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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区南定小学：

举行小课题专题培训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南

定小学教师听取了科研处许
凌主任题为《小课题那些事
儿》的专题报告。

许主任围绕小课题主要
讲解了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
指明了现阶段老师们的小课
题研究存在的问题，接着讲述
了为什么做小课题研究及怎

样选择合适的研究课题。最
后，又分条目为大家具体说明
了在撰写小课题研究手册时
应当注意的问题。

此次报告，许主任将历年
来研究心得分享给大家。整场
报告细致、专业、指导性强，对
老师们后续进行小课题研究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吴莹)

张店区南定小学：

举行“一年级始业课程培训会”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南

定小学举行了“一年级始业课
程培训会”。

为了顺利迎接新生入学，
强化学生养成教育，老师们认
真进行了研讨，并制定了详细
的课程计划。制定了每一节课
的教育内容，并针对每一项教

育内容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提
供了相应的教育方法。本次培
训力求通过一系列体验式的
养成教育主题活动，让学生初
步养成适应学校生活的各种
习惯，熟悉校园环境，为新入
学学生的小学学习生活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殷向平)

前不久的一天，刚退休的
刘女士拿着自己的社保卡，来
到位于张店区柳泉路上的中国
银行淄博分行营业部，查询退
休后第一个月的养老钱。这张
社保卡上，显示当月领到了两
笔养老钱，一笔是3300元的国
家退休养老金，一笔是企业几
年前给自己建立的补充养老保
险，也就是企业年金，每月可领
到800余元。

养老金和企业年金为退
休 的 刘 女 士 提 供 了 双 重 保
障。她说，10年前，单位从中国
银行淄博分行为员工们办理
了企业年金，当时并没有太
多的感觉，现在虽然不再上

班，但对单位却产生了更深
的感情。

中国银行淄博分行公司
金融部陈经理介绍，企业年
金是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
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
上，根据国家政策和本单位
经济状况自愿建立的补充养
老保险制度。今年 2月，国家
人社部与财政部联合下发的

《企业年金办法》指出，为了
建 立 多 层 次 的 养 老 保 险 制
度，更好地保障职工退休后
的生活，要推动企业年金发
展。办法规定，企业缴费每年
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
的8%，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

合计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
总额的12%。企业年金个人账
户 中 企 业 缴 费 及 其 投 资 收
益，企业可以与职工约定其
自始归属于职工个人，也可
以约定随着职工在本企业工
作年限的增加逐步归属于职
工个人。

《办法》规定，职工达到国
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出现规
定的情形时，可以从本人企业
年金个人账户中按月、分次或
者一次性领取企业年金。

以今年35岁的张工程师
为例，他目前月工资4760元，
单位效益较好，为了提高员
工福利和退休保障，吸引更

多优秀人才，单位决定通过
中国银行淄博分行为员工建
立企业年金计划。每月由单
位 和 个 人 合 计 缴 纳 工 资 的
5%，再过25年，等张工程师退
休时，他的企业年金缴费和
投资收益可以累积到相当可
观的规模，他可以大约一次
性拿到65万元，当然如果为了
减少支出，也可以选择按月
领取，中国银行将按月把企
业年金汇到他的银行卡上。

据了解，中国银行是中
国全球化、综合化程度最高
的银行，在全球55个国家和地
区设有分支机构，核心资本
位列全球大银行的第4位，业

务范围覆盖商业银行、投资
银行、直接投资、保险、基金、
租赁等多个领域，在全球范围
内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综合金
融服务。中国银行拥有全面的
企业年金服务资质，可以承担

“受托人”“托管人“和“账户管
理人”三种服务角色。中国银行
的企业年金账户管理系统，具
有强大的功能，完全实现了国
际化标准。中国银行还拥有国
内最齐全的托管业务产品线和
覆盖全球的清算交割网络。正
如刘女士所言，中国银行的企
业年金服务，专业、规范、高
端、一流，值得信赖。

（楚春霞）

企企业业年年金金：：为为退退休休后后的的生生活活增增添添一一份份稳稳定定的的保保障障

齐鲁晚报《今日淄博》公益律师团帮您维权
全天候接听读者电话咨询，用最专业的法律知识提供诉讼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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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峰律师，法学硕士，山东居
高律师事务所主任。从事律师工作
十几年，擅长办理行政诉讼，土地征
收，征用以及民商合同、建筑房地
产、金融、等法律事务。先后担任齐
鲁晚报《今日淄博》律师团首席律
师、山东卫视《道德与法制》特邀顾
问、山东广播电台《有理走天下》案
件评析律师。2007年被共青团济南市
委、济南市司法局、济南市青年联合
会、济南市律师协会评选为第三届

