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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2019年，济西市场

二期已不再“一铺难求”。据总经

理潘虎介绍，不少业户不再续租，

原因还是济南的限迁政策。“目前

山东全省，只有济南实际实施二手

车限迁政策。其他地市虽有限制，

但多是卡‘国三’以下车型的年

限，对占市场主流的‘国四’‘国

五’车型没有限制。”

那么，济西市场的业户都外流

去了哪里？

不少现驻业户在与经济导报记

者交流时，纷纷提到了临沂和青

岛。就连精通本地业务的尊悦，也

考虑将分公司扩展到这两个城市。

“主要因为这俩地方二手车行业发

展很快，消费者认可二手车，如今

青岛更是成为了二手车出口试点城

市。”左传亮解释。

“临沂、青岛人口本就和济南

不相上下，地利也是各有千秋。尤

其是临沂，背靠江苏省，兰田、远

通两个几百亩级别的二手车交易市

场也有赶超济西的趋势。”经过数

次考察，潘虎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济南还在实施限行政策的时

候，临沂和青岛已经将‘绕过’济

南的二手车交易业务，以及从事跨

地区业务的二手车商，吸引到他们

那边去了。”

左传亮认为，如果济南二手车

行业持续“失血”，影响的将不仅

是行业本身，还可能波及新车的销

售：“二手车行业与新车销售密切

相关。我们公司就与各大汽车经销

商建立了业务联系，既负责处理他

们‘换购’的二手车，也扮演了将

顾客‘导流’到4S店的角色。如果

未来同行大批撤离济南，济南的新

车销售很难不受影响。”

建议实施过渡政策

如今，省政府上述《意见》提

出全面取消限迁，因此不难想见，

济南的二手车跨地区业务将回暖，

尾气堪忧的“千元车”也将淡出济

南，济南二手车交易“区域中心”

的地位将继续稳固。

不过，据潘虎了解，目前济西

市场业户的看法并不十分乐观。原

来，去年4月份济南叫停了机动车

迁入的“初登5年”和“国四以

上”等要求，相当于实际取消了限

迁政策，市场一下活跃起来。据统

计，当年4月至8月期间，外地车转

入济南的二手车超过了1万辆。但

后来政策还是出现了反复，所以

《意见》印发后，业户们还是感觉

心里没底。

那么，为何要“执着”于限迁

政策呢？

据了解，二手车限迁政策始于

2008年奥运前夕的北京，随后，上

海、天津、山东、广东等省市也纷

纷跟进。截至2016年3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

易的若干意见》时，全国有约95%

的地级市对二手车交易实施了限迁

政策。即便是旨在促进二手车交

易、取消限迁政策的《关于促进二

手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也将

国家明确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

域，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排

除在外。

潘虎表示，目前济南对外地车

的政策是“限迁不限行”，“外地牌

号的车，只要不是‘黄标’，‘国三’

‘国四’的都能正常行驶。”

另一方面，限迁使得济南二手

车行业进一步封闭，本地尾气堪忧

的“国三”车、“千元车”因为价

高流通不出去，反而间接加重了空

气污染，“所以我认为，取消限迁

政策不仅能繁荣产业、改善济南营

商环境，对大气污染的治理也是有

很大好处的。”潘虎表示。

“当然，政策也不应该贸然放

开，我建议先恢复‘国四初登年

限’的要求，以及‘国五’‘国六’不限

迁的政策，严把‘入口’的同时，促

进市场流通。然后再根据实际情

况，逐步取消限迁。”潘虎说。

而在左传亮眼中，青岛试点二

手车出口是个不容错过的机会，出

口也是“千元车”最好的归宿，

“可以以解除省内二手车限迁政策

作为过渡，先让全省的二手车流通

起来。”

济南二手车交易“踩油门”

