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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山山区区自自查查清清理理权权力力清清单单
53个部门已开始自查，权力清单明年3月前公布

取消7项审批

社团成立变简单

“其实行政审批和我们的
生活、工作密切相关，以民政部
门为例，目前已经取消了4项行
政许可。”泰山区编办工作人员
介绍，4项取消的行政许可是法
律规定自批准之日起即具有法
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及其设立分
支机构、代表机构备案，全市性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据介绍，目前社会团体成
立登记必须经过民政部门的行
政审批，审批条件上要符合法
定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社
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等6项条
件，申请材料上要提供申请书、
章程、社会团体法人登记申请
表等7种审批材料。而审批流程
也较为复杂，仅从申请、受理、

审核、审批最长就需要15个工
作日，此后还要现场勘验、公告
等程序。

“尽管泰山区承诺审批的
时限是15个工作日，但是按照
法定时限90日以内办理完都是
可以的。”工作人员说，随着社
会团体成立登记的相关审批事
项的取消，社会团体的成立设
立的“门槛”大大降低，带来极
大的便利。

53个部门将放权

正清理自查

从今年8月份开始，泰山区
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建立政
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泰山区对区级行政
审批事项摸底清理工作也开始

全面铺开。根据任务要求，区政
府工作部门、列入党委工作机
构序列但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
部门、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
位和其他行使行政权力的单位
均被被纳入清理范围，“全区53
个部门，将按照法无授权不可
违、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
要求，积极进行清理。”泰山区
编办刘文强主任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泰山区
区级行政审批事项保留174项，
其中行政许可事项172项，非行
政审批事项2项。而取消的行政
审批项目则正在进行统计中，
有望在近日公布。

根据统一部署要求，建立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分3个阶段
进行，已经完成的是清理自查
阶段，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集中

审核阶段，而到2015年1月至
2015年3月则是公布运行阶段。
2015年3月底前，区政府公布区
级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和运行流
程，并在区政府门户网站、机构
编制部门网站、各有关部门网
站上公开。根据要求，除涉及国
家秘密及依法不予公开的外，
应当完整、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每项行政权力的基本信息，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

收费、审批合理不

请您发表意见

“现在我们正在征求意见
阶段，正在向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法制局、司法局等征求意
见，下一步还会向广大市民征
求意见。”刘文强说。

记者了解到，接到泰山区
编办的通知后，12月3日至12月
8日，泰山区区委党校组织四名
骨干教师对泰山区区级行政审
批事项目录征求意见稿进行了
审阅，并提出了3项反馈意见，
分别是：区公安分局的收费项
目虽真实合法，但收费偏高，有
一定盈利性质。区安监局部分
事项，涉及安全生产，法定审批
时限为25天或30天，承诺时限
为5天或7天明显偏少，建议承
诺时限为10天、15天更合理；区
食药监部分事项承诺时限变为
10天更合理。地税局收取的房
屋租赁税，税率过高，且仅针对
正式单位，对于个人或私营没
有强制作用。

本报泰安12月9日讯(记者
路伟 ) 9日，省环保厅公布

11月份大气环境质量，泰安收
获10个蓝天，全省排名第9位。
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天。
PM2 . 5、PM10、二氧化氮、二
氧化硫均呈现出改善趋势。

从省环保厅官方网站获
悉，今年11月份，“蓝天白云，繁
星闪烁”天数平均12 . 6天，同
比减少了1 . 5天，而泰安只有
10天可见“蓝天”，和去年同期
相比减少了4天。

全省细颗粒物(PM2 . 5)平
均浓度为100μg/m3，同比恶化
3 . 1%，泰安PM2 . 5浓度为98μg
/m3，全省排名第6位，同比改
善 1 3 % 左右。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平均浓度为160μg/m3,
同比改善4 . 8%，泰安PM10
的浓度为160μg/m3，全省排名
第6位，同比改善10%左右。

二氧化硫(SO2)平均浓度
为63μg/m3,同比改善27 . 6%，
泰安的二氧化硫的浓度不到60
μg/m3，全省排名第7，同比改
善28%。二氧化氮(NO2)平均
浓度为5 9μg /m 3，同比改善
1 . 7%，泰安二氧化氮浓度为60
μg/m3，同比改善10%左右。

近日，大风天气过后，泰城
的空气质量有所下降。连续三
天城市能见度均在10千米以
下。9日晚上7点左右，记者在省
环保厅官方网站看到，泰安7个
空气质量监测点中有4个为轻
度污染，2个为中度污染，1个为
重度污染信通科技监测点，首
要污染物均为PM2 . 5。

