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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关注

“这个周末我读高中时一个
宿舍的闺蜜来，咱得好好安排
下。”看着老同学发来的微信，我
很认真地对老公说。要知道，我
这闺蜜可是从大城市广州专门
来德州找我的。

老公看了看我说，就是那个
美食家吴三姐吧。我这个闺蜜姓
吴，在我们宿舍排行老三。六七
年前来德州时，我和老公负责招
待，几天时间吃遍德州美食，还
特意跑到夏津宋楼吃驴肉火烧。
不过这次来，怎么才能让美食家
满意呢？

老公一拍大腿，说上次咱去
的那个“德州味道”感觉不错。这
是一家半年前刚开业的饭店，地
道山东菜，很有德州味道。我和
老公的几个同事曾在那儿品尝
过，大家都感觉不错办了会员
卡，老公还充了2000块钱呢。听
说那里一直很火爆，虽然还有三
天，但老公赶紧抢上了一个小包
间，挂电话时还嘱咐老板到时候
必须上“酱焖河叉鱼”这道菜。上
次吴三姐来，对德州河叉鱼赞不
绝口——— 肉比河豚嫩，味比鲈鱼
鲜。

吴三姐终于来了。在东站接
上她，我们就直奔“德州味道”。

来到饭店门口，我和老公呆
住了，只见大门紧闭，玻璃上贴
着一张告示：“家中有事，暂停营
业”，落款就是当天。老公气得够

呛，拿出手机就要给老板打电
话。吴三姐一把按住说，我吃啥
都行，要不就来碗羊肠子。我知
道吴三姐耍贫嘴，是怕我们太难
堪，就拉住老公说，咱当务之急
是赶紧找个店堵上老三的嘴。

仨人往前走了数十米，正好
有家饺子馆，吴三姐拉上我俩就
进去了。点上荤素水饺各两份，
仨人就吃起来。但我和老公吃啥
都味同嚼蜡，总感觉像自己设了
一个局一样。

正尴尬着，老公的手机响
了，接起来后老公的嗓门一下子
高起来。

“你们怎么回事？我倒想听
听你们怎么解释？”

原来是“德州味道”打来的
电话，这不是找抽吗？

老公把手机设置成外放模

式，一是让我俩都听到，还有就
是借此向吴三姐力证清白。

“首先必须向您道歉。真不
好意思，我们这家店不得不关门
了……”手机里传来一个女声，
声音很诚恳。

“别在这儿跟我解释，你就
说咋回事？我周三就订了包间，
你说关就关了，还有点信用不？”
老公气急败坏。

“先生，是这样。我怀孕了，
反应很大，我和老公实在照应不
过来两家店，昨晚我和老公才决
定关了这一家……”

一听说人家怀孕了，我们仨
心下都一软，老公高八度的调门
也降了下来。

“你知道吗？我这儿一远道
来的朋友直接被你给晾这儿
了……”

吴三姐使劲向老公挤眼睛，
示意他别再提这茬。

“先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可以选择我们另一家店，您打车
来我们报销车费。”

这倒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老
公正想说什么，电话里又传来这
样的声音。

“另外，我们查了一下会员
信息，知道您在我们这儿还存有
2000元会员费。希望先生您这两
天来店里办理退费。”

退会员费？这让我们仨瞪大
了眼睛。

第二天，吴三姐执意跟我们
一起去“德州味道”，“没吃着河
叉鱼，总得看看做鱼的人吧”。

来到大厅里，就见有好几十
个人在排队。一打听，都是来办
理退费的。终于轮到我们了，一
个男子一边登记一边道歉，如数
退给老公2000元钱。听周围的人
议论，这次老板一共给400多会
员退了50000多元会费。

走南闯北多年的吴三姐冲
我做了个鬼脸，“这回真见识
咱们德州人了”。她凑到跟前
问正退费的男子：“你那个店
有‘酱焖河叉鱼’吗？”男子憨
厚地说：“有，有，那是俺们的招
牌菜。”

“今晚咱就去吃‘酱焖河叉
鱼’。”吴三姐转过头冲着我说。

晚上，美食家吴三姐终于吃
上了“酱焖河叉鱼”--嗯，这个味
道那叫一个好。

诚信的味道
隔王其强

德州市乐陵云红街道

切实做好贫困户冬季取暖工作

料峭冬寒送温暖,亲
民善政释和谐。入冬以
来，为了让辖区内贫困群
众过上一个安全而温暖
的冬天，云红街道加强举
措，切实做好贫困户冬季
取暖工作。

各包村干部深入到
所包村贫困户家中，详细
了解贫困户冬季取暖存
在的问题，逐一登记，建
立台账，确保一人不漏，
一户不落。同时组织人员
积极开展冬季安全取暖
排查，对采用燃煤取暖的

贫困户重点检查房屋通
风状况；对用电取暖的贫
困户重点检查电路是否
老化，并对检查中存在安
全隐患彻底落实整改，确
保贫困户冬季取暖安全。

通过全面排查，及时
整改，将云红街道贫困户
冬季取暖安全隐患消除在
萌芽状态，用温暖行动确
保了贫困群众在一个安全
温暖的环境中平安过冬。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见习记者 孙文丽

通讯员 符笑语

金融科技让校园更加“智慧”
建行德州分行营业部助力打造德州市首家高中“智慧校园”

德州农商银行量身定制“公职人员消费贷”

