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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年年咋咋立立法法，，请请您您来来拉拉拉拉
烟台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建议，限于城建、环保、文保等方面

孟凡利会见

宝钢集团客人
本报8月26日讯 8月26日上

午，市委书记孟凡利在东山宾馆
会见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
委、总经理陈德荣一行。市领导李
树军、于松柏参加会见。

孟凡利说，宝钢集团是大型央
企，实力雄厚、知名度高，多年来双
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希
望宝钢集团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加
大在烟投资力度，开展更加广泛务
实的合作，为烟台经济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注入新动力。我们将一如既
往地加大对宝钢在烟企业的支持力
度，积极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努力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更多便
利、营造良好环境。

(本报记者)

全省政法干警

先进事迹报告会

在烟台举行
本报8月26日讯 26日上午，

全省政法干警先进事迹巡回报告
会在烟台市举行。市委副书记王
继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程德
智，副市长宋卫宁出席报告会。

程德智在会见报告团一行时
指出，报告团各位成员都是新时
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
的群众路线的优秀代表，是全市
广大政法干警学习的榜样。各级
政法机关要迅速掀起学习先进、
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潮，深入
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忠诚使命的
政治品格，践行宗旨、执法为民的
公仆情怀，爱岗敬业、勇于担当的
进取精神，严格自律、清正廉明的
高尚情操，做党和人民可以信赖
的忠诚卫士，切实肩负起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
的责任。

（本报记者）

2014外贸百强

烟台列第24名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王永军)

记者从烟台海关了解到，近日，中国
海关公布了“2014年中国外贸百强
城市”名单，烟台市以全国第24名入
围，在山东省内排名第二，这已经是
烟台第六次入围该榜单。

此次，山东省共有10个城市入
围，其中青岛排名全国第14，领跑
山东各市，位居烟台之后的省内
城市有日照、济南、威海、东营、聊
城、潍坊、临沂、淄博。2014年烟台
市外贸进出口3240 . 7亿元，与2013

年相比增长6 . 7%。
据了解，这已经是烟台第6次

入围该榜单。2012年和2013年，烟
台均位居榜单第22位。

烟台公示

160名师德标兵
本报8月26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26日，烟台市教育局公布2015

年度“烟台市师德标兵”公示名
单，全市160名教师获得今年的“师
德标兵”称号。

据悉，在全市教育系统各学校
及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的基础上，市
教育局拟确定王芳等160名教师为
烟台市师德标兵表彰对象，为增加
工作的透明度，接受监督，现将拟表
彰人员予以公示(公示网站http://
www.ytedu.cn/cnet/dynamic/presenta-
tion/net_1/index.jsp)。

如有不同意见或需要反映问
题，请于9月1日前向烟台市教育局
反映。反映问题应实事求是，电话
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电话：
2118667、2101861

在《立法法》修订之前，
立法权仅限于较大的市，较
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区的人
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
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
准的较大的市。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当时全国设区的
市共有2 8 2个，有地方立法权
的较大的市仅有49个，包括27

个省会市、18个经国务院批准
的较大的市以及4个经济特区
所在地的市。

而修订之后，将立法权
扩大到“其他设区的市”，烟
台由此跻身其中。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出于城市管理、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需求，

许多城市都想争取获批为较
大的市。“这是立法法修改的
一大亮点，意味着所有设区
的市不需要争取较大的市的
资格，就直接获得了地方立
法权。”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
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马怀德评价说。

据成都商报

较大的市不再

独享地方立法权

看看，，这这就就是是7700年年前前的的烟烟台台
红色文化展下月启动，带你穿越硝烟重温历史

红色文献展将于9月1日
至6日在烟台美术博物馆举
办，内容丰富，珍品首现，堪
称近年来烟台红色文献展览
展品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

据了解，在“胶东红色
文献”图文展上，届时著名
的革命历史文献收藏家、中
国新闻史学会会员、中国近
现代史料学会会员滕长富
先生及同好文华先生将展
现其几十年的文献藏品收
藏。

比如1929年10月16日出
版的《胶东新闻》报，这份报
纸是目前发现仅存的半张
报，虽然仅仅是半张，但却丝
毫不影响其本身蕴涵的文献

价值和巨大意义，因为这是
烟台历史上我党创办的第一
张报纸。

据了解，“胶东红色文
献”图文展将展示革命战争
年代在胶东地区出版发行的
文献史料，其中书籍、报纸、
期刊、档案共计122种，230余
件。其中有些展品是孤品，属
国家级文物范畴。

