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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知识60问 (18)
30. 什么是党的

领导法规？
党的领导法规是指规范

党的领导活动，调整中国共产
党与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
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

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党内
法规，其作用在于通过巩固党
的领导地位、强化党的领导职
责、规范党的领导活动，为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挥
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
核心作用提供制度保障。（源
自《党内法规学》）

一、调整服务热线以
来，您还习惯吗？

根据国务院、省政府办公厅
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相关文件
要求，滨州市住房公积金12329
热线已于2021年10月底归并至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拓
宽咨询渠道，群众除拨打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咨询外，也可
拨打滨州住房公积金各县市区
管理部咨询电话，或通过登录滨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

（http://gjj.binzhou.gov.
cn/）、微信公众号（bzszfgjj）等
服务渠道进行政策查询及业务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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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积金

二、公积金中心各管理部联系方式及地址：
滨州公积金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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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部

邹平管理部

博兴管理部

惠民管理部

阳信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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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3-3369902
0543-336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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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滨州市黄河十二路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南厅

滨州市渤海十八路667号中海大厦南侧政务
服务中心二楼西侧

邹平市鹤伴三路388号邹平市政务服务中心
一楼

博兴县新城二路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二楼大厅南侧

惠民县乐安三路288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东
大厅

阳信县阳城六路财政局一楼113室

沾化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西侧

无棣县经济开发区科技孵化园二楼西大厅

北海经济开发区北海大街以北泰康路南首西侧

整治桥下空间
确保高速安全通畅

11月24日，滨州市交通运输综
合执法支队东吕高速路政大队联合
山东高速集团滨州分公司，对辖区
内桥下空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入冬以来，东吕高速路政大
队根据季节特点，持续加强对桥
下空间的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后

及时联系高速运营单位进行处
理，确保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
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此次行
动共出动执法车辆 2 辆，执法人
员 4 名，清理桥下堆积物 2 处。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周昆 通
讯员 李皓阳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尹树芳 报道）近日，第十届
全市城市管理行业岗位技能大比武
活动在中海公园拉开帷幕，来自全
市城市管理系统的197名选手比技
能、赛理论，展现了城市管理队伍良
好的业务技能和精神风貌。

本届全市城市管理行业岗位技
能大比武活动，包括理论考试和现
场比武两部分，现场比武进行了环
卫保洁类的生活垃圾分类模拟演
练、城管执法类的案卷制作、园林养
护类的苗木整形修剪、路灯养护类
的灯具电路组装以及市政养护类计
时砖砌检查井的比拼，全面考察了
参赛选手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
大比武活动现场，来自全市城市管
理系统的9支队伍还进行了队列会
操展示。

今年以来，全市城市管理系统
聚焦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扎实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创新城市管
理方式，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加
强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建设，城市管

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不
断提高。通过全市城市管理行业岗
位技能大比武活动的举办，全面提

升了全市城市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
和业务服务本领，为加快推进城市
管理工作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

打造政治合格、作风过硬、纪律严
明、市民认可的高素质城管队伍起
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岗位技能大比武 助力城管精细化
第十届全市城市管理行业岗位技能大比武活动举行，来自全市城市管理系统的

197名选手比技能、赛理论

为民为民城城管管

在在行行动动

李小鱼向朋友老彭借款100万
元，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本金100万
元，月利率1.5%，一年后还款118万
元”。这个利息高不高，合法么？

这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如果未
约定利息，民法典是不支持索要利息
的。但李小鱼和老彭明确约定了借
期内利息是月利率1.5%（即年利率
18%），假设2020年8月20日以后，
这起纠纷进入法院，法官判断利息合
法与否，要结合借款行为发生的时
间。

如果借贷行为发生在2020年8
月20日之后，按照民法典和新修正
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利率不
得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的四
倍。从2020年8月20
日以来，一年期LPR均
为3.85%，四倍就是年
利率15.4%，李小鱼和
老彭约定的利息显然

是高了。
如果借贷行为发生在2020年8

月20日之前，按照之前法律对借贷利
率“两线三区”的规定，即约定利率不
超过年利率24%，为合法有效，超过
年利率36%，依法认定无效，在年利率
24%至36%之间，为自然债务，出借
人向法院主张这部分利息的，不予保
护，当事人自愿履行的，司法不再干
预。

比如李小鱼和老彭的借贷行为
发生在2020年1月1日，从2020年1
月1日至2020年8月19日的借款利
息，可以按照他们约定的月利率1.5%
（年利率18%，不超过24%合法有效）

计算，2020年8月20日以后的利息，
应该按照一年期LPR的四倍计算。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一年期
LPR不一定总是3.85%，每月20日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或中国人
民银行官网可以查询当月LPR。

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680条：
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

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

的，视为没有利息。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

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
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
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
释【2020】17号）第25条：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

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
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四倍的除外。

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
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
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法释【2020】17 号）第 31 条第 2
款：2020 年 8 月 20 日之后新受理的
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
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之前，当事人请
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
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
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
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
护标准计算。

民间借贷月利率1.5%，合法吗？

滨州市第四届中小学创客节开幕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

春 通讯员 李宝华 卜祥丽 报道）11
月28日，滨州市第四届中小学创客
节在滨城区北城英才学校开幕。

受疫情影响，今年创客节现场
活动项目进行了最大限度地压缩，
机器人竞赛由去年的 6个项目减
少为1个项目，创客作品展示和创
意编程赛项改为线上进行。其中，

创客作品展示以视频方式提交，在
滨州教育云平台进行展示交流。
创意编程赛拟定于 12月4日通过
线上进行。

现场，与会领导为获得山东
省创客协会中小学创客教育联络
站的学校——无棣县第二中学、
滨州莲华学园、滨城区里则街道
西海小学、滨城区第六小学进行

了授牌。
当天，还举行了渤海科技论坛

之人工智能教育与应用论坛，邀
请滨州学院飞行学院马国利博
士、电气工程学院李思光博士到
场作学术报告。两位嘉宾围绕论
坛主题“人工智能教育与应用”，
分别作了题为《人工智能研究现
状及发展趋势》和《人工智能教育

