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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抢眼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李超 通
讯员 巨荣俊) 市十四届人大三次
会议期间，李学峰等12名代表提出了
第43号“关于促进我市金融业发展的
议案”，邵翠云等14名代表提出了第31

号“关于整肃民间借贷市场的议案”。
在针对上述建议的办理意见中，市人
大财经委建议鼓励发展村镇银行、社
区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
构，满足基层群众金融需求。

财经委建议，应尽快制定全市
金融业发展规划，从完善金融体系、
推动金融业务创新、优化金融机构
布局、规划金融商务区建设等方面
作出统一规划，指导我市金融业发
展。建议成立市金融改革发展领导
小组，负责全市金融业发展规划制
定、改革谋划、发展实施、重大问题
解决、工作指导。

还应该积极推进地方金融改革
创新，鼓励发展村镇银行、社区银
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满
足基层群众金融需求。规范发展小
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民间
资本管理公司，发挥好民间融资登
记服务中心的作用，积极引导民间
融资规范健康发展。

市人大财经委：

建议鼓励发展
村镇、社区银行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巨荣俊 ) 市十四届人大
三次会议期间，26名人大代表在两
个议案中提出了治理环境污染的问
题。2月28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上，市人大城环委提
出办理意见，并通过了常委会的审
议，下一步淄博将强化环保、公安联
动执法，加大对区县和部门的考核
问责和奖惩力度。

城环委提出要严格把好源头防
控，严格实行“环保一票否决”。严格
控制新建增加燃煤量的项目，力争
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加强机
动车污染控制。实施国家第Ⅳ阶段
机动车排放标准，严格外地转入车
辆监管。

还将完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
制，强化环保、公安联动执法；逐步
探索建立公平公正、积极有效的生
态补偿机制；加大对区县和部门的
考核问责和奖惩力度，实行严格的
考核办法，按照考评结果实施挂牌
督办和约谈、区域限批、一票否决、
区域间生态补偿和表彰奖励等奖惩
措施。

市人大城环委：

强化环保、公安
联动执法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王斌 高丽 ) 记者从

市卫生局获悉，《2014年淄博市结核
病防治工作计划》近日印发，要求完
善新型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建设 ,

理顺和完善工作机制 , 确保服务
体系高质量运行。

据计划要求，今年全市要发现
并规范治疗管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1550例以上，同时继续加强实验室
检测网络建设，提升各级结核病实
验室人员的业务能力，规范开展痰
培养和药敏检测工作；耐多药结核
病定点救治医院规范开展耐多药患
者的治疗和管理工作，结核病防治
工作“五率”达国家、省要求以上；对
学校、监狱等重点场所，流动人口、
结核病/艾滋病双重感染等重点人
群开展有效的宣传和防治工作；继
续保持100%的区县使用固定剂量复
合制剂。

结核病防治计划印发：

今年发现并治疗
1550例以上患者

淄博工商注册改革出台细则，营业执照从15种简化到8种

网网上上办办理理营营业业执执照照成成为为现现实实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张

汝树 通讯员 徐海峰) “公
司注册不再限制首次出资比
例、期限等，即通常所说的理
论上一元钱即可办公司。”2月
28日，市工商局出台工商注册
改革细则，除了放宽公司注册
资金登记条件，申请人还可以
通过网上办理营业执照。

细则改革了注册资本登
记制度，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

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除法律、
法规和国务院确定的27类企
业仍实行注册资本实缴制外，
其他公司实行注册资本认缴
制。

细则还放宽了注册资本
登记条件，除法律、法规对特
定行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
有规定外，取消有限公司最低
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公
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

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
元的限制；并不再限制首次出
资比例、期限等。即通常所说
的理论上“一元钱即可办公
司”。

“营业执照由原来的 1 5

种简化为8种，推行电子营业
执 照 和 全 程 电 子 化 登 记 管
理，申请人足不出户即可实
现营业执照网上申请、网上
受理、网上审核、网上公示、

网上发照，提高企业登记管
理的信息化、便利化、规范化
水平。”市工商局副局长吕丕
军介绍说，从去年开始，市工
商局就开始了网上登记，但
目前之差最后的网上发照一
项，因为营业执照还需要申
请人去工商局进行领取，网
上执照的效力等详细办理情
况，要等国家出台规定进行
认可。

