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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安安正正式式享享有有地地方方立立法法权权
下月起可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制定地方性法规

三千多辆“重点”车
快来安全技术检验

本报泰安7月28日(记
者 曹剑 通讯员 张
莉 时立新) 27日，泰安
市交警支队发布关于重
点车辆定期检验专项行
动的实施方案。自28日至
8月16日，开展为期20天的
重点车辆定期检验专项
行动。

民警称，通过开展专
项行动，加强对大中型客
车、重中型货车、校车、危
化品运输车、面包车等重
点车辆的安全监督，提高
重点车辆的定期检验。

车管所会利用公安
交通管理综合平台，按照
辖区对各类重点车辆集
中排查清理，掌控重点车
辆的登记数据、具体用

途、检验情况、报废期限
等，通报各辖区大队管
控。

重点驾驶人信息关
联管理，按照《山东省道
路交通安全重点管理系
统》要求，关联重点驾驶
人基础信息采集录入，建
立重点车辆的关联驾驶
人数据库，强化重点驾驶
人监管工作。

据车管所民警介绍，
截止到目前，全市逾期未
检验的机动车，仅重中型
货车、大中型客车、危化
品 运 输 车 和 校 车 就 有
3630辆。

车管所提醒，逾期不
参加安全技术检验，罚款
200元，扣3分。

本报泰安7月28日讯(记
者 侯峰) 泰安市自今年8
月1日起，可以制定地方性法
规，将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
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
等方面事项制定地方性法
规。

今年3月15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修改通过的

《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地
方立法权。在此之前，全国设
区的市有284个，享有地方立
法权的有49个，尚没有地方
立法权的235个。

就全省范围来看，由于

济南、青岛、淄博在立法法修
改之前，就已经获得了地方
立法权，因此，此次地方立法
权的扩围，只包括剩下的14
个城市。根据统一安排，全省
分两批确定制定地方性法规
的时间。

24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确定14个设区的市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时
间的决定》，确定泰安市于
2015年8月1日起，可以开始制

定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泰安市
将于该日起，获得地方立法
权。

在立法范围上，根据《立
法法》规定，泰安市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不
与上位法抵触的前提下，立
足有特色、可操作的原则，可
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
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
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4月份，泰安市人大常委
会人员先后赴青岛、淄博等
地学习地方立法有关工作，
做好前期调研，并向省人大

常委会作了专题汇报。
目前，泰安市人民代表

大会法制委员会和市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立法

准备工作也已就绪，泰安市
已完全具备了开展地方立法
的条件和能力。

所谓地方立法权，包括有立
法权的地方政府制定、修改、废
止和解释规章的活动，市人大及
其常委会起草、提出地方性法规
草案的活动。

拥有地方立法权，城市可因
地制宜进行立法。以已经拥有立
法权的青岛市为例，青岛可依据

国家和省的法律法规制定地方
法规和规章，在打击黑出租、城
市养犬等管理方面，依地方法规
和规章进行规范管理；而以前泰
安只能依规范性文件加以规范
管理，这一情况极易导致同城不
同规、同罚不同数，影响执法效
率和社会效果。

地方立法权有何作用头条相关

救救送送断断指指乘乘客客111100护护送送
出出租租车车连连闯闯红红灯灯又又逆逆行行

本报泰安7月28日讯(记
者 王世腾 ) 26日，出租车
司机周建军，在交警护送下，
紧急送一旅客时连闯红灯并
逆行，到地后也没收旅客的
钱。

26日上午10点左右，出租
车周先生开车到达中心医院
南门。“刚一到地，三个旅客在
打车，其中一个人手指在滴
血，另外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
包裹。”周先生说。三个人上车
后，周先生才发现其中一人的
手指断了，因中心医院无法救
治，需要到济南就医，三人想
让出租车司机将断指工人送
到粥店办事处对面厂子里，然
后开车去济南。“当时乘客已
经联系好了110中心，两分钟后
四个骑着摩托车的交警赶
到。”周先生说，在交警带领
下，拉乘客往厂里赶，仅用10
分钟就赶到地方。

