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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市政协常委会议相继举行

滨滨州州““两两会会””明明年年11月月下下旬旬召召开开
博兴县审计局：

建立联系服务

基层长效机制

本报讯 博兴县审计局着力
联系基层、服务基层长效机制的
建立与完善，促进了机关作风的
转变。

基层调研制度化，促进作风
转变。党组班子成员坚持每月下
基层驻点，根据自己主管和分管
的工作，结合县委、县政府的中心
工作要求以及审计工作各阶段重
点，明确调研目的，确定调研专
题。

服务基层常态化，密切干群
关系。党组成员分别以结对帮扶
村联系点为落脚点，结合帮扶联
系对象的实际，协助结对村谋划
发展思路，为基层一线做好事、办
实事、解难事。 (池淼)

本报12月30日讯 (通讯员
周阳 记者 王晓霜 ) 12

月 3 0日，政协第十届滨州市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议召开，会议决定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滨州
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
年1月下旬召开。在12月25日
召开的滨州市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
议决定，滨州市第十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5
年1月下旬举行。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十届滨州市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届滨州市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于2015年1月下旬召开，
会期四天。会议的主要议程
是：听取并审议政协第十届
滨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和关于提案工作情况
的报告；听取并讨论中共滨
州市委书记讲话；列席滨州
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
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表
彰政协滨州市委员会2014年
度优秀政协委员、优秀政协

提案；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届
滨州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
议。

在12月25日召开的滨州市
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24次会议上，决定滨州市
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于2015年1月下旬举行。建议
会议的主要议程为：听取和审
议滨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审议滨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滨州
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2015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审查、批准滨州市2014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的报告与2015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审议滨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滨州市2014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2015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审查滨州市2014年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15年预算
草案；批准滨州市2014年市级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15年
市级预算；听取和审议滨州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听取和审议滨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
议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其他事项。

全市法院20年审理百余行政赔偿案，判决协调赔偿金226 . 5万余元

行行政政赔赔偿偿案案多多发发领领域域拆拆迁迁在在列列

相关链接

违法停车数月无人管 引事故交管部门担责

2010年10月30日20时30分，
吴某某的亲属吴某甲驾驶二轮
摩托车沿庆淄路由北向南行驶
至惠民—辛店018号线杆处时
与第三人刘某某所有的长期停
放在公路西侧的无牌货车发生
交通事故，吴某甲受伤后经医
治无效死亡。

该无牌货车自2010年5月份
一直停放在事故地点。该事故
经惠民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吴

某甲醉酒驾驶承担事故70%的
责任，刘某某违法停车承担事
故30%的责任，并按照上述比例
由刘某某对原告进行民事赔
偿。因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法
定职责，致使无牌货车长期违
法占道，造成了事故的发生，提
起行政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6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路局、
交通局、国土资源局、城管执

法局等部门没有管理违法停
车行为的职责，依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规定，交警队对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负 有 管 理 职
责，本案涉及车辆自 2 0 1 0年 5

月至 2 0 1 0年 1 0月份一直停放
在事故发生地点，且在交通
事故认定书中认定该车属于
违法停车，交警队没有责令
其驶离或将车拖离，致使事
故的发生，属于行政不作为，

其不作为与事故的发生存在
一定的因果关系，应依法承
担10%的赔偿责任。判决确认
惠民交警队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行为违法，赔偿原告各项
损失20577 . 55元。

该案当事人上诉后，二
审经协调，惠民交警队按照
一审判决的数额给付了原告
赔偿金，原告予以接受，案件
圆满解决。

滨州再添一家金融机构

潍潍坊坊银银行行滨滨州州分分行行开开业业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李婷婷) 30日上午，潍坊银行
滨州分行正式开业，这也是潍
坊银行继青岛、聊城之后设立
的第三家分行。潍坊银行滨州
分行行长张竹峰介绍，之所以
选择来滨州开设分行，是因为
滨州金融环境优越，区位优势
明显，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潍坊银行成立于1997年8
月，2009年8月由潍坊市商业银
行更名为潍坊银行。成立以来，
潍坊银行牢固确立“立足中小
企业、立足广大市民，立足地方
经济”的市场定位。该行在业内
率先提出“携手小微企业，共建
和谐金融”的理念；2010年，该
行引进德国技术，成立了专门
从事微小企业综合金融服务的
微小金融事业部，为客户提供1
-100万元额度贷款，成为潍坊、
青岛等地的知名的金融品牌。
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路线，使

得潍坊银行的经营业绩快速发
展，得到了社会公众和业界的
高度关注和认可，成为一家资
本持续达标、管理机制灵活、经
营效益显著、品牌特色鲜明的
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截至
2014年11月末，潍坊银行资产
总额803 . 4亿元，实现经营利润
15 . 86亿元。

近年来，潍坊银行在山东
省财政厅组织的全省地方金融
企业绩效评价中获AAA级(优
秀)，先后跻身世界银行1000
强、中国服务业500强，荣获全
国“最具特色中小银行”、全国

“最佳财富管理城市商业银
行”、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
位、中国优秀企业形象单位、

