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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高新区南石社区领
秀空间小区用了两年的水泵
房竟是违法建设，被相关部
门下达了限期拆除决定书。
这可急坏了该小区500多户居
民。水泵房若被拆了，居民用
水就成了难题。

本报记者 巩悦悦

520余户居民用水

全靠水泵房维系

7月30日9时许，在南石社
区领秀空间小区物业办公室
内外，已聚集了近30名居民。

“听说小区水泵房是违法建
设，我们过来咨询一下到底
是啥情况，水泵房如果拆了，
我们用水问题该咋解决。”一
位居民说。

水泵房位于小区东南角
处。“城管部门今年6月份给水
泵房下了责令限期拆除决定
书。”小区物业管理办公室崔
先生说，由于历史遗留问题，
他们小区没通上自来水。小
区通过新上净水设备、建设
该水泵房，供应13座楼520余
户居民的用水。“如果官方界
定小区的水泵房属于违法建
设，我们也无话可说，但首先
得 解 决 老 百 姓 的 用 水 问 题
呀。”

记者看到，崔先生所说
的《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

盖章为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对此，高新
区城管部门一工作人员说：

“他们执法局没有单独下拆
违通知的权利，都是以管委
会的名义下。”

据了解，7月24日，淄博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再次向南石社区领秀空间
小区下达了《强制执行决定
书》，称若当事人7月27日前不
自行拆除该违法建设，将对
其实行强制拆除。

淄博高新区违法建设治

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先想办法解决问题，

不能让百姓用不上水”

水 泵 房 虽 属 于 违 法 建

设，但牵扯到小区520余户居
民的用水问题，该违建究竟
留不留，对执法部门而言是
个考验。

高新区违法建设治理领
导小组办公室丁先生说，他们
向四宝山街道办事处、国土规
划部门了解获悉，南石社区领
秀空间小区泵房及最西边的传
达室、超市等建设均无土地规
划，都属于违法建设。“我们已
经给该小区下达了强制拆除通
知书，都是按照法律法规及规
定进行的。”

“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如
果不清楚该水泵房是否属于
违法建设，应向政府有关部
门咨询、审批、报备，不应该
私自建设。该水泵房确实属
于违法建设，但牵扯到百姓
用水，解决问题也需要人性
化考虑。”丁先生说：“如果该
水泵房确实建在此处，且关
系到百姓用水，可由该小区
物业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
咨询一下是否能申请保留水
泵房？看能否能通过完善手
续，来协商解决此事。”

丁先生说，该小区物业
可以首先向街道办事处反映
该问题，再由街道办事处逐
层上报。“小区水泵房违建在
先，我们不鼓励他们违法。但
既 然 牵 扯 到 小 区 居 民 的 用
水，我们政府部门也要想办
法解决问题，不可能让居民
用不上水。”

水水泵泵房房是是违违建建，，550000多多户户居居民民用用水水咋咋办办
事发淄博高新区南石社区领秀空间小区，执法部门为保居民用水暂未实施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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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某某靠承包土地种植为
生，虽然生活称不上大富大贵，
但也是不愁吃喝。一家人对承
包地都很费心思，因为一家人
的生活都指望着这几亩地。没
想到平静的日子被突如其来的
麻烦打破。

2016年6月17日，李某某所
在镇人民政府在未经其同意、
未进行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利
用推土机强行毁掉李某某4亩
承包土地上的茄子、辣椒和卷

心菜等农作物，并在被破坏的
基本农田上拉围墙、放置土堆，
导致李某某的承包地无法继续
耕种。看着辛苦一年的成果，顷
刻间毁于一旦，李某某一家的
心情可想而知。

李某某找到山东居高律
师事务所，委托王胜军律师，
为自己主张权利。经过王律师
与李某某的共同努力，2016年
1 2月 1 2日，人民法院作出判
决，认定上述镇政府实施清除

地上物的行为未履行相关程
序，属于程序违法。2017年1月
3日，李某某申请国家赔偿，其
所在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1月
25日作出《赔偿答复》，按照相
关文件，上浮35%计算，给予李
某某附着物及临时占地补偿
款28350元。

在很多人看来这可能不是
一笔大数额的赔偿，但也不能
否认这是努力维权的成果。时
间在流逝，法治建设在完善。

四四亩亩承承包包地地被被毁毁，，律律师师帮帮助助获获赔赔偿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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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日讯(记者 马玉
姝 通讯员 路春菲) 从7平
方米的店铺到坐拥四家店面，王
浩在行业内摸爬滚打了14年。