加快推进基础客户及行业客户精准营销

为全面落实基础客
户及行业客户精准营销，
抢占零售业务市场，增加
获客渠道，德州农商银行
以“公职人员消费贷”为
突破口，全面对接营销财
政供养人员、教育、医疗、
通讯等行业客户，取得明
显成效。截至目前，累计
授信159户、6041万元。

四大优势，提升客户
服务体验。一是模式新。
采用“家庭亲情贷”模式
办理，根据家庭年收入和
职务确定授信额度，授信
额度在30-200万元，贷款
期限长达5年，有效满足
公职人员装修、教育、旅
游等各类消费需求。二是

利率低。针对公职人员消
费贷款，利率低至4 . 35%，
有效增强市场竞争力，通
过批量对接和集中宣讲，
拓展了大批优质高端客
户。三是办理快。该行坚
持便捷、高效、灵活的原
则，借助移动办贷设备实
现上门服务，客户通过手
机银行自助放款，手续简
便快捷，极大地提升了客
户服务体验。四是开辟审
批绿色通道。为提升客户
服务水平，促进授信业务
发展，该行加快审查进
度，优先安排审批，急事
急办、特事特办，充分发
挥公职人员消费贷便捷、
高效的特色。（高双双）

建行德州分行成功将金融科
技与教育系统金融服务相结合，与
德州二中携手推进智慧校园项目
建设，打造了德州市首家高中“智
慧校园”样板。

德州二中是山东省级重点中
学、首届省级文明校园，学校现有
87个教学班，在校生约4500人，教
职工510人。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
扩大，学校对校园智慧管理要求越
来越高。

建行德州分行营业部针对该
校在学生考勤管理、学生食宿等

方面存在的难点，充分利用我行
金融科技力量，成功实现一卡通
管理应用：一是通过该系统实现
了学生考勤的全流程管理。将大
门门禁、公寓门禁，与请销假系
统联动，并且与家长与老师的微
信连接，有效控制学舍出入，与
公寓指纹出入验证系统联动，完
成学生归寝管理，增强了学校管
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二是校内
(餐厅、超市等)刷卡消费、直饮水
刷卡取水、与图书借阅系统对接
等。该系统上线后，学校师生可以

通过建行微信公众号向校园卡充
值，在学校刷卡就餐、借阅书籍
等。

近年来，建行德州分行大力发
展“金融科技”战略，不断拓宽金融
科技应用范围，主动向辖区内多个
学校对接合作，依靠金融科技实现

“互联网+学校”场景应用，成功在
德州市助力小学、高中及高等院校
建设“智慧校园”，不断深化科技与
业务的融合创新，为教育领域发展
注入新金融的活力。

(刘迪 张辉生)

供暖温度不达标 找谁来解决？

本报德州12月5日讯(记者
王金刚 见习记者 孙文丽)
12月5日，家住德州市时代花园
小区的赵先生通过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情报站向记者反映，他家
的暖气温度一直在15℃左右，没
有达到供暖标准，希望尽快得到
解决。

据赵先生介绍，从2017年开
始，他家的温度就达不到供暖标
准。2018年进行了维修，依旧没
有改善，今年开始供暖后，温度

反复不定，室内温度维持在16℃
左右。

“我住在五楼，正常交了暖
气费，但是另一套位于三楼的房
子没有交暖气费，室内温度竟然
比我这还高。”赵先生说，为此业主
也找过所在小区的嘉园物业公
司，物业公司进行了二次加压，但
是温度依旧不达标，业主们再找
物业后，对方一直不予理会。

对此，记者联系了时代花园
小区所属的华鲁恒升热力公司，

据总控室一位徐姓工作人员介
绍，近期有接到该小区业主所反
映的情况，已对该小区的热力管
道进行了维修，目前基本温度都
达到了18℃以上，小区部分楼层
的东山和西山的位置，温度可能
不会很高。

根据赵先生提供的信息，记
者致电时代花园小区物业，电话
显示已停机状态，对于赵先生等
业主的质疑，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将会持续关注。

一男子偷换店家收款二维码牟利
觉得自己很聪明，很快就栽了

本报德州12月5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骆守明) 10
月27日14时,德州市公安局德城
分局建设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其经营的“烤冷面”门店微信
收款二维码被人更换，损失一百
余元。同日17时，又有群众报警，
称其羊汤店内的微信收款二维
码被别人更换，损失二百余元。

经调查，该二维码是德州某
中年女子所有，民警通过调取监
控发现，凌晨一点左右，一名男
子骑电动车来到一家门店前，见
四周无人便将自己的收款二维
码贴在店家的收款码上。

经研判，民警发现该中年女
子的儿子李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11月25日，派出所民警在某网吧
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成功抓获。

到案后，李某对自己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据了解，2019年9
月份，李某发现申请微信收款二
维码后提现时不再需要手续费，
于是用其母亲的名义申请了收
款二维码。

10月底，犯罪嫌疑人李某经
过一家“烤冷面”门店时，看见店
家玻璃门内侧上贴有收款二维
码。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趁着夜深人静将自己的收款二

维码直接贴在了店家玻璃外面，
把店主的收款二维码完全遮掩
住。随后，李某在路上又发现了
一家卖牛羊肉的店面，于是故技
重施。期间，李某微信上共收了
170余元。

大约过了一周，李某生活费
再次“告急”，于是犯罪嫌疑人李
某打印了约12个收款二维码，又
找了几家店用同样的方法作案，
第二天李某的微信中又收到了
200余元。就这样，李某陆陆续续
盗窃了2000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
德城警方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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