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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今年将更好发挥立法引领推动作用

加快促进民营经济、大数据等立法

2月4日上午，在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
会议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晓明作省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报告提出，今年要更好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
用，紧紧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加快制定或修订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大数据发展应用、乡村振兴，加强志愿
服务、老年教育、节约用水、生活垃圾管理等方面的法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杨璐 张泰来 杜亚慧

立 法 质 效 高 ，多 个
全国第一部
“虽有疫情影响，去年常委会
工作卓有成效、成绩喜人。”省人
大代表、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委员王德勇接受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采访时说。
去年，省人大常委会共制定
地方性法规、决定18件，修改法规
19件，批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
决定46件。
“立法工作亮点纷呈，好几个
全国第一部。”王德勇说。比如，去
年2月启动、11月推出《山东省突
发事件应急保障条例》，从疫情期
间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入手，由公
共卫生事件扩展到自然灾害、事
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等多个领
域，是全国第一部突发事件应急
2020年9
保障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月审议通过的《山东省公共法律
服务条例》，是全国首部以公共法
律服务为主题的省级专项法规。
2020年11月审议通过《山东省红
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是全国第
一部全面规范红色遗存保护、弘
扬革命精神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城乡建
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邵
莉接受采访时表示，去年的立法
工作突出疫情防控、深化改革、营
商环境、法治建设、文化传承、社
会治理6个重点领域，及时出台或
审议相关规定、办法、条例，并开

展执法检查。比如，在疫情暴发之
际及时出台一个决定、一个办法、
两个条例；提前准备、快速出台了
自贸区条例；出台的人才发展条
例备受关注等等，都呼应了我省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点 、难 点 、热
点、特点。
报告指出，今年要更好发挥
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紧紧抓住
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加快制
定或修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大
数据发展应用、乡村振兴，加强志
愿服务、老年教育、节约用水、生
活垃圾管理等方面的法规，积极
推进黄河三角洲、南四湖、东平湖
生态保护等专项立法，注重运用
系统观念增强制度设计的前瞻
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围绕安全生产等事
项专题询问
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基本职权。
针对去年的监督工作，邵莉表示，
省人大常委会突出经济高质量发
展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社 会 事 业 改
善、预算和国有资产管理、法治建
设5个重点方面，审议、审查“十四
五”规划等相关规划法规、专项报
告 ，开 展 营 商 环 境 、生 态 环 境 保
护、安全生产等重点难点领域的
监督、执法检查、考核、专题询问，
听取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
开展一系列专题调研等。
“比如，我所在的城乡建设和
与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近几年
生态环保督察检查、基础设施建
设立法等方面的工作任务较为繁

重，去年重点开展土壤污染防治、
黑臭水体治理等执法检查、生态
环境保护考核、环保督察整改检
查等，审议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与保护条例、铁路安全条例等地
方性法规，开展了自然保护区建
设管理、港口一体化改革等专题
调研。”邵莉说。
去年，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审
议专项工作报告20 项，开展执法
检查6次、专题询问3次、专题调研
9 次，作出决议、决定4项，对接收
报备的99件规范性文件全部进行
了备案审查。
今年的人大监督工作也列出
了详细“计划表”。报告提出，要健
全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
听取审议科技、国有自然资源管
理和民事审判、检察机关适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等专项工作报
告，围绕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就
业促进等各方面高度关注的事
项，综合运用听取审议专项报告、
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等监督
方式，扎实做好监督“后半篇”文
章。继续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制度和能力建设，做到“有件必
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

推动高质量代表建
议转化为制度举措
去年在代表工作上，注重发
挥代表主体地位，健全代表工作
机制，省、市、区三级人大上下联
动、协同工作，畅通了代表履职的
渠道，提高了代表履职的时效性。
比如，支持和推动各地建成7572
个代表联系群众实体平台，基本
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
去年，省人大常委会加大代
表议案审议和建议督办力度。其
中，关于医保资金使用管理、利用
资本市场助推新旧动能转换、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等58件重点督办
的代表建议，由常委会各位副主
任牵头督办，省政府多位副省长
领衔办理，省有关部门出台并落
实建立医保基金预付制度，设立
金融创新资金，开展农村生活污
水专项治理等政策措施，推动代
表建议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的成果。
报告指出，今年要健全代表
反映群众意见和诉求的处理反馈
机制。推动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
规范化常态化运行，服务保障代
表进一步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优
化调整履职网络平台和移动“履
职通”，加强对代表意见建议的深
度分析和有效运用，推动有价值、
高质量的建议转化为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的制度举措。

省政协委员陈思斌：

同步谋划周边区县轨道交通
打造济南“轨上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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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
思斌2月4日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时表示，济
南在加快轨道交通二期建设的同时，同步探索实施至周
边区县中运量轨道交通建设，加快推动建设都市圈、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的市域铁路建设。
在济南近期发布的2021年度市级重点项目安排中，
济南轨
6号线工程、
3号线二期工
道交通二期规划中的4号线一期工程、
程均位列其中。
“我们实施二期建设规划的同时，
同步探索实
施至周边区县中运量轨道交通建设，
加快推动建设都市圈、
城
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市域铁路建设。
”
陈思斌介绍，
为尽快满足
莱芜、
钢城、
平阴、
济阳、
商河等周边区县融入中心城区发展，
在城市群加快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
积极研究通过城际铁
路、
市域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
中运量轨道交通的高效衔接，
“四网融合”
优势互补，
建立起多制式、
多层次、
全面覆盖的轨
道交通网络体系，
满足不同地区多样化的交通需求。

省政协委员张法水：

从根上遏制假冒信息注册公司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杨璐
近年来，
各地发生多起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公司的案
件。
省政协委员、
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法水提交了一份
关于
“根源治理冒用他人身份注册公司行为的建议”
的提案。
张法水建议尽快进行根源治理，
堵塞制度漏洞。
要严把市
场主体注册关，
“公司注册或变更登记时，
对于自然人股东和
法定代表人的登记、
变更必须要求本人到场，
而不能仅凭身份
证由他人代理，
要结合使用人脸识别等先进技术手段，
防止冒
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公司的行为，
把好第一道关。
”
此外，
行政审判要力争查清相关违法行为主体，
如果经审
理查实存在虚假公司注册登记，
应将相关情况通过司法建议
书等形式，
告知公安机关进行相应的法律处置。
公安机关要深
挖违法犯罪行为，
建议对冒用身份背后可能存在的洗钱、
虚开
发票、
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侦办。

省人大代表徐姗：

建议健全“容错”机制
企业轻微违法违规慎用关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杨璐
今年的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十四五”
时期，
持续推
进
“放管服”
改革，
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
便利化。
省人
大代表、
曹县县委党校高级讲师徐姗建议，
政府进一步主动作
为，
健全
“容错”
机制，
在没有重大安全隐患前提下，
对产业链、
供应链上的龙头企业或关键零部件重要生产企业出现的轻微
违法行为，
慎用关停措施。
“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建设不仅要求有法可依，
更要求行政
要妥、
用法需准、
执法必严。
”
徐姗建议进一步完善企业信息公
示制度，
在建立
“黑名单”
的同时，
落实
“红名单”
认定标准，
对因
未按时进行工商年报或税务申报导致信息公示显示
“经营异
常”
的企业，
纠正或补充申报后，
及时消除问题痕迹；
健全全省
统一收费清单，
进一步解决收费项目杂、
不透明等问题，
精准
做好对各类企业的减税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