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2014年8月1日 星期五

编辑：曾现金 组版：张颖 校对：王秀华

今日运河

重点

黄黄标标车车录录入入电电子子警警察察黑黑名名单单
驶入限行区域将被抓拍，罚款200元并计3分

1 .机动车存在哪些问题还将
受到处罚？

对于机动车未取得环保检验
标志上路行驶的，依据《山东省排
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0条之规定，
暂扣机动车行驶证，通知机动车
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提供环保检验
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处200

元罚款；对于行驶的机动车排放
黑烟等明显可视排气污染物的，
依据《山东省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38条之规定，处200元罚款，同
时，责令其限期维修；对于伪造、
变造机动车环保检验标志的或使
用转让、转借、伪造、变造的机动
车环保检验标志的，依据《山东省
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1条之规
定，一律予以收缴，并处500元罚
款。

2 .黄标车能过户吗？
根据省、市有关通知，黄标车

不得办理过户业务。对达到机动
车强制报废使用年限1年以内(含
1年)的机动车，不得变更使用性
质。对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黄标
车，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
督促限期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
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
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
以注销。

3 .怎样知道自已车是否为黄
标车？

如果车主想检查自己的车辆
尾气是否达标，可到环保检测部
门检测，由环保部门核发环保检
验合格标志，环保检验合格标志
颜色为绿色的是绿标车，颜色为
黄色的是黄标车，未领取环保标
志或经机动车年检尾气不合格的
车辆是无标车。

本报记者 姬生辉 整理

本报济宁7月31日讯(记者
高雯 ) 8月1日起，新修订的《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
施办法》正式施行。新《办法》中
取消了委托加工备案有关规定，
工业企业委托另一持证企业加
工时，不必再去省局备案，济宁20

余家有该业务的企业可以省去
备案手续了。

新《办法》调整了申请生产
许可主体资格规定。规定只要具
有营业执照，即具备生产许可证
的申请主体资格，取消了原《办
法》对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分
公司或者生产基地“必须有企业
法人资格”的特别规定，进一步
放宽了市场准入条件。

委托加工企业

今起不用再备案

本报济宁7月31日讯(通讯员
朱璐 ) 邹城市供电公司经理

霍轶东日前来到10千伏平江线改
造工程现场，督导电力施工作业
人员注意安全生产，严格落实安
全措施，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确保
夏季高温电力施工安全。

连日来，邹城市供电公司加大
安全工作督导，及时提出现场安全

“问诊制”，督导做好安全措施和安
全防范工作，避免出现“带病”作
业，有效防范中暑、虚脱等现象。超
前做好防暑工作措施，配备风油
精、绿豆水、矿泉水等防暑降温和
提神用品，为确保高温天气正常施
工作业提供坚强后勤保障。

送上防暑用品

为施工人员降温

本报济宁7月31日讯(记者
姬生辉 孟杰 实习生

谢轩 通讯员 闫晓艳 段
文 ) 今年8月底前，济宁市交
警部门将把查实的黄标车信
息录入电子警察系统黑名单，
一旦驶入限行区域将被抓怕。
限行区域由市建成区扩大到
县级城区以及高速公路，驶入
限行区域将被罚款200元、并
计3分处理。

7月31日，济宁市公安、环
保、财政、交通、商务五部门连
续召开黄标车整治通报会，并
发布相关情况。“截至2014年6
月30日，济宁有黄标车63916
辆，约占汽车总数的8 . 5%，在
全省排第8位。”济宁市交警支
队副支队长薛启鹏说，黄标车
制造时间较早、标准较低、排
气污染较重。有关研究表明，1
辆黄标车平均相当于5至10辆
新车排放。环保部的统计数据
显示，仅占汽车保有量16 . 4%
的黄标车排放了63 . 7%的氮氧
化物、86 . 6%的颗粒物、55 . 9%
的一氧化碳和60 . 4%的碳氢化
合物。

“加快淘汰黄标车，减少
机动车尾气污染，对于改善大
气环境质量，保障广大群众身
体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有助于提升济宁的城市形
象。”薛启鹏说。

今年8月底前，黄标车限
行区域将由济宁东起东外环
(不含)、西起G105国道(不含)、
南起北湖大道(不含)、北起任
城大道(不含)的市建成区扩大
到县级建成区和高速公路。

“今后，交警部门将加大对黄
标车、无标车交通违法的严查
严处力度。”济宁市交警支队
交管科科长程海表示，对于黄

标车违法驶入限行区域的，一
律按照“机动车违法禁令指示
标志”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
有关规定，给予驾驶人罚款
200元，计3分处理。不再按照
《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条例》第42条规定，“黄标车违
规进入限行区域”的处200元
罚款处理。

目前，济宁已经在黄标车
限行区域设置了明显的警示
标志，并定期将黄标车、无标
车的信息录入电子警察系统，
一旦黄标车驶入限行区域，系
统将进行抓拍、取证，发现一
辆处理一辆。同时，岗点执勤
交警也将加大对黄标车的查
处力度，一旦发现疑似黄标车
将进行现场查纠。

