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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9900人人获获新新考考录录公公务务员员面面试试资资格格
时间：7月7日至9日 地点：皇明太阳谷微排酒店

本报 7月 4日讯 (记者
李榕 通讯员 王磊 牟永
来) 7月4日，记者从德州市
人社局获悉，2018年德州市
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将于7
月7日至9日举行，面试地点
为：德州市皇明太阳谷微排

酒店。经过资格审查、缴费确
认，最终共计1690人取得面
试资格。

按照规定，参加面试的
考生须凭有效居民身份证、
笔 试 准 考 证 、面 试 通 知 书
(证明身份材料不全者不得

参加面试)进入指定的地点
按分组列队，关闭手机装入
专用信封并写上本人姓名
交工作人员保管，然后根据
随机抽签结果当场确定面
试考场场次，由工作人员引
领考生到相应候考室候考。

考生须在开考前1小时进入
考点抽签，按抽签考场和抽
签顺序参加面试。对于违反
考试纪律、恶意扰乱考试秩
序的人员按照《公务员录用
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
法》规定严肃处理，对于触

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其法
律责任。

此外，报考公安机关人
民警察职位的考生面试工作
由省公务员主管部门统一单
独组织，人员名单及有关事
项另行公告。

本报7月4日讯(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牟永来) 7月3
日下午，德州市创新创业高端
论坛暨德州市第四届创业大
赛颁奖典礼举行，通过海选、
预赛、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
德州福来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等30个项目脱颖而出分别
获得创新团队组、初创企业
组、返乡下乡创业组特等、一、
二、三等奖，并分获1万到8万
元不等创业奖金及政策扶持；
8个团队项目杀进全省预赛。

5月中下旬至6月下旬，由
德州市人社局、市发改委、市
经信委、市科技局、市总工会、
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等9部
门联合举办了德州市第四届
创业大赛暨“齐鲁银行杯”山
东省第四届创业大赛(德州分
赛区)比赛，来自13个县市区，
各高校、技工院校近200个创
业团队(企业)、创业导师、创
业示范平台报名参赛。通过海
选、预赛、决赛的激烈角逐，最

终德州福来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等30个项目脱颖而出分
别获得创新团队组、初创企业
组、返乡下乡创业组特等、一、
二、三等奖；王海滨等10名导
师获得创业导师服务能力组
一、二、三等奖；禹城市电子商
务产业园等10家平台获得创
业示范平台服务能力组一、
二、三等奖；德州市总工会等
17家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此
外，8个团队项目经过激烈角
逐杀进全省预赛。

获得创新团队组一等奖
的“智慧人社”项目负责人张
宁来自陵城区边临镇，今年
29岁。在3、4岁时张宁感冒发
烧，因用药量过大导致双眼
近乎失明，听力也越来越差。
身残志坚的他却凭着坚强的
毅力不断学习充实自己，在
德州市特教学校毕业后，自
2 0 1 3年开始致力于软件开
发，经过不断尝试，最终成功
为像自己一样的盲人朋友们

开发出一款多功能、综合性
上网辅助软件———“智慧人
生”。该软件包括社交互动、
综合应用、外挂助手、接口应
用等四大类功能，其中综合应
用涵盖论坛互动语聊网点、文
字处理、实用查询、智慧阅读、
有声世界、新闻资讯、视频直
播、全局热键及建议反馈等模
块。“这是专为盲人精心打造
的一款兼具电脑辅助性和系
统性的综合软件，利用盲人语
音智能电脑键盘，可以将文
字转化成语音，实现视力有
障碍的残疾人之间的交流，
同时可以帮助他们在电脑上
查阅资料、浏览购物等基本
的操作，方便他们的日常生
活。”张宁说。

据了解，本届大赛专设奖
金池141万元，创新团队、初创
企业、返乡下乡创业项目各设
特等奖1个，每个奖励8万元；
各设一等奖2个，每个奖励5万
元；各设二等奖3个，每个奖励

3万元；各设三等奖4个，每个
奖励1万元。创业导师服务能
力项目设一等奖2个，每个奖
励5万元；设二等奖3名，每个
奖励3万元；设三等奖5个，每
个奖励1万元。此外，符合条件
的获奖人员还享受其他有关
优惠政策。

此外，颁奖典礼后还举
行了主题演讲及圆桌对话。
其中，专家与创业大赛参赛
选手将就“创业者商业模式
的选择与创新”、“根据企业
现有资源，如何构建自己差
异化竞争的优势”等话题进
行现场互动。

3300个个项项目目脱脱颖颖而而出出获获创创业业大大奖奖
分获1到8万元不等的创业奖金

获创新团队组一等奖的残疾人张宁受到关注。

本报7月4日讯(记者 路龙
帅) 近期，连续几场大雨后，金
蝉破土而出。7月3日，记者在走
访中了解到，新上市的金蝉卖
到8毛钱一只，一斤的价格在七
八十元左右，比市场上现在紧
俏的虾蟹还要贵出二三十元。
即便如此，尝鲜的市民也不少。