“泉城十佳(优秀)青年律师”。

2004年7月20日，王某和姐姐
王华(化名)以王华的名义与某村
村委会签订个体养殖户使用土
地协议，承包该村荒地进行养
殖，但并没有办理相关建设审批
手续。2006年4月4日，王华将承包
地上的建筑设施自己的份额作
价15000元转让给王某，之后王某
未在承包地上实施加建行为。
2007年1月5日王某与该村村委会
补签承包协议，承包期限至2024
年8月10日，并按期缴纳承包费。

2017年4月9日，其所在街道
办事处分别向王某和王华下达

违章建设限期拆除告知书，但王
某认为这是自己合法使用的，因
此没有理会。但2017年4月11日，
该街道办工作人员带领200余人，
将王某所有的养殖舍强行拆除。
2017年4月13日，王某向其所在区
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17年6
月7日，该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
决定书，维持街道办强制拆除的
行为。王某承包了这块地12年之
久，没想到自己的心血就这样付
之东流。

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的王
胜军律师听到王某的陈述，告知

王某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的建筑，街道办是有权强制拆除
的。听到这，王某的泪止不住地
流，王律师安慰王某不要心急。
王律师一点一点梳理案情时发
现其所在街道办在强制拆除前
没有告知王某有陈述、申辩的权
利，没有遵循程序正当的原则。
其区人民政府认定街道办强制
拆除的行为程序合法予以维持，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经王律师的据理力争，法院
做出了公正的判决，王某养殖舍
遭强拆一事得到了公正的处理。

王王某某诉诉某某街街道道办办事事处处行行政政强强拆拆违违法法案案

咨询热线：13361013118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马
玉姝) 11日，记者从淄博市政
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淄博市第四次
经济普查于9月10日正式启动，
全市7000余名普查员开始对普
查对象逐户进行清查登记。

本次将全面调查在淄博市
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
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全面

准确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动能培育壮大、经济结构优
化升级等方面的新进展。普查
清查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至10
月31日，普查登记时间为2019年
1月至4月。

根据新修订的《全国经济
普查条例》规定，经济普查取得
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严格限定
用于经济普查目的，不作为任
何单位对经济普查对象实施处
罚的依据。各级普查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
的国家秘密和普查对象的商业
秘密，必须履行保密义务，否
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同时，经济普查对象(个体

经营户除外)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绝
或者妨碍接受经济普查机构、
经济普查人员依法进行调查
的；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经
济普查资料的；未按时提供与
经济普查有关的资料，经催报
后仍未提供的。企业事业单位
或者其他组织有以上所列行为
之一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5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体
经营户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
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本报9月11日讯 (记者
巩悦悦) 11日，记者从省环
保厅官网获悉，有网友反映
淄川区龙泉镇北旺村河水发
红。针对网友反映，淄川区环
保局回应，因连日降雨，矿井
水返上来，其中的铁离子氧
化致使河道水变红。

据淄川区环保局宣教科
祝明会介绍，西河镇的煤井
已有一二十年历史了，地下
矿井水富含铁离子，铁离子

在地下不变色，一旦上来立
马变成红色。“矿井水没有污
染。煤井在未闭坑的时候，网
友反映的那条河一直都是红
色。”祝明会说，由于这几年
天气干旱，降水量不足，地下
水一直没上来。今年降水量
大，地下的矿井水都上来了，
才出现了河水变红的现象。

执法人员分别选择两处
取水加入石灰，水立刻变清。
因此，该问题非排污所致。

淄淄川川一一村村庄庄河河水水咋咋发发红红
淄川环保部门查证后称非排污所致

张店五中：

组织新教师开展培训活动
本报讯 近日，张店五中

举行了新教师培训活动。
首先，新教师进行自我介

绍。然后，科研处主任耿大伟
老师从教师职业道德、教育教
学理论、专业技能、管理能力
等四方面对新教师进行了培

训。新教师们用心聆听，认真
记录，踏实学习，获益良多。最
后，由程校长和刘校长对新教
师们提出恳切希望：希望每一
位新教师都尽快融入五中大
家庭，适应新的工作，成为一
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徐瑶）

张店半月查处95起

占道经营等行为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巩悦
悦 通讯员 张营) 日前，张
店区城管部门在全区开展了校
园周边市容专项整治，近半个月
来，共查处校园周边店外经营、
占道经营、违规夜间施工等各类
违法行为95起。

该局执法科科长赵洪海说，
在开展校园周边市容专项整治
的同时，他们将继续加大执法力
量，对夜间噪声进行重点查处，
对违规夜间施工行为实行环保
执法顶格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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