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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大观峰

市政府出台投融资管理暂行办法，城市片区开发方面———

77成成土土地地纯纯收收益益用用于于城城市市基基建建
本报泰安3月2日讯(记者

侯峰) 为加强政府投融资
管理，近日，泰安市政府出台
投融资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
定，未列入投融资计划的项
目，原则上不得组织建设。在
城市片区开发方面，土地纯收
益的70%和城市基础设施综合
配套费的60%，将专项用于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

使用政府融资资金或市
财政资金，并已列入或准备列
入政府投融资计划的建设项
目适用该办法。办法所称政府
融资资金，是指市级政府投融

资平台及有关部门单位，为实
施列入政府投融资计划的建
设项目而举借的债务资金，包
括通过招商引资、合资合作等
市场化运作引入，但由市财政
兜底还本付息的资金。

记者看到，在投融资计划
管理方面，承担政府投融资项
目任务的投融资项目单位应
当按规定办理各项审批手续，
组织项目实施。未列入投融资
计划的项目，原则上不得组织
建设，市财政部门不得安排建
设资金，有关部门不得办理相
关手续。未列入年度投融资计

划但确需建设的项目，由相关
职能部门按照相关规定的程
序，报市政府投融资管理委员
会研究决定，并追加投资计
划。投融资项目单位制定的项
目实施方案中，项目投资概算
超过下达计划概算10%的，由
投融资项目单位按照第八条
规定程序，报市政府投融资管
理委员会研究决定。

在片区开发收益方面，土
地纯收益的70%和城市基础设
施综合配套费的60%，由受益或
负责管理的财政部门，拨付承
担片区开发任务的市级投融资

平台、有关部门或单位，专项用
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各项税
收地方留成部分，市区两级财
政五五分成，年底通过体制结
算上缴市财政，由市财政专项
建立偿债准备金，用于归还市
级债务。开发经营收入全额留
归或由负责管理的财政部门拨
付承担片区开发任务的市级投
融资平台、有关部门或单位。城
市片区开发进行招商引资由企
业负责实施的，片区开发收益
管理和使用原则上按该办法规
定执行，具体按照市政府的研
究决定和有关协议办理。

本报泰安3月2日讯
(记者 薛瑞 ) 2日，记
者 从 泰 山 封 禅 大 典 获
悉，《中华泰山·封禅大
典》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2014演出季，将于今年3

月21日在泰山天烛峰封
禅天地剧场盛大首演。

今年演出时间根据
封禅大典演出季内节气
变化情况，调整为两个
时间段，具体时间为：五
月一日之前、十月一日
之后，每晚 7 : 3 0进行演
出；五月一日至十月一
日之间，每晚8:00进行演
出；计划在重大节假日
及七、八月份的周五、周

六，每日演出两场，具体
演出时间以景区提前通
知为准。

在2014年的封禅大
典中，市民可享受“市民
票”福利政策，票价分为
20元、40元两种，购票时
出示本人身份证即可购
买。

据了解，《中华泰
山·封禅大典》实景演出
自 2 0 1 3年 1 1月 9日起停
演，以便赶在霜冻天气
来临前完成设备检测及
维护。演出自2013年3月
2 9日首演至今，累计演
出200余场，观众40余万
人。

本报泰安3月2日讯(记者
曹剑) 2月28日，泰安市交

警支队发布公告，泰明路和明
堂路的限速标准均由60km/h

调整为70km/h。据了解，由于
两条道路路况较好、视野开
阔，限速60km/h导致很多车辆
被抓拍。

2日，记者来到环山路和
泰明路交汇口，站在路中间位
置向南看，视野非常开阔，而
且路上已经安装了中央护栏，
并在过街开口处设置了提醒
标志和斑马线。再向北看，路

上交通设施也比较完善，一直
到艾洼村附近，车速保持在每
小时70公里很轻松。

艾洼村附近村民说，之前
交警五大队在此设立了限速
抓拍摄像头，每天因超速被抓
拍的车辆很多。交警五大队民
警也证实，因为艾洼村附近属
于下坡路段，限速每小时60公
里，每天都有超速车辆，而且
周六、周日每天能抓拍200多
起，绝大多数都是外地车辆。

“我们现在已经按照每小
时70公里来测速了，自从更改

设置后，虽然现在还有超速
的，已经明显减少了。”交警五
大队民警说。

在明堂路，记者站在冯家
庄互通立交桥，向北能看到一
条笔直宽阔马路，路上已经安
装了限速70的标志。车流量相
对较少，虽然个别路口有坑
洼，不影响整体车速。

交警部门工作人员说，
根据当前交通出行需求，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
法律、法规，现对泰明路(含天
烛峰路 )、明堂路等市区周边
部 分 道 路 限 速 标 准 调 整 ：
S 2 4 3省道泰明路 (含天烛峰
路)限速标准由原来的60km/
h调整为70km/h；明堂路限速
标准由原来的60km/h调整为
70km/h。

交警提醒，虽然限速标准
提高了，提醒驾驶员依然要注
意安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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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3月2日讯(记者
侯峰 通讯员 鲍德心)

