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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爱情”相亲会周六开幕

四四百百余余单单身身男男女女已已报报名名寻寻缘缘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徐

良) 4月25日，本报与共青团
德州市委联合主办的“奔跑
吧爱情”相亲大会暨寻宝游
戏在德州宜家家居(三八东路
金华茶城东邻 )举办，目前已
有四百余位单身男女报名，
贴有报名人员信息的展板即
将布置到位。目前报名仍在
继续，来不及报名的朋友也可
到现场报名。

本报与宜家家居、德州金
利福珠宝有限公司、德州旅游

百事通、香泰泰式主题餐厅、
LH露涵睦雨等多家赞助企业联
合，为大家打造一场相亲盛会和
寻宝之旅。在这里，美女与帅哥
如云，奖品与欢乐不断。寻宝游
戏互动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没有
任何条件限制，寻得的宝贝由赞
助企业提供，您可直接拿走。

“报纸上选登的单身人士
条件都不错，什么时候才能看
相亲人员的展板啊？”这几天，
不断有人打电话询问有关相亲
会的事宜，希望能够早点“下

手”。目前已有400多名单身男
女报名，相亲人员信息展板正
在制作中，4月24日就要将展板
布置到活动现场了，想早点“下
手”就提前去看看吧，来不及报
名的也可到现场报名。

为了给相亲的单身朋友更
多的接触机会，本次相亲会还
增添了新的项目，凡参加八分
钟约会的单身朋友都将免费领
取一张真人密室逃脱的门票，
门票共有五十张，领完为止。此
外，我们还将在八分钟约会环

节抽取一对单身男女，当场赠
送由德州旅游百事通提供的云
南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

报名方式：1 .加入齐鲁晚
报今日德州相亲会群 (群号
181605318)下载报名表，填好
后传给管理员；2 .在齐鲁晚报
今日德州官方微信(qlwb-jrdz)
留言，或私信官方微博(http：//
weibo.com/qlwbjrdz)，留下联
系方式；3 . 25日来宜家现场报
名；4 .拨打报名热线：2600000，
15206903036。

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王
乐伟 ) 3月23日，本报刊发《水
位明显下降 风景区露浅滩》，
报道德州部分景区水位下降
严重。22日，记者了解到，经过
一个月的蓄水工作，目前景区
恢复景观水位，吸引众多市民
游玩。

“前段时间，有浅滩都露出
水面了，现在湖面又升上来了，
看着舒服多了。”22日上午，家住
新湖大街的孙女士带着孙女到
景区游玩，她告诉记者，明月湖
水位上升后，不仅景色好了，异
味也没有了，围着湖边遛个弯
又成了她的选择。

记者在明月湖风景区看
到，明月湖内湖水回涨，景区恢
复景观水位，湖面重现昔日碧
波，整体景观大为改善。据了
解，景区蓄水工作已经收尾，经
过近一个月的蓄水工作，景区
已恢复景观水位。

同样在长河公园风景区、
人民公园景区等地，景区水位
也恢复到景观水位，再加上天
气适合外出游玩，各景区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来游玩。

景区水位

恢复正常

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贺
莹莹) 近日，记者了解到，山东
出台绿色建筑奖补新规，由原来
的项目设计标识星级变更为项
目所获运行标识星级。

据了解，新的办法主要是变
更奖补依据。按照新修订的办
法，对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的
奖补依据进行变更，由原来的项
目设计标识星级变更为项目所
获运行标识星级。

根据《办法》，对绿色建筑的
具体奖励标准为：一星级绿色建
筑15元/平方米，二星级绿色建
筑30元/平方米，三星级绿色建
筑50元/平方米。自2016年起，项
目获得“绿色建筑运行标识”后，
经核查符合相关要求的，一次性
拨付奖励资金。

记者了解到，绿色建筑是指
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
度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
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提
供健康适用、高效使用，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建筑。

绿色建筑

按星补贴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张
磊 ) “醉驾入刑”实施将满四
年，四年间，在执法部门的严格
执法下，酒后不开车的安全驾
驶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为代
驾行业提供了发展沃土，代驾
司机的群体正越来越壮大。
22日，记者了解到，由于德州
代驾服务的发展时间短、收
费标准不一、从业人员混杂等
原因，市民对代驾服务认可程
度并不高。

代驾司机服务数量最多的
群体，就是喝酒后无法开车上

路的车主。在车主通过电话预
订之后，代驾司机需要在规定
时间内抵达车主所在地，代车
主将车子驶回目的地。近日，记
者发现，在德州城区新岭路、新
华路、青年路一带，不少饭店的
营业厅、卫生间内粘贴了代驾
广告。除了类似e代驾一样的专
业代驾公司外，业余代驾、出租
兼代驾等私人代驾也不在少
数。不同的代驾人员收费标准
也不同。以代价公司e代驾为
例，上午7时到晚上9时，(5公
里内)起步价为19元，其余时

间段起步价为29元，每超过5
公里则加收20元，而私人代驾
则口头商量，并没有签订什么
协议，一般为10公里内40元—
50元。

“有的司机位置好，每晚可
能多接两单，有的偏远的，可能
几天才接一单。”德州某代驾公
司赵女士称，目前德州代价行
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代驾司
机收入并不稳定。“现在有20多
个在职司机，平均每天有三四
单生意。”虽然品牌落地三个
月，但赵女士对代驾行业前景

表示看好，“随着观念的推广，
我相信本地的代驾市场会越来
越大。”

