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立法工作计划发布，9件地方性法规和5件政府规章列入

淄淄博博将将修修订订出出租租车车管管理理条条例例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李

超) 近日，市政府发布《淄博市
人民政府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
9件地方性法规和5件政府规章
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

立法工作将充分发挥立法
引领和推动作用，着力破解制约
淄博科学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和制度性障碍，为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依法治市提供制度保
障。列入立法计划的包括《淄博
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淄博市
生态红线功能区域保护条例》、

《淄博市校园安全管理条例》、
《淄博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
例》(修订)、《淄博市快递管理办

法》等。
今年的立法工作将发挥立

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专家学
者和广大群众参与立法的合力
作用，鼓励采用招标等方式委托
第三方起草立法草案。要坚持问
题导向和改革方向，严格遵守法
定权限和程序，防止部门利益法

制化和地方保护倾向；要严格控
制新设行政许可事项，防止违法
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立
法草案要逻辑严密，用语规范、
准确、通俗、简洁；对相关法律法
规已有明确规定的制度措施，尽
量不作重复性规定。

淄博食药监部门公布3月份行政处罚案件，涉及食品掺假、销售劣药等

山山东东锦锦东东食食品品牛牛肉肉干干检检出出猪猪肉肉成成分分
利利群群经经营营超超范范围围使使用用添添加加剂剂食食品品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李超) 明
年年底前，淄博将划定农村饮用水
源地保护区，近日，市政府办公厅印
发淄博市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旨在进一步
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保障饮
水安全。

通知提出，淄博将开展农村饮用
水水源地基础环境状况调查。各区县
要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制度，在2017

年12月前组织划定本行政区域内的
农村公共供水水源保护区并实施严
格保护。

划定保护区后，将推进农村饮用
水水源综合整治，设立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标志，强化水质保障措施，提升
水质监测及检测能力，提升水源环境
风险防范能力。各区县要定期组织开
展水源保护区综合整治，对可能影响
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的化工、造纸、
冶炼、制药等重点行业、重点污染源，
加强执法监管和风险防范。

明年年底前划定

农村饮用水保护区

序号 违法企业名称或违法自然人姓名 主要违法事实

1 山东锦东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的五香牛肉干经检验检出猪肉成分

2 淄博齐奥食品有限公司 黄豆酱油（酿造酱油）经检验苯甲酸超过国家标准

3 利群集团淄博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及进货未查验许可

证和相关证明文件

4 淄博香满席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不合格五香蚕蛹

5 博山城东爱礼帝斯蛋糕店 经营标签有瑕疵的食品添加剂

6 桓台县时利和水厂

该单位二次检查提供不出其生产食品的出厂检验原始

数据、检验报告等记录，限期内仍提供不出上述记录，该

单位未按规定对生产食品进行检验

7
淄博三同教育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工

业职业学院店

当事人经营的麦特尔椰蓉鲜蛋糕经青岛谱尼测试有

限公司检测，菌落总数不符合GB7099-2003的要求，该

批次产品不合格

8 高青县第一中学（餐厅） 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预包装食品

9 马秀丽
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及未按规定建

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10 翟海涛 经营铝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标准的食品

11 张有利 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12 许元利 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13 沂源县万盛隆超市有限公司 经营稀土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14 沂源海苑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经营大肠杆菌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15 沂源县京源商厦有限公司 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16 陈涛（沂源县悦庄镇家家粮店业主） 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预包装食品

17 沂源县黎明东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18 李国生 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19 高龙宝 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经营

20 傅永平 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经营

21 陈守真 采购食品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

22 沂源县第二中学 采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23 王加福 经营胭脂红、二氧化硫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24 张希菊 经营二氧化硫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25 李冲光 经营苯甲酸、二氧化硫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序号 违法企业名称或违法自然人姓名 主要违法事实

26 李伟 经营苯甲酸、二氧化硫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27 沂源县万盛隆超市有限公司居家城店 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28 沂源县世纪东方超市有限公司悦庄分公司 经营苯甲酸、二氧化硫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29 沂源县燕崖供销社有限公司综合批发超市 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30 王珂 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食品销售

31 李萍 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餐饮服务

32 殷长春 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预包装食品

33 闫美玲 未按规定申请变更经营许可

34 杨萍（周村逍客馅饼店） 经营的“菠菜馅饼”检验不合格

35 淄博奥德隆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周村东街店 经营的四物汤等食品标签不符合规定

