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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淄博司法部门
获悉，政通超市有限公司因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被警方立
案侦查，超市及超市负责人崔某
名下的银行存款或同等价值的
财产予以查封(冻结)。

本报记者 刘光斌

多名供货商起诉政通超市

据悉，自去年12月以来，先后有
多名供货商或参股人向张店区人民
法院提交申请，以淄博政通超市有限
公司及其负责人崔某可能转移其名
下财产为由，请求法院裁定将其财产
予以查封(或冻结)。而这些申请中所
涉及的申请查封(或冻结)的财产额度
不一，少则25万元，多则270万元。

根据张店区人民法院正式对外
公布的《民事裁定书》，申请查封(或
冻结)有一定的期限，在该期限内，申
请人须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
向法院正式起诉。“目前，已经有多名
申请人正式起诉了，法院也已经受
理，但目前该案已移交公安机关进行
刑事侦查，法院不再以民间借贷纠纷
的民事案件予以受理。”张店区人民
法院一位工作人员说。

负责人崔某被立案侦查

淄博政通超市有限公司及其负
责人崔某已被警方立案侦查的消息
也得到了证实。淄博一公安机关工作
人员介绍，警方已经以涉嫌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对政通超市事件进行立案
侦查，因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暂
不向外界透露更多信息。

去年12月18日，淄博政通超市有
限公司突然关闭了其在淄博地区的
超市门店。据本报记者当日调查，中
心城区多家政通超市、包括政通超市
淄博总店纷纷贴出“店内调整、暂休
一天”的告示。而一直到现在，这些停
业的超市均尚未恢复营业。

政通超市关门在供货商眼里早
有征兆。一食品公司工作人员称，他
们公司给政通超市供货10多年了,以
前也有过结账不及时的时候，但从没
有连续半年多不结账的情况。“现在
算下来大约有20万元的货款。”而一
位政通超市的工作人员也承认，政通
超市确实出现“资金困难”,同时也“牵
扯到很多问题”。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政通超市负责人

财产被冻结

临淄民政局老龄办工作人
员说，临淄闻韶街道养老护理服
务中心是一家没有正规资质的
养老院。养老机构前置许可需要
房屋质量合格验收证明、环评和
消防验收合格证，该养老院没有
取得这些证明。“未获得许可和
依法登记前，养老机构不得以任
何名义收取费用、收住老年人。”

“去年5月，我们已要求该
养老院进行停业整顿，整改合
格后才能继续经营，但该养老
院直到现在都没有整改。”该
工作人员说。

养老院负责人李先生承
认没有资质。他说，养老院是
在闻韶街道办支持下办起来
的。“当时街道办说会帮忙解
决困难，而从去年5月开始，街
道办说没有资质，不让办了。”

闻韶北社区居委会办公
室负责人王女士说，“该养老
院是私人承办的养老机构，是
营利性的，他们只是使用我们
单位的房子。”而对于当初该
养老院是否是在街道办支持
下办起来的，王女士则表示

“不清楚”。

7日，本报报道了临淄闻韶街道养老护理服务中心取暖费未缴被停暖，9名老人挨冻一
事。近日，临淄区民政局老龄办回应，该养老院没有正规资质，早在去年5月就被要求停业
整顿，但直到现在仍未按要求整改。老龄办工作人员称，辖区内养老院很多，可以介绍这些
老人去其他养老院生活。

临淄闻韶街道养老护理服务中心无正规资质，7名老人将安置到其他养老院

88个个月月前前被被叫叫停停，，咋咋迟迟迟迟未未整整顿顿

本报记者 唐菁

去年5月即被

要求停业整顿

“去哪住”成了老人的最大难题

目前，临淄闻韶街道办事
处和养老院正在协商停业的
事宜，仍在养老院居住的7位老
人或面临无处可去的境地。

“女儿、儿媳都有癌症，家里人
实在没法照顾我，本来在养老
院住的很好，如果养老院关门
了，我没处可去。”今年85岁的
侯玉奎告诉记者说。

86岁的孙先生已经在养老

院住了接近2年，“前两年过年
都是在养老院过的，已经把这
里当做了家，如果这里不能呆
了，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孙先
生感到忧虑，而这里的其他老
人也面临类似的尴尬处境。

“我现在还在努力争取，
希望继续经营下去，也是对这
些老人负责。”养老院负责人
李先生说。在街道办的一再催

促下，他也在联系其他养老
院，希望在养老院叫停后，安
置好养老院的老人们。

“我们已经多次动员该养
老院的老人离开，让他们选择
其他有正规资质的养老院。”
临淄区民政局老龄办工作人
员李女士说，辖区内养老院很
多，可以介绍这些老人去其他
养老院生活。