此外，在一楼报告厅放
映“胶东红色文化”影片，让
观众更加深刻地了解“胶东
红色文化”的历史。《穿过硝
烟的记忆》编辑画册，滕长富
先生还将现场捐赠珍贵红色
藏品给美术博物馆，作为纪
念。

文献>> 首张“党报”《胶东新闻》

红色胶东美术作品展将
于9月2日至7日在烟台画院陈
列馆举办，荟萃了全市美术
创作者的最新佳作。

展出征集到国画75件、油
画14件，表现年代从1919年大
革命时期至1949年解放长山
岛战役，既包括许世友、任常

伦、夏侯苏民等著名英雄人
物，也有天福山抗日武装起
义、雷神庙战斗、海阳地雷战
等胶东抗战重大历史事件，
生动表现了胶东军民为中国
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付出的巨大牺牲，以此铭记
历史，感召后人。

美术>> 从许世友到夏侯苏民

现代京剧《烟台解放》将
于9月6日在烟台大剧院首演。
这是烟台市京剧院20年来首
次排演新编现代戏，宏观地
展现了70年前侵占烟台的日
寇拒降，胶东八路军在党的
领导下智歼顽敌，解放烟台
的惊心动魄的事件。歌颂了
身为管带夫人张奶奶一家继
承忠贞报国的家训，为烟台
解放甘于奉献牺牲的感人事

迹，塑造了张慧兰、许司令、
张奶奶、张慧娇、钟翻译、岗
村等若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
象。揭示了烟台在中国近代
史上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独
特地位。

希望广大市民与家人朋
友届时前往烟台美术博物
馆，品味纪念抗战胜利暨烟
台解放70周年红色文化，缅怀
历史。

京剧>>《烟台解放》重塑先烈形象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柳斌)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
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为
开展好烟台市的立法工作，全市就
制定《烟台市2016年立法计划》，向
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建议。

据了解，市内各级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均
可以提出立法项目建议。

立法项目建议限于城乡建设
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
等方面的事项。

立法项目建议应当写明项目
的名城、规范的主要内容以及立法
的必要性、可行性等内容。有条件
的还可以提供法规草案文本和相
关资料。

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提出
的地方性法规建议项目，分别报市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市
政府法制办公室；其他单位组织和
公民提出的地方性法规建议项目，
报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市政府规章建议项目，报市政府法
制办公室。

征集立法项目建议的时间截
止到2015年9月30日。

立法项目建议可以通过信件、
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寄送，并注
明建议人姓名(名称)及联系方式。

2016年的地方立法工作，以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立足烟
台实际，突出地方特色，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为促进烟台市科学发
展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本报8月26日讯(通讯员
阎婷 于竞飞 记者 赵

金阳 ) 记者日前从海阳获
悉，9月3日至5日，凡是在威
青高速公路海阳服务区休息
的老红军、老八路、战斗英
雄、革命伤残人士、全国劳
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均可享受免费就餐和住宿服
务。

“凡符合条件的旅客，只
需向高速工作人员出示证件
即可。”威青高速公路烟台管
理处海阳服务区主任车延祥
介绍说，为了表达对革命前
辈的敬意，告诫人们铭记历
史、珍爱和平，海阳服务区决

定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推出针
对老红军、老八路等特殊旅
客的特别优惠活动。

据了解，由于9月初恰逢
暑期返程高峰，届时，高速通
行的车辆将比平时有所增加。
为保障市民安全通行，管理处
将开足车道，全员上岗，确保
收费车道安全畅通。同时，加
强路面保洁，对各重点路段、
路口不间断巡查，对沿线受损
的设施加大维修力度，确保破
损隔离网、护栏板等及时得到
维修，保障通行秩序和路域环
境。此外，为更好地服务过往
旅客，该服务区还实现了无线
网络全覆盖。

老老红红军军99月月33日日--55日日

路路过过这这儿儿免免费费吃吃住住

本报记者 蒋大伟 实习生 张鹏会

9月1日至7日，烟台市将举办纪念抗战胜利暨烟台解
放7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穿过硝烟的记忆——— 纪念抗战
胜利暨烟台解放70周年红色文献展，纪念抗战胜利七十
周年——— 红色胶东美术作品展和现代京剧《烟台解放》首
演精彩内容将和市民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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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议找他们

多知道点儿

《胶东新闻》是我党在烟台办的第一张报纸。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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