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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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征收工作未启动 要求政府补偿履行职责不予支持
【案件简介】

原告刘某称于1994年在临时
国有土地使用证59 .98平方米地
上盖了30平方米房子，15年前被
强拆没有给予补偿，余下的29.98
平方米土地上堆放有20年的大理
石，价值3000元。某区政府15年前
是征收人，15年后仍然是征收人，
刘某要求区政府合并处理，按照
本市市场价格补偿临时国有土地
证上面积为59.98平方米的价值。

刘某因诉某区人民政府不履
行房屋征收补偿法定职责一案，
经一二法院审理驳回起诉，后向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
原来，区政府拟对刘某房屋

所在地区进行棚户区改造，并开
始进行调查摸底和协商，但区政
府并未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房屋
征收拆迁工作未实际启动。在此
阶段，刘某要求区政府履行房屋
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的提出请求条
件不具备。刘某虽系区政府老城
区改造范围内的被征收人，针对
其临时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院地
补偿问题，双方正在进行协商，未
签订协议，亦未拆除房屋，对其权
利义务亦未产生实际影响。故刘

某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
围，依法驳回刘某的起诉。

【律师解读】
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岫岩：市、县级人民政府对涉及本
行政区内的房屋具有征收与补偿
的法定职权，但这种职权是行政
机关主动性职权，是否启动征收
程序并作出征收决定，由行政机
关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决定。如
果房屋征收拆迁工作未实际启
动，在此阶段，当事人要求行政机
关履行房屋征收补偿法定职责，
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行政诉讼专题·第九十六期

李岫岩律师，毕业于山东大学
法学院，法学硕士。山东居高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代理了省
内数百起行政案件。李岫岩律师在
经济纠纷方面也多有建树，尤其金
融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挽回巨大经
济损失，李律师以其女性的感性，法
律人的理性思维在处理纠纷方面尤
其有独到之处，李岫岩律师是山东
电视台，齐鲁电视台特邀嘉宾解读
律师，山东法制报解读律师，生活日
报解读律师，新晨报特邀律师。其代
理案件多次入选国家部委督办案，
省高院评选的十大行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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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订单就避免了近
十万元汇兑损失，做外汇业
务还得找中行，服务专业效
率 高 ，帮 我 们 吃 下‘ 定 心
丸’。”没去网点多跑，省下繁
琐材料，在中行淄博分行协
助下，淄博市某外贸企业足
不出户动动鼠标，顺利避免
了货款损失，深受企业负责
人推崇。

对广大出口企业而言，
汇率跌宕如同坐“过山车”，
一个数字的变化可能意味着

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资
金波动。去年10月，这家外贸
企 业 与 美 国 购 货 方 签 订 了
100万美元的合同，约定美元
兑人民币汇率成本价为6 . 8。
企业担心，若后续人民币升
值，货款将大幅缩水。利用中
国银行金融电子交易平台的
远期结售汇业务，企业分四
次将汇率锁定在 6 . 9 2，成功
实现汇率保值。

作为国内首个对公外汇
交易电子平台，中国银行金

融电子交易平台覆盖外汇、
远期结售汇、人民币外汇掉
期交易、期权业务等七大类
交易品种，客户能实时获取
远期结售汇价格，在线委托
交易，大大节省时间成本。其
中的远期结售汇业务，是客
户与银行约定办理结售汇的
外币币种、金额、期限与汇
率，能帮助企业在当前锁定
未来汇率，已成为淄博市众
多 外 贸 企 业 保 值 避 险 的 法
宝。

“当前汇率市场波动加
剧，中行金融电子交易平台全
面与各市场交易时间对接，帮
助客户更快地捕捉价格，规避
风险。平台操作界面可个性化
定制，功能齐全，操作简便，省
去原先到柜台办理的繁琐步
骤，进一步帮企业减负。”中国
银行淄博分行贸易金融部工作
人员介绍，仅需沟通、签约、安
装、开通四步，最快一至两个工
作日就能为客户完成平台系统
配置，顺利开办业务。

多年来，中国银行淄博分
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运用丰
富的外汇服务经验，支持企业

“走出去”。针对有需求的企业，
中行还完善“售后服务”和上门
服务，手把手培训，面对面答
疑，为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汇
率避险方案。截至目前，中国银
行淄博分行已与全市多家外贸
企业建立了密切的业务合作关
系，成为了“跨境业务首选银
行”。

