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 6月 1 3日讯
(记者 张超) 近日，聊城
市住建局下发文件，对东
阿恒信集团房地产开发公
司开发建设的“泊岸名邸”
项目，山东畅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东
关国际”项目、“光岳华庭”
项目及聊城市正亚和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的“国际新城B2地块”项目
在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情
况下，向买受人收取预订
款(如收取认筹金、缴纳费

用入会)行为进行处罚并通
报。

其中，东阿恒信集团
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的“泊岸名邸”项目，在未
取 得 预 售 许 可 证 的 情 况
下，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
性质的费用。2018年2月13
日，聊城市住建局依据《山
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依
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山东畅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东关国
际”项目，在未取得预售许

可证的情况下，以缴纳费用
入会的形式向买受人收取
预订款性质的费用。2018年
3月27日，聊城市住建局依
据《山东省商品房销售条
例》对其进行了处罚。

山东畅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光岳
华庭”项目，在未取得预售
许可证的情况下，以缴纳
费用入会的形式向买受人
收取预订款性质的费用。
2018年4月16日，聊城市住
建局依据《山东省商品房

销售条例》对其进行了处
罚。

聊城市正亚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

“国际新城B2地块”项目，
在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情
况下，向买受人收取预订
款性质的费用。2018年6月
1 0日，聊城市住建局依据
《山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
对其进行了立案查处。

以上企业的违法销售
行为同时计入不良信用档
案。

因未取得预售许可证，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项

聊聊城城““东东关关国国际际””等等四四项项目目被被处处罚罚

近日，聊城市住建局下
发《就购房认筹金致广大市
民的告知书》，明确指出认
筹是指开发商在没有取得
预售许可证之前，通过一些
优惠方式，让购房意向者预
先缴纳“排号费”、“诚意金”
等认筹金的行为，是国家明
令禁止的非法活动。住建部
门一直在严厉处罚开发商
认筹行为，广大市民可拨打
0635—12345致电举报该行

为。
据了解，交纳认筹金使

购房者丧失知情权。认筹的
楼盘大多在未取得预售许
可证前，长期不公布销售
均价，不公开选房，有的开
发商四处“放号”，故意“跳
号”、“缺号”，造成楼盘的

“认购”量，往往是推盘量
的几倍甚至十几倍，给人
一种楼盘“供不应求”的市
场假象。购房者一旦交纳

认筹金，就丧失了选择余
地，开发商、代理商、“炒房
者”借机营造抢购的热闹
气氛，裹挟购房者抢购房
屋，购房者利益无法得到
保障。

违法违规销售是不受
法律保护的。交纳认筹金时
多数未签协议，即使签署了
协议，一般并未约定购房价
格等基本条款，认筹的约定
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并不具

有预约合同的法律效力。认
筹金不等同于定金，也不是
履约的保证，对开发商缺乏
法律约束力，如果开发商将
预售的房屋卖给了第三方，
或随意提高房价，购房者权
益难以保障。认筹者要求开
发商返还认筹金，不仅给购
房者带来利息损失，耽误了
购房时机，还造成房地产市
场的混乱。

本报记者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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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民民可可举举报报开开发发商商非非法法认认筹筹行行为为

本报聊城6月13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刘
志岭) 6月12日，东阿交警
大队在牛角店镇黄金浮桥
附近开展交通违法行为集
中整治行动过程中，查获一
名无证男子驾驶套牌、报废
车辆，同时，在其车内发现
一张严禁携带的弓弩。目
前，该男子因为无证驾驶被
行政拘留。

民警介绍，为加强辖区
农村地区道路管控，积极消
除道路安全隐患，预防和遏
制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为群

众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
交通氛围，12日，东阿交警
大队联合特警在牛角店镇
黄金浮桥附近开展集中整
治行动，对涉牌涉证、超载、
农用车违法载人、酒后驾驶
等违法行动进行集中整治。
下午5时左右，一辆面包车
驶入民警视野，民警对车辆
进行例行检查，在车内发现
了被公安机关严禁携带的
弓弩一张。民警发现司机杨
某神色慌张，经进一步调
查，司机杨某承认未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民警查获时使

用其他机动车辆号牌，且其
驾驶的车辆已达到报废标

准。目前，该男子已被行政
拘留。

东阿交警开展交通违法集中整治行动

男男子子无无证证驾驾驶驶套套牌牌报报废废车车被被行行拘拘

被查处的男子。

本报聊城 6月 1 3日讯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希玉 ) 近日，聊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聊城市人民
检察院、聊城市公安局、聊
城市司法局联合印发《关
于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的意见》，旨在进一步加强
和 规 范 刑 事 法 律 援 助 工
作，加强相关单位之间的
协调配合，切实发挥法律
援助在保障人权、维护司
法公正中的作用。