城区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标志、自行车颜色以及宣传口号公开征集意见

55种种颜颜色色、、77个个方方案案，，您您选选哪哪个个？？
本报济宁7月31日讯(记者

晋森 ) 7月31日，济宁城区
公共自行车系统的LOGO(标
志)、自行车颜色以及宣传口号
等内容开始征求市民意见，济
宁市住建委提出了初步设计方
案，市民可以将意见发送到邮
箱jncjk0928@163 .com。

记者在济宁市住建委网站
上看到，宣传LOGO有7个方案，
A方案中标志的主题为中国书
法形式的“孔”或“礼”字，设计思
路源于体现济宁儒家文化“孔孟
之乡，礼仪之邦”。绿色与蓝色渐
变交融，蓝色体现大运河水文
化，绿色体现低碳环保绿色出
行。同时内部造型蕴含着济宁首
字母j、n，突出标注专属性。B方
案 的 标 志 主 题 为 济 宁 市 市
花——— 荷花的形象变形而来，弘
扬济宁运河文化造型体现自行
车形象，以图章形式标注济宁专
属性。C、D两方案标志主题为济
宁的拼音全拼“jining”，融合富有

动感的自行车形象。E方案根据
济宁的开头字母“JN”演变出人
骑车的图形。黄色代表阳光，蓝
色体现运河文化。绿色代表环
保、低碳。F方案根据济宁的开头
字母“JN”演变出人骑车的图形，
几种颜色分别代表了科技环保
绿色骑行，并且涵盖了悠久的运
河文化。G方案则根据济宁的开
头字母“JN”演变出人骑车的图
形，几种颜色分别代表了科技环
保绿色骑行，并且涵盖了悠久的
运河文化。这7个方案是初步设
计方案，并请市民提出自己的思
路想法。

公共自行车颜色选择上，
分别有草绿色、中国红、橘黄、
天蓝、深绿5个颜色，并请市民
提出意见想法。

在宣传口号上，请市民提出
公共自行车的宣传口号，力求简
洁、响亮、体现济宁历史文化特
色。市民可将推选建议或修改意
见反馈至济宁市住建委城建科，

电子邮箱：jncjk0928@163.com。
建设城区公共自行车系统

是济宁市政府2014年为民办十
件实事之一。济宁城区公共自行
车系统首期设置315个站点，
10000辆公共自行车的规模，其
中任城区设置7500辆，济宁高新

区设置1500辆，太白湖新区设置
1000辆。公共自行车租赁地点大
多设置在大型购物点、城市景观
旅游区、城市交通中转区域和大
型居民聚居区，使得租赁自行车
出行具有灵活、方便的优势，可
以满足城市出行者的不同需求。

本报草原双飞大型亲子系列活动报名即将截止

仅仅剩剩1100个个名名额额，，您您别别错错过过喽喽
本报济宁7月31日讯(记者

刘兴权 ) 由本报独家定制
的草原双飞大型亲子系列活动
消息见报以来，反响热烈，不少
家长携孩子已报名参加。目前
仅剩下最后10个名额，
有意加入此活动的家长们得抓
紧时间报名了。

希拉穆仁，蒙语意为“黄色
的河”，位于呼和浩特以北100
公里，是蜚声海内外的旅游避
暑胜地，又因希拉穆仁河畔有

座历史久远的席力图召，故又
名“召河”。 希拉穆仁草原是
典型的高原草场，每当夏秋时
节绿草如茵，鲜花遍地。这里夏
季气候宜人，空气净透，是避暑
度假的胜地。

前来报名的孙女士说，
“由于平时比较忙，还没好好的
陪陪孩子，孩子的暑假就已经
过去一半，正好看到咱们报社
主办的这个草原亲子活动，听
说名额已经不多，就赶快来报

名了，再忙也不能忽略了和孩
子的陪伴、交流。

记者了解到，本次草原双
飞大型亲子系列活动线路时间
安排上轻松自由，行程上舒适，
景点丰富，而且资深记者全程
跟随，为亲子间记录精彩瞬间。
这些亮点吸引了不少孩子和家
长的眼球，报名人数每天都在
增多。

与此同时，为让更多的家
庭参与到此次活动中来，本报

《今日运河》编辑部与济宁航空
港及相关航空公司协调，预留
了20个特惠座舱，将为前20个
报名的人员提供优惠机票。目
前所剩名额已经不多，对此活
动感兴趣的家长请抓紧最后机
会，拨打2350110、13280093262
进行报名。也可到本报《今日运
河》编辑部报名，报名地址：济
宁市洸河路11号(大众日报社
济宁分社院内二楼齐鲁晚报事
业拓展部。

北湖大道上，交警部门挂出黄标车禁止驶入的指示牌。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备选的公共色自行车之一。

延伸阅读


	H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