“富民兴鲁”劳动奖状、省级文
明单位、山东省劳动关系和谐
企业、潍坊市最具社会责任感
十佳企业等荣誉称号。

开业当天，该行各项先进

的设备也引发了市民浓厚兴
趣。宽敞的营业场所，温馨的
贵宾客户服务中心，以及扫微

信免费打印照片，创意十足的
服务也让顾客业务办理变得
更有趣。

滨州市政协主席孙承志（右）与潍坊银行董事长史跃峰为潍坊
银行滨州分行揭牌。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谭
正正 通讯员 赵凤良 赵海
永) 30日，滨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召开第四次新闻发布会。记
者从会上获悉，在20年间，滨州
市法院共审理赔偿案件114件，
其中拆迁和行政不作为是行政
赔偿案件的主要发生领域，判
决或协调的赔偿金额达226 . 5
万余元。

国家赔偿案件涉及领域较
广但重点领域集中，滨州市法
院共审理行政赔偿案件89件，
其中，判决赔偿32件、经协调后
撤诉16件、驳回赔偿请求或驳
回起诉34件、做其他处理7件，
判 决 或 协 调 的 赔 偿 金 额 达
159 . 3万余元。在89件行政赔偿

案件中，涉及乡镇级政府37件、
行政职能部门32件、县级政府
14件、村委会6件，涵盖了城建、
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主要行
政管理领域。但从近几年的案
件情况来看，拆迁和行政不作
为是行政赔偿案件的主要发生
领域。

滨州市审理刑事和非刑
事司法赔偿案件25件，其中，
决定赔偿18件、经协调后撤回
赔偿申请2件、驳回赔偿请求5
件，决定或协调的赔偿金额达
67 . 2万余元。在司法赔偿案件
中，公安、检察院和法院赔偿
均有所涉及，但由于刑事赔偿
实行后置原则以及民事、行政
案件中只能由法院赔偿，法院

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案件占
了绝大多数。25件案件中，涉
及法院13件、检察院6件、法检
共同赔偿3件、公安机关3件。

国家赔偿案件的审判最
终赔偿的比例总体较高，司法
赔偿案件决定或协调后的赔
偿率达到了80%，行政赔偿虽
然由于证据以及审理中需要
考虑的其他方面的因素，赔偿
率要低于司法赔偿，但判决或
协调后的赔偿比例也达到了
53 . 9%。

据悉，滨州法院在国家赔
偿审判中扎实工作，取得了在
全省有影响力的工作业绩，得
到了上级法院的认可。滨州法
院一直按照把“权利救济”的

职能放在首位，通过适度倾斜
保护赔偿请求人，综合运用其
他救济渠道，使国家赔偿审判
真正成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
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滨州
市法院制定规范性文件，规范
了国家赔偿案件从立案审查、
审理到最终决定的全过程，通
过理论调研，对国家赔偿制度
的理解得到了深化，提高了解
决疑难、复杂国家赔偿案件的
司法能力，也为国家赔偿制度
的发展完善提供了智力支持。
因此，在2012年全省中级法院
国家赔偿工作绩效评查中取
得第三名，在2014年11月全省
法院国家赔偿工作会议中，滨
州法院做了会议经验交流。

台子镇多举措

传播婚育新风

本报讯 近年来，邹平县台
子镇以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为依
托，针对不同群体，举办丰富多彩
的“特色课堂”，传播科学、文明、
进步的婚育观念，收到良好效果。

上好“青春期课堂”。在镇中
学开设“青春期课堂”，定期组织
计生服务人员举办专题讲座，为
广大青少年提供心里咨询服务，
培养女孩“自尊、自爱、自强、自
立”的意识。办好“新婚期课堂”，
利用各村人口学校进行国策教育
和新婚知识教育，帮助新婚夫妇
树立“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
是传后人”等文明进步的观念。举
办“丈夫课堂”。通过开办“丈夫课
堂”，转变丈夫“重男轻女”的观
念，使其更加“关爱妻子、理解妻
子、尊重女性”。 (李巧 齐丽萍)

好生街道多项服务

促计生工作提升

本报讯 今年以来，邹平县
好生街道计生办积极探索新思
路、新方法，开展多项服务活动，
促进了计生工作的开展。

在避孕节育措施方面，为育
龄妇女提供放心服务；在优生优
育方面，为安排有生育计划的夫
妇提供知心服务；在产后、术后随
访方面，为育龄妇女提供舒心服
务；在利益导向方面，为计划生育
户提供安心服务；在婚育新风进
万家活动中，为育龄妇女提供贴
心服务。多项服务活动的开展，拉
近了与育龄群众的距离，提高了
计生管理服务水平。 (张静)

邹平长山镇多举措

提升计生工作质量

本报讯 今年以来，邹平县
长山镇计生办创新管理模式，强
化措施，人口计生工作质量不断
提升。

长山镇坚持每周组织召开一
次计生例会，系统学习计划生育
政策法规、业务知识，做到温故而
知新。坚持管理“制度化”，制定完
善了人口计生工作制度、计生专
干工作考核制度，使各项工作做
到有章可循。坚持考核“规范化”，
根据目标责任书要求，完善了人
口计生工作考核内容和考核办
法，单项工作和日常工作考核相
结合，根据考核情况，适时通报，
限时整改，有效调动了镇村干部
的工作积极性。 (段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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