“昨天刚抓的，要不要来两
斤，绝对新鲜。”随着天气日渐
炎热，外加前段时间的几场降
雨，时令“野味”金蝉也开始出
现。7月3日，记者在三八路便民
市场几家卖海鲜的摊位前看
到，不少摊主将金蝉摆在显眼
的位置。

“八毛钱一只，不多了，都
要了给你便宜点。”摊主陈先生
捧着框子里仅剩不到一斤的金
蝉对来往的顾客说。据陈先生
介绍，由于金蝉刚刚上市不久，

现在市场上金蝉的价格普遍在
七十元以上，鲜活野生的更贵，
能卖到八十元一斤。

记者看到，每到一个摊位
前，摊主都会优先推荐金蝉。

“刚刚一名顾客买了40元钱的，
再不买的话今天就没有货了。”
一名摊主不断劝说摊位前的一
位顾客。这名摊主说，物以稀为
贵，金蝉的产量不高，价格自然
就不便宜，批发价就得在70元/
斤左右，他们也不会批发太多。

据了解，虽然现在金蝉身
价不菲，卖家们也都不愁卖。

“别看现在有不少，过一会儿就
卖光了，现在要的人很多。”有
摊贩透露，现在市场上销售的
金蝉除了部分是市民购买食用
外，大部分的销售渠道是饭店。

正在卖金蝉的刘女士告诉
记者，大多数市民只是买几十

个尝尝鲜，能买一斤以上的就
算多的了。虽然金蝉的价格一
年比一年高，但喜欢吃金蝉的
市民还是不少。当天上午不到
11点，刘女士批发的10余斤金
蝉就所剩无几。

刘女士坦言，目前市场出
售的金蝉基本上都是批发的，
以人工养殖的为主。因为人工
养殖出成熟的金蝉至少得三年
以上，而且生存环境和野生的
基本一样，所以价格跟野生的
相差无几。

“金蝉贵在鲜活，前来购
买的人看中的也是鲜活和新
鲜的。”刘女士说，八毛钱一个
的价格属于正常，因为市场很
多金蝉都是从外地运来的，成
本价较高，再过一周左右，等
本地金蝉大量上市了，价格会
有所下降。

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刘潇 贺莹莹 通讯

员 张媛) 7月3日，记者
从市人大常委视察疾病
预防控制工作座谈会上
获悉，目前，县级疾控机
构全部落实了公益一类
政策，疾控体系更加完
善，德州市取消了二类疫
苗加成和预防性体检、卫
生检验检测等收费项目，
免疫预防接种工作落实
常规免疫，加快推进预
防接种单位标准化建设，
全市数字化接种门诊建
设率达72%。

截至去年底，县级疾
控机构全部落实了公益
一类政策，疾控体系更加
完善。根据要求，去年1月
起取消了二类疫苗加成，
去年4月取消了预防性体
检、卫生检验检测等收费
项目。并根据有关疫苗储
运成本核算要求，邀请第
三方审计师事务所据实
测算疫苗储运成本，核定
后全市统一时间、统一标
准执行。

“预防控制重大疾
病，为群众提供全方位、
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服
务。”体检办证工作服务

大局，确保2日内完成预
约体检，5个工作日内完
成健康证明办理。传染
病防控工作积极落实疫
情监测、技能培训、督导
指导等综合防控措施，
疫情管理综合质量位居
全省第一名，流感监测
工作连续 4年位居全省
前列。

目前，手足口病、布
病等重点传染病疫情平
稳，H 7N 9禽流感、登革
热、寨卡病毒病等有输入
风险的传染病得到重点
防范，新建病媒生物抗药
性实验室达国内一流、省
内领先水平，全年未发生
重大传染病暴发流行，重
点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
制。全市数字化接种门诊
建设率达72%，提前一年
完成了省下达的目标任
务；各类免疫规划疫苗报
告接种率均在95%以上，
高于全省 9 0 %的标准要
求。慢病防控工作强化慢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动态
管理，完善死因、肿瘤、
心脑血管疾病等慢病监
测系统，强化慢病监测综
合评价指标通报，监测质
量明显提高。

全市数字化

接种门诊建设率达72%
金金蝉蝉破破土土上上市市，，每每斤斤七七八八十十元元

齐河审计助力城乡饮用水安全
本报7月4日讯(记者 张磊 通讯员 魏书超

韩冬梅 孟翠) 近日，齐河县审计局开展全县
饮用水水源保护专项调查审计，对该县4个水厂、3
个水源地进行调查，关注自来水公司生产运营状
况，水源地建设情况、安全生产情况、水质检测情
况，深入了解该县人民饮用水现状，提出了安全生
产的合理化建议。

图为审计人员检查瓶装水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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