近日，2014年首届山东省够级
大奖赛落下帷幕，6支代表队
获表彰。泰安市参赛的8支代
表队中有5支进入决赛，并一
举包揽前四名，成为泰安体育
竞赛史上空前盛事。3月14日，
泰山区将在辖内开展社区够
级大赛。

据了解，本次比赛是我省
历年来水平最高、规模最大、赛
制最为规范的够级大赛，是省

够级运动工作委员会挂牌成立
后的首届赛事，全省17个地市
共有60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并首次在够级比赛中引入国际
大赛中通行的桥牌比赛规则，
保证所有参赛选手手持牌型一
致，临战对手一致，非常公平。

据泰山区体育局了解，泰
安代表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
人的战绩，得益于这项运动在
泰安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
础。泰安市去年筹备成立了够
级运动协会，是全省17个地市中

最早的，现有会员100多人，而且
去年就把够级列入第19届全市
全民健身运动会比赛项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泰
安人打够级的一个繁荣期，那
时候喜欢打够级的人，如果听
说哪个地方有高手，一定会想
方设法找到他们约战一场。省
内一时有“东有青岛，西有泰
安”的说法。

现在全省各地的技术水
平越来越接近，竞争越来越
烈，已经演变成了现代够级，

传统强队优势不再，比如青岛
代表队在本次比赛中竟一无
所获。目前，泰安的够级技艺
日臻成熟，形成了“泰安打法”
这一独特风格，自己的一套够
级理论也已成型。够级运动发
源于青岛，后风靡于全省，但
在泰安发扬广大。

据了解，作为2014年泰山
区全民健身运动会的一项重
要活动，社区够级大赛的筹备
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有
望3月14日打响。

本报泰安3月2日讯 (见习记者
胡阳 通讯员 张建美) 2月27

日，泰山区民政局召开2014年城乡
低保摸底核查专题部署会，将对泰
山区城乡低保进行摸底核查，工作
自3月份开始，核查工作历时3个月。

泰山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自3月1日起，对全区城乡低保情况
摸底核查，历时3个月，主要是将符
合城乡条件的困难人群及时纳入低
保范围，确保应保尽保；将不符合低
保条件的低保对象坚决予以清退，
重点是低保对象中有人员领取退休
金、人员去世、子女毕业后新就业等
家庭，人均收入超过低保标准的城
乡低保对象，对拥有汽车、注册公
司、多套房产等大额家庭财产骗取
低保的坚决清退；对农村年人均收
入低于2800元的家庭集中进行一次
摸底调查；对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经
办人员和村(居)民委员会干部近亲
属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备案制度，在
各街道(镇)普遍建立低保工作人员
与村(居)干部近亲属享受低保待遇
关联备案登记，随时掌握低保对象
的家庭情况，一旦不符合低保条件，
坚决予以清退。

据了解，按照相关规定，城区月
人均收入低于420元、农村年人均收
入低于2400元的贫困家庭，可到社
区(村)提出办理低保的申请。

本报泰安3月2日讯(记者 侯峰
通讯员 石兆慧) 2日，记者从泰

山区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新增39名
人民陪审员，将作为泰山区第三批
人民陪审员。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
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倍增’
计划”要求，经过严格程序，共39人
被泰山区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第三批
人民陪审员。加上此前任命的人民
陪审员，泰山区人民法院已有人民
陪审员78名，实现“倍增计划”。

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我国社会
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落实审判公开，促进司法公正等
具有重要意义。人民陪审员依法参
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
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

省够级大奖赛落下帷幕，6支代表队获表彰

泰泰安安代代表表队队包包揽揽够够级级大大赛赛前前四四名名

泰山区法院
又增39名陪审员

核查低保户
不合格将清退

《《封封禅禅大大典典》》2211日日恢恢复复演演出出
“市民票”价格仍为20元、40元两种

交警调整两条路限速标准

泰泰明明路路、、明明堂堂路路限限速速提提至至7700迈迈

本报泰安3月2日讯 (记者 王
世腾 通讯员 张云) 近日，泰安
市公交公司开通北集坡泉上村至政
务大厅42路公交线路。一辆辆公交
车从村里经过镇上到高新开发区，
有固定线路和运行时间，方便当地
百姓。

2日，在高新区蒙牛乳业厂前，
市民关先生坐42路车回家。“以前上
班骑电动车要40多分钟，现在42路
公交车开到村头，出门就坐公交去
上班，即省时又不冷还省钱。”家住
北集坡泉上村的关先生说。

“我家住在御景龙城，家门口看
到新开通的公交车到村里，周末在
家没事就到北集坡转转。”

据了解，为解决老百姓“出行
难”的问题，市公交公司2月26日开
通北集坡泉上村至政务大厅42路公
交线路，解决周边百姓出行难问题。

“公交到村不仅老百姓进城方便了，
城里的市民到乡村也便利了。”泰安
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说，下一步，他
们将为市民提供便利的出行环境和
优质的服务标准，更好地方便老百
姓乘车。

出村坐42路
进城省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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