◆导报记者 韩祖亦 济南报道

12日，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下

发《关于抓紧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的通

知》(下称《通知》)，山东下一步将

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抓紧开展水毁工

程修复、农田排涝和生产自救、道路抢

护修复等，妥善安置转移群众生活。

经济导报记者获悉，8月12日10

时，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中心位

于山东省潍坊市北部近海海面上，预

计“利奇马”将在山东半岛北部到莱

州湾附近回旋，然后转向北偏东方向

移动，对山东省影响逐渐减弱。

基于此，当前山东省防汛工作重

点，已由台风防御，转为台风和强降

雨后的抢险救灾。

全力展开失联人员搜救工作

根据目前工作重点，山东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在《通知》中要求，要采

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动员一切可以动

员的力量，全力展开失联人员搜救工

作，有关搜救进展要第一时间通知失

联人员家属。要加强医疗力量，全力做

好受伤人员救治工作。要安抚好遇难者

家属，妥善处理遇难人员的善后事宜。

同时，抓紧开展水毁工程修复。

对水库、拦河闸坝、堤防、险工险段

等开展深入排查，重点对发生严重水

毁的防洪工程和设施摸底排查，进一

步核实险情位置、险情种类、损毁程

度等有关基本情况，对每个险情、每

个隐患逐一登记造册，逐段、逐处、

逐项研究落实水毁修复具体措施，抓

紧组织人员抢护修复，尽快恢复水利

工程防洪能力。

在农田排涝和生产自救方面，山

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在确保防洪

安全的前提下，充分挖掘自排潜力，

科学调度排水泵站、移动式水泵抢排

涝水，对河道、沟渠内排涝障碍及时

清除，尽快恢复田间河道排涝能力。

“要及时组织救灾工作组查灾核灾，

制定科学的生产自救方案，加强对受

灾群众生产自救工作的指导，积极搞

好生产自救和生活恢复。”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寿

光市针对大棚区和大田排涝工作，除

积极启动自备水泵和市里调配的450台

排水泵，投入排涝工作外，还组织市

镇村干部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心理疏

导和安抚工作，把群众的全部心思引

导到积极生产自救上来。

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至于城市公共设施、道路、房屋

等抢险救灾工作，山东省防汛抗旱指

挥部要求，抓紧开展城市公共设施恢

复，“要对城市排水管网进行拉网式

排查，清除排水障碍，强排内涝积

水，危险区域专人盯守并设置警戒标

识，保障居民出行安全。要对电力、

燃气、供水、道路、通讯等公共基础

设施抓紧进行检查抢修，排除隐患，

尽快恢复市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同时，《通知》明确要抓紧统计

城乡道路、桥涵损毁情况，逐条逐座登

记造册，分清轻重缓急，优先开展交通

要道、重要桥涵修复，尽快恢复通行。

在转移群众生活方面，每个安置

点必须配备专职管理人员，配备专业

医护人员、配足救灾物资，妥善解决

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困难，确保因灾

转移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

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得到及时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退水期堤防更易

出现脱坡、坍塌、管涌等重大险情。

因此，《通知》要求毫不松懈抓好巡

堤查险，继续强化重点堤段、超保证

水位堤段防守，上足人员，备足物料，

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消除、早抢护。

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抓紧开展水毁工程、城市公共设施、道路、房屋修复……

重点从台风防御转为抢险救灾

山东交通运输系统
已派出1360个工作组

导报讯(记者 初磊)12日获悉，山东

省交通运输系统严格落实省防指关于防御

第9号台风“利奇马”工作一系列安排部

署，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Ⅱ级响应，采取

果断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截至8月12日早8点，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已

派出工作组1360个，共计6938人次。

目前，全省沿海台风区域内航线全部

停航，所有船舶已进港或在安全水域锚泊

避风。

同时，省交通运输厅加强对高速公

路、普通国省道、农村公路及其桥梁隧道

的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置。目前，

全省公路运行情况基本正常。潍坊、枣

庄、东营、日照、临沂等市53处路段、公

路桥梁出现水毁情况，正在全力修复；青

岛、淄博、济宁、德州等市部分公路出现

树木倒伏，已全部清理完毕。

◆导报记者 时超 济南报道

经济导报记者从山东省应急管理

厅获悉，受台风“利奇马”影响，截

至12日5时50分，山东全省受灾人口

165 . 53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4 . 75亿

元。为此，12日9时30分，山东启动省

II级救灾应急响应，动员各方力量积

极应对，努力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全省165 . 53万人受灾

1 2日，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获

悉，根据报灾系统统计，截至当日5时

50分，山东受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

马”影响，全省受灾人口1 6 5 . 5 3万

人，因灾死亡5人、失踪7人，全省紧

急转移安置人口18 . 38万人，农作物受

灾面积175 . 4千公顷，倒塌房屋609间，

直接经济损失14 . 75亿元，其中农业损

失9 . 39亿元。

目前，灾害性天气过程尚未结

束，各项抢险救灾工作有序开展。全

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按照山东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求，及时转移安置群