36 周先伟（周村周伟小吃店） 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

37 淄博嘉之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

38 山东百思特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劣药

39 淄博环球医药有限公司 从无证单位购进药品

40 淄博环球医药有限公司
向无《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药品经营行为的个人

提供药品

41 临淄区凤凰中心卫生院 使用劣药

42 淄博泽昌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劣药

43 临淄孙氏中医诊所（孙维福） 使用劣药

44 于拥卫（临淄区稷下旭日礼品商行业主） 未经许可经营药品

45 沂源县燕崖镇燕崖村第二卫生室 购进药品没有真实完整的购进验收记录

46 淄博化建医院 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

47 淄博众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桓城百姓药店
当事人经营的晋江市康乐乳胶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枣红色包装的薄爱天然胶乳橡胶避孕套未依法注册

48 淄博鼎固义齿制作有限公司
未经许可生产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第二类医

疗器械

49 商艳琴（临淄区辛店淄江养生馆业主） 销售不符合国家化妆品卫生标准的化妆品

50 杨柳青（临淄区闻韶田园美容店业主） 销售不符合国家化妆品卫生标准的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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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樊伟
宏) 近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通过官网公布了3月份食品药
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其中涉及
食品掺假掺杂、销售劣药案等多
种违法行为（见下表）。

经记者梳理，查处的各类行
政处罚案件中，以食品类违法行
为居多，为37件，其次是药品类
违法8件，医疗器械违法3件及化
妆品违法2件。以市食药监局查
处的违法行为为例，山东锦东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五香牛
肉干经检验检出猪肉成分；淄博
齐奥食品有限公司的黄豆酱油
(酿造酱油)经检验苯甲酸超过国
家标准。

而从各区县查处情况看，

违法行为多集中在未取得食品
经营许可证从事食品销售，食
品掺假掺杂、经营禁止经营食
品、销售劣药等问题，其中利群
集团淄博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经
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

及进货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
明文件。

对于以上各类案件，市食药
监局及各区县局已作出相应处
罚并规定期限，责令相关部门立
即整改。

挂 失

任 昌 友 ( 身 份 证 ：
370304198810125115)丢失失业证，声
明作废。

顶账房低价出售

碧桂园顶账房低价出售，沿河
观景高层9楼西户精装修，户型好
1 4 0 平 7 7 万 ，6 月 底 拎 包 入 住 ，
18678185199李女士。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樊舒
瑜) 近日，爱车被贴数张“禁止
停车”警示条，且难以清理，这让
在张店柳泉路附近工作的张女
士十分不理解。记者调查得知，
张女士停车的地方为单位内部
停车场。律师介绍，单位有权限
制外来车辆停放，但私自给车辆
贴条属于侵权行为。

“上周五上午，我像往常一
样把车停在了张店柳泉路与柳
泉路西二巷北侧的空地上，中午
下班时，发现车上贴满了‘禁止

停放’的条子。”张女士说。
记者在张女士提供的照片

中看到，车两侧玻璃上被贴了两
张白色的警示条。警示条上写着

“外单位车辆禁止停放！如再停
放，后果自负！”的字样。此外，车
身上也被粘上了这种警示条，就
连后视镜都没能幸免。由于黏性
太强，警示条很难清理干净。

张女士说：“那天停车时，一
位大爷说这里是市化工研究所
的单位停车场，我寻思在这停了
大半年了一直没事，就没在意。”

1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路
边的绿化带旁放了一块警示牌，
上边写着“严禁停放外来车辆”。
随后，记者见到了市化工研究所
的负责人，负责人把房权证拿出
证实这块空地属于单位院落。该
负责人介绍：“由于政府统一规
划，拆掉了院落围墙，才导致了
现在的情况，外来车辆屡禁不
止，导致单位的车辆无处停放。”

“如果只是停一会儿，我们
也不会不让停。”该负责人称，贴
条是为了规范停车管理，因为张

女士不听劝阻，无奈之下才往她
车上贴条。

对此，山东明镜律师事务
所的律师王继荣表示，单位作
为土地所有者，有权对外来车
辆限制停放，但是如果单位私
自在车辆上贴条，则涉嫌侵
权，如果造成车辆损失的，单
位相关人员还要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单位工作人员发现
外来车辆停放，可加强管理或
与车辆负责人协商，采取极端
做法反而激化矛盾。

车车停停路路边边空空地地，，被被贴贴禁禁停停““白白条条””
实为停车场行为；律师：单位有权限制外来车，但贴条涉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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