1100名名车车主主仅仅11人人安安装装儿儿童童座座椅椅
不少家长忽视儿童乘车安全，淄博暂无法规要求须强制安装

本报3月2日讯(见习记者
张童 通讯员 杨丽) 3月

1日起，上海儿童安全座椅入
法，正式以立法形式保障儿童
乘车安全。记者今天针对淄博
市儿童安全座椅情况进行了
调查，随机采访的 1 0名车主
中，只有一位在私家车上安装
了安全座椅。

“我家孩子今年4岁，但我
家车上一直没安装儿童安全
座椅，孩子的奶奶说抱着孩子
更安全。”家住张店的谭先生
告诉记者。他说以前也曾想在
车上安装安全座椅，但被孩子
的奶奶拦了下来，说是安装上
儿童安全座椅很不方便。

家住周村的苏先生也告
诉记者，早晚接送女儿上下学
时，都是让女儿坐在后排，因
为在市区行车比较慢也未出
现过危险。“现在安装这种座
椅的市民几乎没有，我身边的
很多家长都没有安装，而且连
这种意识也没有。”苏先生说。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10个
人中，仅有张店的孙女士在私
家车安装了安全座椅，“孩子
很小的时候我就安上了，以前
从电视上看到说是儿童安全
座椅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
保护孩子，以防万一，图个安
心。”孙女士说。

“不安装儿童安全座椅肯
定存在隐患，安全带的规格，
大人和小孩是不一样的。所

以，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是对孩
子最好的保护方式。”张店交
警大队宣传科科长杨丽说。

据介绍，儿童安全座椅是
一种针对儿童特殊体型设计
的座椅，正确使用能有效降低
事故中儿童的伤亡率。“很多
家长都是用抱着孩子来代替
安全座椅，这样非常不安全，
比如遇到急刹车时，很容易把
孩子甩出去，造成的后果不堪
设想”。杨丽说。

而在之前，张店区交警部
门在交通安全宣传中，多次宣
传过儿童安全座椅的问题。但
是安全座椅何时以制度的形
式在淄博强制实施，还要等待
上级部门的立法。

据悉，在国外部分发达
国家，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
超过90%，而从《2013年中国
儿 童 安 全 座 椅 年 终 调 查 报
告》显示，全国范围内儿童安
全 座 椅 的 使 用 率 只 有 近 一

成。从这组数据不难看出，我
国儿童安全座椅的安装将亟
待提高。

有关专家呼吁，在中国
汽车市场迅速发展的现在，
交通安全问题却远远滞后于
汽车的增速，尤其是儿童的
乘车安全形势不容忽视。中
国家长多数存在侥幸心理，
要解决中国家庭儿童乘车安
全意识薄弱的问题，立法强
制才是根本举措。

上海市立法规定，3月1日起，未满4周岁的孩子乘坐私家车，应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之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决定自今年3月

1日起，未满12周岁的孩子不能被安排坐在副驾驶座位，未满4周岁的孩子乘坐私家车，应该配备并
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上海儿童安全座椅入法，让最有效保护儿童乘车安全的方式以立法形式，成为这座城市的文明
符号。同时也释放出一个有利信号，即全国性的儿童安全座椅立法将有可能成为现实。

上海：

未满4周岁儿童

乘车应用安全座椅

很多有孩子的私家车主都没有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相关链接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张
汝树 通讯员 吕迅 陆冰)

3月2日，在“中国青年志愿
者服务日”来临之际，团市委、
市志愿者联合会组织医疗、消
防、卫生、金融等系统的近20支
志愿者队伍的200余名志愿者
走进张店区和平社区，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这标志着“青春志
愿行·共筑中国梦”学雷锋志
愿服务主题活动正式启动。

据了解，活动将组织淄博
青年志愿者重点围绕志愿服
务进农村、进社区、进福利机
构，开展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
服务行动，“美丽淄博”环保志
愿者行动、“平安行·你我他”

交通志愿者行动和青年志愿
者助残“阳光行动”五大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开展扶弱
助残、信息咨询、生活料理、结
对帮扶、文明出行、保护环境
等志愿服务，带动青少年弘扬
雷锋精神，提升广大青年的道
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3月5日，团市委将在全市
启动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
动”。行动启动后，淄博各级团
组织将组织青年志愿者到社
区、残疾人康复中心、特殊教
育学校等开展心理辅导、知识
普及、爱心捐助等志愿服务活
动，让残疾人切身感受到志愿
者的爱心和社会的温暖。

淄淄博博将将启启动动助助残残““阳阳光光行行动动””
残疾人今年可享心理辅导、爱心捐助等志愿服务

2日上午，青年志愿者在社区慰问老人。 本报通讯员 陆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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