众，积极做好抢险救灾和灾害救助的

各项工作，协调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

做好救灾物资调拨工作，协调交通运

输部门做好抢险救灾车辆的通行保障

工作。

12日11时，山东省气象台解除暴

雨红色预警信号并继续发布台风黄色

预警信号。预计12日下午到夜间，德

州、聊城、东营、滨州、济南、淄博

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小

雨;渤海北风8～10级阵风12级转旋转风

6～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

和中部南风8～9级阵风10～11级减弱

到6～7级阵风8级;鲁西北的东部地区北

风7～8级阵风1 0～1 1级减弱到5～6

级，半岛地区南风7～8级阵风10级减

弱到5～6级，其他地区北风5～6级阵

风7～8级减弱到3～4级。

另外，山东省气象台此前预计，

13日白天到夜间，鲁西北的东部和半

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

天气阴转多云。半岛地区南风5～6级

转北风3～4级，其他地区北风4级减弱

到2～3级。

预计14日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

多云间阴，半岛地区有阵雨。北风，半

岛地区4～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3级。

启动救灾应急响应

据悉，针对台风“利奇马”造成

的暴雨洪涝灾情，依据《山东省自然

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下称“《应急预

案》”)规定，省应急管理厅决定于12

日9时30分启动省II级救灾应急响应。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省II级救

灾应急响应包括迅速向国务院及其有

关部门报告灾情、视情向灾区派出

工作组和专家组、按照有关规定统

一发布灾情及时发布灾区需求等多项

举措。

同时按照《应急预案》，省II级

救灾应急响应举措还包括，省民政厅

负责为灾区紧急调拨生活救助物资，

指导、监督基层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

和救灾款物的发放；交通运输、铁

路、民航等部门加强救灾物资运输组

织协调，做好运输保障工作；省卫生

厅根据需要，及时派出医疗卫生队伍

赴灾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卫生防病

和心理援助等工作。

省民政厅视情向社会发布接受救

灾捐赠的公告，组织开展跨市或全省

性救灾捐赠活动。省慈善总会、省红

十字会依法开展救灾募捐活动，参加

救灾和伤员救治工作。

省应急管理厅要求，各市应急管

理部门特别是潍坊、滨州、临沂、日

照等市务必高度重视，把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作为当前首要任务，落实

救灾工作“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

要求，强化组织领导，认真落实救灾

救 助 各 项 措施， 妥 善 安 置受灾 群

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省减灾委有关成员单位按职责做好工

作，指导支持受灾区强化灾害应急救

助工作。

省II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
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应对，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8月11日，在青州市王坟镇阿陀村，洪水已将河岸冲塌，危及桥梁 据新华社

章丘将对骨干河道
进行拉网式排查

导报讯 (记者 韩祖亦 )12日下午18

时，从济南市章丘区获悉，受台风“利奇

马”影响，章丘区及周边县市普降特大暴

雨，全区平均降雨量329 . 4mm，达到特大

暴雨级别。

据初步统计，章丘区已转移疏散人口

3200余人；相公庄街道杏花河沿线4处小

桥涵被冲垮，300余米河堤被损坏，36个

村进水，受灾群众15300人，无人员伤

亡；农作物受灾面积20万亩以上。

为全力组织抢险排涝，章丘区先后

组织调拨各类工程机械、车辆1600台套、

砂石料67000余方、吨袋、编织袋各15万

条，调集挖掘机200余台次。组织协调10

支救援队伍以及社会专业救援队伍7100

余人参加抢险救灾。协调近千名官兵、

预备役及消防人员全部投入抢险救援。为

切实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

前，已设置集中安置点，及时为转移群众

提供住所、饮食、医疗防疫和安全保障。

下一步，章丘区将统筹调度社会各界

力量，做好应急救援、人员安置等相关工

作；对杏花河、绣江河等骨干河道、山区

道路、沟塘河坝等进行拉网式排查，防止

新的次生灾害发生；加大水利工程、城市

公共设施、道路桥涵等工程的隐患排查力

度，研究制定抢修维护方案。

山东下一步

将全力搜救失联

人员，抓紧开展

水毁工程修复、

农田排涝和生产

自救、道路抢护

修复等，妥善安

置转移群众生活

E 众志成城

导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孔进 赵云亮)

近日，受强台风“利奇马”影响，山东省

已经启动了省Ⅳ级救灾应急响应。为确保

应急救灾物资及时供应，山东财政开启应

急救灾物资采购绿色通道，相关部门可自

行组织采购，无需执行政府采购相关流

程，全力保障应急救灾物资及时供应，确

保抗灾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据介绍，应急救灾物资采购的绿色通

道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八十五条“对因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不

可抗力事件所实施的紧急采购和涉及国家

安全和秘密的采购，不适用本法”的规

定，以及《关于做好应急救灾物资采购工

作的通知》(鲁财采【2018】50号)的要求

搭建，明确应急救灾物资采购坚持特事特

办、急事急办，切实把人们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放在首位。

应急救灾物资采购
可走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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