也有不少市民表示对代
驾行业并不认可。“晚上喝了
酒，再找来一个陌生人开车
感觉不放心。”三和公寓牛女
士表示，虽然代驾行业很方
便，但因人员多为兼职，所以
不太敢尝试。“1 0公里5 0元，
比打车贵了不止一倍，除特
殊情况下，感觉很少有人能承
受这个价格。”金谷园小区段
先生称。

会计业务操作是内控
管理的重要部分，是风险
防范的重中之重。为进一
步提高柜员业务操作能
力，明确部分特殊业务处
理流程，增强会计主管内
控管理信心，提高内控管
理质量，夏津联社创新思
维，从实际工作入手，强化
内控管理，促业务健康发
展。

强化学习，夯实内控
管理基础。一是强化流程。
梳理内控操作难点，组织
部分会计主管编写流程，
听取网点对各类业务操作
盲点的意见，联社进行再
梳理，将操作流程、注意事
项等整理下发并及时培训
学习，提高操作熟练程度。
二是强化学习。财务会计
部按月召开屡查屡犯问题

研讨会，并将上月全县在
各种检查中涉及财务条线
的问题逐条逐项分析产生
的原因、主要风险点及防
范措施，深刻认识内控案
防工作的重要性，明确各
自岗位的内控责任。三是
强化技术。每季度进行全
体内勤人员业务技术比
赛，全体员工相互切磋，互
相学习，老员工继续保持
较高的业务技术水平，同
时涌现一批大学生技术能
手，体现了员工“比、学、
赶、帮、超”的良好学习氛
围。

注重协调，创新内控
管理模式。一是上下层协
调。会计主管的工作与各
科室之间联系密切，为提
高基层网点的工作效率，
积极对基层与相关科室之

间的协调提出建议，保证
各项制度密切结合基层工
作实际，也大大提高了基
层工作的积极性。二是面
对面交流。针对部分柜员
对制度理解有偏差，导致
业务操作与制度执行相冲
突的问题，该联社与柜员
面对面进行交流，讨论如
何规避风险，将制度执行
与实际操作协调统一。三
是各科室相系。针对目前
个别信用社存在的同质同
类问题，该联社会计科结
合审计监督统一进行规
定，有明确制度规定的严
格按照制度执行，对于制
度规定较为灵活的，制定
统一的框架，对部分细节
业务进行统一，各部室相
互协调，提高内控管理。

强化督查，提升内控
管理质效。一是完善监督
制约机制。充分发挥会计
监督、会计辅导、会计检查

的日常监督作用，加强对
基层会计工作的指导和管
理工作。各机构继续加强
对会计工作的条线管理，
提高会计主管的业务水平
和独立履职能力。二是会
计辅导与审计检查二者形
成联动机制，互为补充，对
内控管理实行多方位、多
角度勘查。会计辅导人员
实行分片负责制，对所检
查内控问题的后续负责。
财务部经理带头狠抓内
控，专攻加大对内控薄弱
网点检查辅导力度。三是
创新工作流程，转变检查
方式。在常规检查的同时，
不定期进行突击检查。狠
抓日间业务操作突击检查
的同时，将内控安全切入
点放在日终管理上。班子
成员带队实行夜间内控管
理检查，真实反映日常管
理风险隐患，并遏制风险
立促整改。 (杨焱)

夏津联社强化内控管理

行业正处起步阶段

代代驾驾服服务务尚尚未未广广受受认认可可

相亲信息选摘

★★赵女士，26岁，155cm，45kg，未婚，租住，
小学在编教师，月收入3000元。

性格活泼外向，心灵手巧，比较随和、善良，
有爱心和耐心，可能由于职业原因特别喜欢小
孩儿，在孩子们的眼里我扮演着“大姐姐”的身
份，在同事眼里我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孩儿；业
余时间喜欢画画、做手工、弹琴。

相亲要求：年龄相仿，身高在170cm以上，大
专及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最好能是公务员或
事业编，为人踏实本分，有上进心，孝心，人品胜
于其他任何物质条件

★★王女士，33岁，160cm，50kg，未婚，研究
生，单位公寓，事业单位，月收入2500元。QQ：
1301379880

因忙于学业耽误了终生大事，喜欢读书、运
动，为人谦和，心地善良。

相亲要求：年龄30岁左右，有稳定工
作，有房，性格好，身高170左右。

★★朗先生，29岁，178cm，70kg，未婚，有房，国企，
月收入4000-5000元。长相中等偏上，爱打篮球，房子
在德州市区

相亲要求：家在本地，160cm以上，有稳定工作。

★★李先生，28岁，170cm，85kg，未婚，事业单位，
月收入3000元以上。

家是潍坊的，今年在的德州买房。
相亲要求：有正式工作，年龄比自己小。

★★任先生，29岁，168cm，64kg，离异无子，独住，
私营业主，月收入1万元。成熟，善良，稳重，孝顺。

相亲要求：谈得来的。

★★赵女士，36岁，165cm，70kg，未婚，有车，事业
单位，月收入3500元。内向，独生女，爱好旅游。

相亲要求：最好在大专学历以上，年龄
35—45岁，事业单位或企业收入稳定，事业
心强，尊敬父母。

售 抵

顶新车
吉 利 全 球 鹰 G X 7

2 0 1 2款，1 . 8 L精英

版：灰色、手动挡、带天窗，

真皮座椅,带行李架，倒车

雷达。

电话：13562485911

如有意中人，本报会在征求当事人同意后，为您取得联系。 本报记者 徐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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