与应用》的报告。
近年来，滨城区强力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坚持把教育创新摆在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仅 2021
年，滨城区培养的 61支中小学生
创客团队，就已在国家、省、市等
各级各类科技创新大赛中夺得一
等奖 22 个，二等奖 24 个，三等奖
15个。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裴庆
力 通讯员 邵爱军 报道）11 月 30
日，在滨州保利大剧院举行的电影
《归路》全国首映仪式上，电影制片
人董文迪、导演张馨等主创人员及
主要演员代表康爱石、王桂峰、孟祥
亮、小么哥（张勇）等纷纷亮相。董
文迪在致辞中分享了电影拍摄的过
程和感悟。

电影以滨州市救助管
理站为原型创作，刻画了救
助管理干部职工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的“孺子牛”精神

据介绍，《归路》是国内首部关
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的宽银幕
电影作品。影片以山东省救助管理
工作为素材，以滨州市救助管理站
为原型创作。电影通过展现救助流
浪者老梁、帮助其寻亲和回归家庭
的艰辛历程，刻画了救助管理干部

职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孺子
牛”精神，折射出民政人的为民初
心、爱民情怀。

“这部电影让我实现了长期以
来想为家乡拍摄一部电影的梦想。”
电影制片人董文迪是一名滨州人，
他表示，民政人坚守初心、为民爱
民，顶风冒雪帮助流浪乞讨人员实
现团圆梦的场景，深深感动着电影
人。电影《归路》根据滨州市救助管
理站的救助工作经验和真实救助案
例，经过艺术的融合和改编而成，力
求把民政人的大爱精神最真实、最
全面地展现给观众。

电影展示的故事正是滨州市民
政救助工作的缩影。近年来，我市
民政部门以“民众之事无小事”为己
任，努力做到“视救助对象为亲人”，
真正把保障居无定所、流落街头的
困难群众的生活和安全当作大事要
事，切实抓紧抓好。市救助管理站
通过建立2条信息渠道、完善4级救
助网络、强化4项保障举措，打造了

“2+4+4”流浪乞讨源头治理“滨州
模式”，推动滨州籍流浪乞讨人员数
量同比减少70%，从源头上破解了
流浪乞讨人员“屡送屡返”的难题，
不但使被救助对象“回得去”，而且

“留得住”，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困

难群众切实感受到了来自党和政府
的温暖。在第九个全国救助管理机
构“开放日”活动中，该工作方法被
评为十佳案例，在全省和全国进行
了广泛推广。人民日报社《民生周
刊》和《中国社会报》相继刊发滨州
经验。

《归路》是首部全程在
滨州取景、讲述滨州故事
的影片，预计12月中下旬
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

长深高速滨州黄河大桥、黄河、
中海、滨医附院、滨州汽车总站，中
裕食品、娇点蛋糕……在观影中，这
些滨州元素一一呈现在观众眼前，
甚至现实中某一个非常熟悉的人也
会以群众演员的角色出现在影片
中。据介绍，电影《归路》是首部全
程在滨州取景、讲述滨州故事的影
片，历经了一年半的拍摄、制作和审
核。首映结束后，预计于12月中下
旬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

董文迪说，希望能让滨州市、山
东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更多观众看
到这部电影，把民政人的为民爱民
精神宣传出去，把滨州文化、滨州民
政工作宣传出去，让社会各界更多
更深入地了解民政工作，了解滨州

文化，了解党和国家对社会弱势群
体的帮助和关爱政策。“同时，也期
盼滨州市委、市政府能给我们更多
机会，让我们通过电影的手段来推
介滨州、宣传滨州，为现代化富强滨
州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董文迪
说。

《归路》有一种震撼人
心的力量，激励民政工作
再前进

电影《归路》首映结束后，观众
纷纷表示，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感
人至深，是一部有温度的电影，通过
观影深切体会到了民政救助工作的
不易；影片主演将人物的心路历程
刻画得入木三分，有一种震撼人心
的力量。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田洪
健表示，电影《归路》的上映是对滨
州民政工作的充分肯定。下一步，
全市民政系统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再接再厉、开
拓进取、担当作为、拼搏奉献，把党
和政府的温暖播撒到每位困难群众
的心里，切实为群众解决“急难愁
盼”问题，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

国内首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题材电影《归路》在滨首映
电影以滨州市救助管理站为原型创作，是首部全程在滨州取景、讲述滨州故事的影

片，预计12月中下旬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吕丽敏 崔尧 报道）
自11月下旬起，市住建局城镇
化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节水宣
传进校园、进企业、进小区“三
进”活动，广泛宣传节约用水的
重要性，普及先进节水经验和技
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活动中，市住建局城镇化服
务中心节水管理科工作人员先
后走进滨州渤海中学、国网滨州
供电公司以及滨州供电公司西
苑小区，通过发放节水宣传材

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师生、企
业职工和小区居民宣传了节约
用水的重要性，普及了生活中的
节水小知识、小窍门，并重点介
绍了先进的节水经验和节水生
产工艺，倡导企业加大水资源循
环利用。

此次“三进”节水宣传活动
共发放宣传材料1500余份，进
一步宣传了节水知识，调动了全
社会参与节水工作的积极性、主
动性，为推动全社会深度节水控
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节水宣传
进校园进企业进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