上月十天见蓝天
同比去年少四天

本报泰安12月9日讯(记者
路伟) 11日(本周四)，本报

健康专刊“空中诊室”栏目将继
续开诊，9:30-11:00，泰山医学
院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
师袁慧博士，就市民关心的冬
季脑血管疾病等问题进行解
答。

冬季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
季节，冬季血压忽高忽低容易
导致脑动脉硬化患者发生脑出
血。而脑血管疾病患者严重的
可能会危及生命，因此大家要
高度重视。

本期“空中诊室”栏目中，
袁慧博士将与广大读者探讨脑
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时间：12
月11日上午9:30-11:00，读者
可拨打健康热线18653887225，
与专家进行直接交流，也可提
前 发 送 问 题 至 栏 目 邮 箱
jinritaishan2013@163 .com。

神经内科专家
做客空中诊室

本报泰安12月9日讯(记
者 侯峰 实习生 孙聪
慧 ) 9日，陈照顺老人的儿
子及儿媳得知“红衣女孩”的
学校和姓名之后，亲自来到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感谢“红
衣女孩”周艺。

“公公被救助那天，因为
年龄大又生病，对当时情况
记得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并
不知道有位‘红衣女孩’帮忙
擦拭。看到第一篇报道后，我
们本想在公交车站牌那张贴
个寻人启事寻找她。”陈照顺
的儿子陈吉林说，父母让他
们一定找到她，当面致谢。

9日下午四点，刘玉和丈
夫陈吉林在泰山护理职业学
院门口等待周艺放学，下午4
点半下课后，看到周艺向自
己走来，刘玉快步上前，紧紧
握住周艺的手，“真是太感谢
你了，我公公真幸运，能遇到
你这么好心的人，要不是有

你专业的护理，还不知道发
生什么情况，时间太紧，我们
来不及做锦旗，就给你写了
封感谢信，带了点水果给
你。”

“我本身也是学护理的，
知道这方面的知识，这些事
都是应该的，如果以后遇到
这种情况，无论是谁，我都会
这么做的。”周艺则说，希望
两人给陈照顺老人捎个好，
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

“我们还要感谢当时两
次停车的孙允峰师傅，和当
时所有关心帮助公公的乘
客们，没有大家的帮忙，真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陈吉林说，以前也不知道自
己在危难面前能否挺身而
出，“现在，周艺还有6路车
上所有乘客给我们做了榜
样，我们以后也会更加积极
做好事，用这种方式来答谢
大家。”

守守在在红红衣衣女女孩孩校校门门口口
老老人人家家人人当当面面致致谢谢

本报泰安12月9日讯(记者
杨思华) 9日，记者从安监局

获悉，全市烟花爆竹百日安全
整治行动10日正式启动，整治
范围包括各烟花爆竹批发经营
企业和零售经营业户。

泰安市安监局工作人员
介绍，此次安全整治行动对烟
花爆竹批发企业和零售单位
做出了严格的安全要求。严禁

批发企业采购、销售非法和假
冒、伪劣、超标、含氯酸钾的烟
花爆竹产品，严禁超量存放、
超范围经营、擅自改变经营地
点和在库房内拆箱分装，各类
烟花爆竹产品还要严格按照
规定分级分类分库存放，并一
律张贴标识码，并将产品信息
录入烟花爆竹流向登记管理
信息系统。

春节期间实行专店销售，
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得小于10
平方米，做到一证一点，配足
配齐消防器材和警示标识，严
禁超量存放，严禁销售违禁产
品，其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
他烟花爆竹零售点，并与学
校、幼儿园、医院等人员密集
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
品生产、储存设施保持100米

以上的安全距离，严禁集中、
连片和走街串巷违规销售烟
花爆竹。

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安全
整治行动将分三个阶段进行，
自今日起至2015年3月20日完
成。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烟
花爆竹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并
严格审查核发烟花爆竹零售许
可证。

全市烟花爆竹百日整治今启动

卖卖爆爆竹竹连连成成片片？？安安监监局局说说不不行行

陈照顺的儿子儿媳到学校感谢周艺。 实习生 孙聪慧 摄

9日，记者从泰山区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了解到，泰山区将建立政
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取
消和承接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2015年3月底前，泰
山区政府将向社会公布
区级政府行政权力清单
和运行流程。

本报记者 侯峰

实习生 孙聪慧

未来泰山区将承接和取消一批行政审批。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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