据悉，该意见共31条。
意见指出，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
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协调配
合，成立刑事法律援助工
作协调领导小组，建立健
全工作机制，在各自职责

范 围 内 做 好 法 律 援 助 咨
询、告知、转交申请、通知、
受理、组织实施、监督检查
等相关工作，促进刑事法
律援助工作有效开展。

意见规定，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应当自发现该情形
之日起三日内，通知所在
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
其提供辩护：一是未成年
人；二是盲、聋、哑人；三是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
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
人；四是可能被判处无期
徒刑、死刑的人；五是年满
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没有委托辩护
人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所
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
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
为其提供辩护：一是有证
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属于一级或二级智力残
疾的；二是共同犯罪案件
中，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已委托辩护人的；三是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无
罪辩解或其行为可能不构
成犯罪的；四是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5年
以上有期徒刑的；五是人
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六
是 案 件 有 重 大 社 会 影 响
的；七是犯罪嫌疑人或者

被告人明确要求委托辩护
人但又无经济来源或家庭
经济状况无法查明，无法
联系其家属或其家属经多
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聘
请律师费用的。

意见强调，人民法院
自受理强制医疗申请或者
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
条件之日起三日内，对于被
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
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向法
律援助机构送交通知代理
公函，通知其指派律师担任
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的诉讼
代理人，为其提供法律帮
助。人民检察院申请强制医
疗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强制
医疗申请书副本一并送交
法律援助机构。

切实发挥法律援助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中的作用

聊聊城城四四部部门门联联合合加加强强刑刑事事法法律律援援助助工工作作

本报聊城6月13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李猛) 为坚决遏
制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辖
区内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冠县交警
出重拳严厉打击“渣土”等问题易滋
生的重点车辆。

一是合理安排岗位，要求民警
在外环线巡控和执法过程中，发现
渣土等车辆频繁在外环线装载和运
输渣土，经过检查发现存在违规操
作的问题，强化对此方面的治理，打
击偷运等现象出现。二是全体民警
统一学习，做好记录并提出问题，以
理论指导实践，从实战中发现不足，
补齐短板，同时认真梳理长久以来
面对不同违法车辆和违法人群时面
对的执法难题，争取对照症结，提前
预防。三是进一步教育民警规范、文
明执法执勤，树立人民警察良好形
象。要坚决杜绝交通协管员单独上
路执法、坚决杜绝收黑钱、降格处理
违法行为现象出现。对违反工作纪
律要求的，支队将一查到底，严肃处
理，凡牵涉部门领导责任的，坚决追
究，决不姑息迁就。

冠县交警强力治理

“渣土”车辆

本报聊城6月13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李猛) 当前，农村
群众出行增多，大量低速载货汽车、
农用三轮车行驶在农村道路上的实
际情况和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特点，
对农村道路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不
容忽视。冠县大队交警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预防和减少交通
事故，以确保行车安全为目标，集中
整治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问题，
为每个乡镇的多个村庄安装了农村
交通安全宣传栏，不断深化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期间以发放
宣传材料、悬挂宣传横幅、摆放事故
案例图板、开展座谈等形式，开展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宣传了交通
法律法规知识，进一步提高了农村
群众对交通法规的认识，真正让农
民群众树立遵章守法、远离事故的
交通安全意识，提高农村群众的安
全防范能力。

冠县交警深化
夏季农村道路
交通安全宣传进乡村

本报聊城6月13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高飞鹏) 为有效
提高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法
律素质。近日，冠县烟庄街道法律顾
问积极开展交通安全法制宣传进农
村活动。在宣传过程中，针对农民群
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对交通安全法
规知之甚少的实际情况，法律顾问深
入农村，进行多样性的宣传引导，利
用发放宣传资料和农村大喇叭宣传
的方式向广大农民朋友宣传交通安
全常识、事故处理等相关知识，让交
通安全知识入心入脑，确保达到良好
的宣传效果。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农村
农用车非法载人的宣传工作，让更多
的群众了解到乘坐农用车、三轮摩托
车、三轮电动车所造成的危害性。通
过宣传活动，有效的预防了农村道路
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了辖区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文明畅通。

冠县烟庄法律顾问

多角度开展农村

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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