“厂里车已经在等了，着
急也没要钱。”周先生说，平
时从中心医院南门到粥店办
事处，遇高峰期得半个来小
时。为尽快赶到，他连闯几个
红灯还有几个逆行。

交警表示，像这种情况
开具证明后可免除处罚。

本报泰安7月28日讯(记
者 薛瑞) 28日上午，1000
多名全球华人身穿大红汉
服，在泰山大剧院前举行“全
球华人大寻根”活动。同时，

《泰山千古情》演出正式落户
泰安。

28日上午10点半，在泰
山大剧院门前广场，1000多
名全球华人聚集，有来自美
国、英国等地的海外华侨，有
港澳同胞，也有土生土长的
泰安人。他们身穿大红汉服，

用人体拼成一个巨大的“根”
字，齐声高喊：“我们来自五
湖四海，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泰山，我们回来了！”在钟鼓
齐鸣中，他们向天地、祖先鞠
躬行拜谒礼，并祈愿国泰民
安。

来自牡丹江的张忆鲁，
带着儿子和孙子一同来参加
活动，张忆鲁的爷爷是山东
人，解放前闯关东到了黑龙
江。“从小爷爷就说，我们是
齐鲁大地的儿女，他做梦都

想回到家乡。在网上看到这
次寻根活动，虽然爷爷已经
不在了，我还是带孩子过来，
圆老人生前一个心愿。”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泰
安市委市政府、宋城演艺联
合主办，其打造的大型歌舞

《泰山千古情》也正式落户泰
安，于28日晚上在泰山大剧
院首演。演出时长一小时，分
为《大汶口》、《封禅》、《石敢
当》、《闯关东》、《谁不说俺家
乡好》等5幕。

歌歌舞舞《《泰泰山山千千古古情情》》泰泰安安首首演演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核
实后，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
录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不处罚
或者免予处罚。

执勤民警指挥通过的；信
号灯发生故障的；交通标志不
清晰、被遮挡的；告知的车辆与
实际车辆不符的；协助司法机
关侦查破案、追捕违法犯罪嫌
疑人的；因道路交通设施改造、
维修占用道路造成的；车辆被
盗抢期间发生的；车辆号牌被

套用期间，套牌机动车发生的；
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时，记

录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尚未录
入道路交通违法管理信息系统
的；距核发车辆检验合格标志1

个月前，记录的道路交通违法
行为尚未录入道路交通违法管
理信息系统的；警车、消防车、
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
任务的；已接受过现场处罚的；
其他特殊情况应当不处罚或免
予处罚的。

什么情况能免予挨罚

好心的哥周建军。 本报记者 梁敏 摄

泰安上半年GDP增7 . 8%
经济稳健增长

本报泰安7月28日讯
(记者 陈新 通讯员
杨晓妍) 28日，记者从泰
安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
以来，泰安市经济实现稳
健增长，上半年全市实现
生产总值 1 5 9 5 . 6亿元，
GDP增长7 . 8%。

据统计，今年上半
年，泰安市实现生产总值
1595 . 6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下同)，比上年同期
增长7 . 8%，增幅比一季度
回升0 . 4个百分点，与全
省平均水平持平。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124 . 1亿元，增长3 . 8%，第

二产业增加值782 . 2亿元，
增长7 . 3%，第三产业增加
值689 . 3亿元，增长9 . 1%，
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三产
业增加值在GDP中的份
额持续扩大，占GDP比重
达43 . 2%。

从 消 费 投 资 情 况
看，上半年全市实现消
费品零售额655 . 5亿元，
完 成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1177 . 5亿元，分别比同期
增长10 . 9%和14 . 7%。

消费投资增长差距
缩小，呈现出投资、消费
并驾齐驱，共同均衡拉动
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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