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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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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热线：18705317775 8696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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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某等人是某村村民，该村
自2011年至2014年集体土地多次
被征收，但从未公开过相关的账
目等信息。2017年7月任某等人以
特快专递的方式向镇政府邮寄
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但该镇
政府一直未作出处理决定。

任某等人在要求信息公开
未果后，便向山东居高律师事务
所的李律师寻求帮助。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该镇
政府以任某等人要求公开信息
的时间段不在其管辖期，其代

管的财务账目也无任某等人要
求的公开信息，并且已经对任
某等人的信息公开申请进行了
口头答复为由，认为其不存在
违法行为。

李律师强调，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十二条：“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在其职
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
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
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
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

用的发放、使用情况”的规定，集
体土地征收的相关财务信息属
于镇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范围，
村民依法享有知情权。这一观点
获得了法院的支持，确认该镇政
府不予答复的行为违法，要求对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审查处
理并作出书面答复。

村民享有知情权，对于村
委会的所有收支必须逐项逐笔
公开明细账目，保证让群众了
解、监督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的
收支情况。

任任某某等等人人诉诉某某镇镇政政府府不不履履行行政政府府信信息息公公开开案案

近日,记者走访山东汇能
电气有限公司,在公司生产的
箱式变电站旁,公司负责人对
记者说:“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离不开银行的金融支持。自
2003年公司成立以来,就得到
了中国银行淄博分行细致周到
的金融服务,中行在公司新产
品研发、中标多项重点工程等
多个关键节点上,都给予了授
信等大力支持,对此,公司上下
发自肺腑地表示感谢。”

民营企业在生存和发展中
遇到的资金难点成为社会痛
点。有的小微企业有时一笔款
回不来,多个项目上不了,发展
受到制约,甚至陷入三角债,生
存都成问题。中国银行淄博分
行高度重视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深刻领会发展普惠金融的
战略意义,着力解决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切实承
担社会责任,努力消除社会痛
点。近几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层

面均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中国银行淄博分行将政府相关
扶持政策与本行政策相结合,
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
信贷政策,全面提升服务实体
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质效和
能力,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贡献了力量。

中国银行淄博分行定制金
融产品,帮助小微企业提高“造
血”机能。该行“政银保”业务量
是山东省第一,“政银保”业务

由财政、银行和保险公司联合
推出,由三家分担风险；该行与
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签署协议,
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贷款业务。
这两个产品通过引入政府风险
补偿,解决了企业担保能力不
足的问题。同时该行灵活运用
企业应收账款等资源,开展政
府合同采购融资业务。在为企
业提供授信支持的同时,该行
成功中标淄博市创业贷款担保
中心创业担保贷款金融机构采

购项目,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0
余家小微企业成功申请贷款贴
息并节省财务费用120余万元。

截至10月末,中国银行淄
博 分 行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39 . 86亿元,户数887户,普惠金
融贷款余额11 . 71亿元 ,增速
7 . 93%,高于全行贷款增速,户
数846户 ,定向降准贷款余额
6 . 13亿元,占全行人民币贷款
新增的19 . 88%。

(楚春霞)

中国银行淄博分行

做做强强普普惠惠金金融融 助助力力民民营营经经济济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王盛利
邢强 臧辰昊) 近日，记者从
淄博高新区城市化建设办公
室获悉，2018年，高新区先后
建设完成停车场10处、1050个
停车位，总工程计划投资1200
万元，累计完成投资1277万元。
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高新区

市民出行更便利。
据悉，这10处已全部建成

的停车场分别为：九顶山北入
口停车场、九顶山西坡停车
场、带状公园停车场、李家农
贸市场停车场、江西道农贸市
场停车场、猪龙河西五路停车
场、江榆路停车场、奥特莱斯
门前停车场、赵王路停车场、

仪器仪表园停车场。
近日，记者对几处停车场

进行了走访，在位于张店区扬
帆路与联通路路口西北角的
带状公园停车场，由董家山向
下俯视，该停车场根据山区地
形分成上下两个区域，共建设
了166个车位。与之相邻的仪器
仪表园停车场建设了176个停

车位。高新区九顶山生态恢复
区共计建设施划车位125个。
在宝山生态科技园区，建设了
江榆路停车场，施划车位75个，
建设了江西道农贸市场停车
场，施划车位63个。在奥特莱斯
门前停车场，高新区及时将这
里破损严重的路面重新铺装
沥青，施划了150个停车位。此

外，李家农贸市场停车场施划
车位76个，猪龙河西五路停车
场施划车位76个。越过济青高
速公路，记者来到了贯穿柳泉
路和金晶大道的赵王路。在这
条公路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严
重，2018年，高新区施划车位
143个，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
停车难问题。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陈婷婷) 食品
安全是如今老百姓关注的重
点问题之一，为了增强食安惠
民，淄博高新区食药监分局不
仅引入第三方服务模式，还运
用互联网技术手段，以信息化
监管推动食品安全治理。

据悉，淄博高新区现有的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3000余家，
但高新区食药监分局专业从
事食品安全监管的工作人员
仅12人。“为了进一步做好食

品安全的监管工作，目前分局
与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
构签订了协议，以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开展食品隐患排查。”
高新区食药监分局工作人员
说。根据日常监管需要，还制
作了《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表》。据统计，已对先期试点的
餐饮业排查出各类隐患问题
11624个，落实整改4600个。

同时，高新区食药监分局
利用“淄博高新区食品安全信
息化监管指挥中心”，打造开

发食品安全监管平台，实现全
程信息化监管。包括远程可视

“电子监管地图”，将“明厨亮
灶”工程与“电子监管地图”对
接。工作人员说：“利用电子地
图可直观显示经营单位分布
情况，还可以实现远程监管。
目前，已成功实现对接高风险
高隐患餐饮单位共108家；其
中学校(幼儿园)食堂51家(覆
盖率100%)；大中型餐饮单位
55家；集中配餐单位2家(覆盖
率100%)。”

淄博市高新区食药监局运用“互联网+”推动食品安全治理

110088家家餐餐饮饮单单位位实实现现网网上上监监管管

淄淄博博高高新新区区1100处处新新建建停停车车场场投投用用
累计完成投资1277万元，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

本报讯 11月28日下午，
由张店区教育局发起的“戏曲
进校园”活动走进了张店区铁
路小学，由淄博市残疾人追梦
艺术团皮影戏剧团承办的这次
皮影戏进校园系列活动，激发
起了小学生们对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皮影戏的浓厚兴趣，学
生们享受到一次精彩的国粹盛
宴。当天皮影戏剧团的演员们
为孩子们倾情演出了《孙悟空
大战红孩儿》等精彩剧目，演员
还通过介绍皮影戏历史、演变，
让学生上台体验皮影戏道具，
和孩子有奖互动，让学生深刻
了解皮影戏文化。 (张健)

张店区铁路小学开展

皮影戏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初冬，天气乍寒
还暖，是各种流行性疾病的突
发时节，为做好各种传染病的
预防工作，张店五中于近期开
展了校园消毒，预防季节性传
染病活动。

在政教处的组织下，后勤
人员采用了消毒水、杀蚊药液
剂兑水对学校进行了一次全面
的卫生消毒工作，有效地预防
各种传染疾病发生。同时利用
班会，学校广播提醒、督促师生
做好校园环境卫生工作，加强
各班级通风、消毒制度，班主任
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卫生大扫除
活动，消除卫生死角。 (徐瑶)

张店五中开展

预防传染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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