高中毕业后，王浩一直都有
自己创业的打算。2004年，张店
义乌小商品城开业，26岁的王浩
和女朋友成为第一批入驻这里
的创业者。谈到为什么会选择玩
具行业，王浩笑着说，就是喜欢

做这件事，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
孩子，但他感觉，这些门类不一
的玩具，有一种让人觉得幸福的
能量。

初入玩具行业时，王浩的玩
具店只有一间店铺，面积仅7平
方米，放不了多少货品。“那时候
的玩具市场不像现在这么火爆，
品种也不多，但我还是坚持去浙
江等地考察市场，选择最多的就
是毛绒玩具。”

对王浩来说，创业路的开始
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最初一
年，他的玩具店几乎都在赔钱，
一个月几天不开张也是常有的

事，“创业很苦，但是坚持很酷。
其间曾想过放弃，但不甘心，我
始终觉得这个市场未来一定是
大有前景，毕竟每个家长都希
望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玩
具是孩子必不可少的‘玩伴’。”
2005年，玩具店的业绩有所好
转，但也仅仅能维持收支平衡，
王浩没有气馁，坚持选择高品
质受家长孩子欢迎的特色玩
具。

得益于王浩和妻子的踏实
肯干，在创业的第三年，玩具店
终于开始盈利了，店铺也扩大
了一倍，玩具品种增加到100多

个种类，开始有了固定的客户
群体，有很多孩子从出生就用
王浩家的玩具，一路走来都已
经上初中了。

2010年，王浩的玩具店扩
大到4间店面，也有了自己的仓
库，玩具品类达到了几百种之
多，小朋友在动画片里看到的
经典玩具，都能在他的店里买
到，还有各类遥控汽车、电动玩
具、学习机器人、说唱故事机，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间专门的
店铺销售儿童自行车。

对于王浩来说，卖玩具需
要不断投入资金进货，只有货

品种类足够多，才能赢得消费
者的青睐。2015年，王浩得知淄
博市人社局创业贴息贷款的政
策，他立刻申请了，很快就有了
10万元的贷款解决进货资金短
缺的燃眉之急。“我现在觉得很
幸福，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业，政
府还来支持我们，有什么理由
不坚持下去呢？”

相关链接：淄博市人社局
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联系方式：
张店昌国西路88号陶瓷科技城
会展中心2017房间，3189111；张
店区创业贷款担保中心：新村
路99号，电话5207990。

创业典型王浩：从佛系少年到战斗青年

““创创业业很很苦苦，，坚坚持持很很酷酷””

创业故事

本报讯 为了提升教师的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
合，张店区南定小学积极组织
教师参加第十六届全国中小学
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
(NOC)教师赛项，三名教师参加
了教学实践评优·基于交互设
备的互动教学课例组的角逐，
赛前教师们针对自己的课例精
心研究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整合
点，赛场上，每一位老师都不遗

余力地展示着自己的成果，鸿
合在线学习功能、几何画板、微
课等信息手段被教师巧妙地运
用到自己的课堂上，使信息技
术课堂达到了传统教学无法企
及的效果。

通过参加本次活动，参赛
教师们对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整
合取得了新的认识，新的收获，
获得了专业成长。

(王建军)

张店区南定小学组织教师参加NOC比赛

这处水泵房供应着小区500多

户居民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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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公布7月份全市食品药品行政处罚信息

食品标签不达标，沃尔玛被处罚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巩悦

悦) 8月2日，淄博市食药局在
官方网站上公布了7月份全市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信息，共通
报了157起案件，内容包括销售
农残超标食品、经营超过保质
期食品等，涉及张店区、高新
区、周村区、临淄区、淄川区、博
山区、沂源县、高青县、桓台县、
文昌湖旅游度假区。

其中，山东堪迪玛施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淄博分公司使用
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添加剂生产
食品，被没收违法物品、违法所

得、罚款；淄博山平商贸有限公
司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
规定的预包装食品，被没收违
法产品、违法所得、罚款；淄博
盛华德尚商贸有限公司未按规
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被罚款；深圳沃尔玛百货零
售有限公司淄博柳泉路分店经
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被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经营
的商品、并罚款；淄博漱玉百姓
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张店区中埠
金悦康药店未组织对医药工作
人员进行健康检查，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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