(肖群 郭艳)

中行淄博分行

为为企企业业““出出海海””保保驾驾护护航航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白继农 罗苓
秋) “五一”小长假来临，其间
外出旅游人员增多，踏青采摘、
探亲访友等活动频繁，全市道
路交通流量将大幅增加，易发
生交通拥堵及道路交通事故。
淄博公安交警发布“五一”期间
道路易堵路段、施工路段和事
故多发点段，请市民合理规划
出行时间、出行路线和出行方
式，避开出行高峰和易堵路段。

张店易拥堵城区路段有城
区柳泉路与共青团路的银座、
茂业商圈；金晶大道与商场路
的淄博商厦、万象汇商圈；华光
路与义乌路的淄博义乌商品城
商圈；柳泉路的沃尔玛商圈；华
光路的大润发商圈；北京路博
发水果市场商圈。同时，张博路
与南外环路口、昌国路与湖罗
路路口、张南路山铝铁路口、原
山大道与新村路路口、北京路
与昌国路路口、湖罗路与张辛

路路口，以上路口车流量较大，
也易发生拥堵。景区易堵路段
为张辛路的玉黛湖景区。

因为共青团路(世纪路至
东四路路段)、湖罗路与张辛路
路口、张博路与南外环以南(张
店段)正在进行道路施工改造，
会影响道路通行能力，也极易
发生拥堵。

高新区易堵路段有银泰城
西六路周边道路，中润大道与
世纪路新玛特路段，柳泉路银

座奥特莱斯门前道路，北西五
路，裕民路(柳泉路至西六路)
和柳泉路(裕民路至北辛路)路
段，鲁山大道S231(原S235)青
银高速匝道，鲁山大道与民祥
路路口，S231(原S235)与鲁泰
大道临时环岛处。黑铁山景区
沿线路段，花山公园周边路段。
由于齐新大道和尊贤路路口正
在进行道路施工改造，会影响
道路通行能力，易发生拥堵。易
发生交通事故路段有G205高

新区段，S231(原S235)与鲁泰
大道临时环岛处。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樊
舒瑜 通讯员 傅海燕 石鸿
儒) “凝心聚力·同心奋进”，傅
山村第六届运动会经过紧张有
序地筹划、组织和实施，于4月27
日胜利闭幕。

本次运动会紧扣时代精
神，以“中国梦·傅山梦”为主
题，共设田径、篮球、足球、乒乓
球、棋类、趣味体育等13个项

目。来自傅山村各企业单位及
驻地单位的14支代表队，近600
名运动员参加。

从4月12日开始，三人制篮
球赛、三人制足球赛、象棋、乒
乓球、拔河等集体项目已经率
先展开激烈角逐。

27日下午，所有赛事圆满
结束，闭幕式上为获奖团队和
个人进行了隆重的颁奖。

淄博公安交警发布“五一”期间道路易堵路段

商商圈圈、、景景区区等等附附近近路路段段为为易易堵堵““重重灾灾区区””

淄淄博博市市高高新新区区傅傅山山村村

第第六六届届村村民民职职工工运运动动会会闭闭幕幕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马玉
姝) 4月29日，记者从淄博市人
民政府网站获悉，从即日起到5
月底，淄博市市场监管局将重点
围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零售药
店违法违规行为、网络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汽车消费领域专项执
法和假冒侵权行为等当前社会
关注、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开
展五大专项整治行动。

其中，在开展打击侵犯他人
注册商标及市场混淆行为中，将
服装集中生产区域和服装销售
市场及周边作为重点检查领域。
重点查处冒用他人厂名、厂址，
利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字号、商
标等标识实施市场混淆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以及其他足以引人
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
存在特定联系的市场混淆行为。

据悉，市市场监管局将下设
5个专项督查组，强化督导和明
察暗访力度。下一步，还将探索
创新监管方式，实施综合监管与
专业监管相结合，实施智慧监管
精准打击、顶格上限处罚、信用
联合惩戒、失信黑名单制度、投
诉举报奖励等措施，提升市场监
管成效，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淄博市市场监管局将对5大领域实施专项整治

假假冒冒商商标标一一经经发发现现将将顶顶格格处处罚罚

详情可下载齐鲁壹点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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