安安顿顿好好老老人人再再关关养养老老院院，，顺顺序序不不能能乱乱
这段时间，临淄闻韶街道养

老护理服务中心的7名老人住的
很不舒服。以前有暖气的时候，
86岁的孙老汉喜欢在走廊里活
动一下，现在却只能窝在被窝里
听收音机。暖气费该谁出，养老
院和居委会各执一词，老人们却
实实在在的在没有暖气的房子
里住了一周多。

最近，老人们又平添了一分

忧愁。养老院无正规资质，街道
办和养老院正协商停业的事。养
老院说正在联系其他养老院安
置老人，临淄民政局也表示有很
多养老院可以介绍老人去住。然
而，双方都没有明确提出将老人
们安置到哪个养老院，也没有拿
出安置方案。停业之后住哪，成
了老人们心头的“老大难”。

这家养老院为什么被叫停

半年多仍正常营业，期间相关单
位有无失职之处等问题暂且不
提，老人的安置才是最应关心
的。毕竟，养老院关停，涉及更多
的是“技术”问题，老人的安置则
是群众利益。先把老人们安顿
好，再说关停养老院的事，这个
顺序不能乱。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于2012

年8月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

《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
优势》，强调“我们任何时候都必
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关个没资质的养老院，停个
高污染的工厂，涉及群众，群众
利益就是大事。“群众利益”无小
事才能彰显执政智慧。有关单位
应想一想，对待群众尤其是弱势
群体，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

本报记者 臧振

买买房房五五年年，，至至今今未未见见房房产产证证
南苑绿洲开发商：办下证只是时间问题

2009年买的房子，到现
在还没有办下房产证，想卖
房遇到麻烦，近日，张店市民
鲍先生就遭遇了这个麻烦。
该小区一负责发放房产证的
工作人员说，目前房产证正
在办理，让业主耐心等待。

业主：缴了办证费房产证却一直没影
“我是2009年12月从张店南

苑绿洲买的房子，2010年1月份
交的房，现在都5年多了，房产
证还没办下来。”鲍先生说，办
证费在交房款的时候就缴上
了，当时开发商说很快就给办，

他们后来找过开发商，对方也
不说什么原因，只是让等着。

鲍先生的购房合同上规
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
使用后360日之内，将办理权属
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

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出卖
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
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
的，如果买受人不退房，出卖人
按已付房价款的0 .1%，向买受人
支付违约金。

开发商：办下房产证后马上发给业主
据悉，南苑绿洲的开发商

为淄博沃尔德置业有限公司，
但是现在业主却找不到这个公
司的负责人，只有几个人在该
小区内负责办理房产证。

8日上午，记者在该小区随

机询问了几名业主，他们均表
示没有拿到房产证。鲍先生说，
从他们那批业主之后的全都没
有房产证，可能涉及到上千户。

小区一名负责发放房产证
的工作人员介绍，该小区的房

产证正在办理，让业主耐心等
待，如果办下来马上发给业主。

“已经办下来好几批了，其
他的也都在办理，手续都齐全，
办证只是时间问题。”该工作人
员说。

律师：逾期办理可索要违约金
张店区房管局产权所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南苑绿洲的
房产证已经办理了一些，有些
还正在办理。对方表示，开发
商的手续都齐全，并且大证都
已经办完，只剩下办理分户的
房产证。

“只要开发商提供的资料
齐全，办证时间很快，有什么
问题还是要和开发商协商。”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淄博前方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仁君认为，房屋出售者应
该在合同规定时间内提供给

业主产权证书，如果逾期办
理，业主可向房地产开发商索
要违约金。“业主可与开发商
协商，督促其尽快办理，开发
商应该承担违约责任，业主可
要求开发商进行赔偿。”李仁
君说。

本报记者 李超

房产维权热线
继续开通
电话：18653302593

本报房产维权热线自开通以
来，不断有市民咨询、投诉房产
方面的问题，本报也帮助市民解
决了一些问题，热线继续开通。

您买的房子有质量问题吗？
房子实际情况与合同上规定的有
出入吗？买完房子后迟迟办不下
房产证怎么办？本报房产维权热
线继续开通，如果您在房产方面
遇到了问题、合法权益被侵犯，
都可以向本报热线18653302593反
映，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及专业
律师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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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先生的购房合同约定了

办证时间。
本报记者 李超 摄

政通超市有限公司的部分便
利店关门了。

实习生 李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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