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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牵涉资金
周转问题，普罗大众也常在生活工作中
发生借贷行为。不管是书面借贷方式，
还是普通老百姓经常采用的口头借贷
方式，只要借贷行为发生，必定伴随着
借款数额、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违约责
任条款的约定，其中很多人因为利息问
题发生纠纷。

民间借贷案件双方约定高利息的
现象比较普遍，更有甚者，约定的利息
数额远超过本金数额，严重影响经济发
展与和谐稳定。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案
例，借款方与出借方系二十几年的老同
事，借款方因家庭企业经营困难多次向
出借方借款，本金累计80多万元。借款

方碍于情面同意了出借方提出的年利息
30%的要求，奈何企业效益不好，利息越
滚越高，两年时间全部用来偿还利息，本
金分文未还，最终因无力偿还本金和剩
余利息，被出借方诉至法院。庭审中，借
款方以利息超过24%为由，要求从本金
中扣除多偿还的利息，法院根据《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未采纳借款方的
观点，支持了出借方的诉请。

《民法典》首次明确将禁止高利贷
写入其中。第六百八十条规定：禁止高
利贷，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这是国家从法律层面规范民间借
贷行为，对办理民间借贷案件有了更明

确的指导作用，与此同时2020年 8月
20日新修订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对旧规进
行了调整，明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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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先的24%、36%两个
标准修改为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以2020年9
月8日签订借贷合同为例，2020年8月
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为3.85%，则在此期间签订借贷合同的
贷款利率超过15.4%的，出借人请求借
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法

院不予支持。上述规定不但降低了借
款方的还款压力，也让借贷关系更加规
范，更加合法化。

禁止高利放贷，这是借贷合同必须
遵守的准则。高利放贷破坏国家金融
秩序，损害借款方的合法权益，必须予
以禁止。所以，凡是借款关系约定支付
利息之债的，借款利率应当依照国家的
有关规定确定，不得违反国家关于利息
的有关规定。

虽然《民法典》对高利放贷作出了
明确的禁止，但民间借贷类纠纷产生的
争议焦点却远不止这些。诸如，出借时
双方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导致争议发
生时双方对借款期限、借款利息无法达

成一致；出借方以现金支付方式给付借
款，未保留相应证据、无法提供款项来
源等原因最终导致败诉；这些情况，不
仅出借方无法有效地通过司法手段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也增加了法院的办案
难度，浪费了司法资源。因此，作为出

借方应增强法律意识，借款时保留相关
证据，保证借款程序严谨。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整理

道路保洁、公厕保洁、生活垃圾处理全程智能可视，6座垃圾焚烧处理厂投运——

城乡环卫开启“智慧时代”

《民法典》明确禁止高利贷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纪殿国 通
讯员 海波 摄影报道）22日，本报6版刊发
了《学校门口成了共享单车“停放点” 塔山
小学数百名师生出行存在安全隐患，上学放
学时人车混行》一文，报道了芝罘区塔山小
学门口以及门口右侧数十米道路被大量共
享单车占据，导致学校门口拥堵不堪。数百
名小学生上学和放学时人车混行，存在很大
安全隐患，引起学校和家长们担忧。

报道刊发后，立即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芝罘区综合执法局和烟台交警一大队
快速出击、联手整治，芝罘区塔山小学门口
共享单车停放点位被取消。

22日上午，芝罘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执法人员和烟台市交警一大队民警，来到芝
罘区塔山小学门口现场办公。两部门相关
负责人现场约谈多家共享单车运营工作人

员，要求运营商立行立改、规
范经营，要求运营商有序投
放，及时调度，加大巡查
力度，及时清理不合规
停放的共享单车。

记者了解到，
运营企业管理不
到位，停车点位
设置不合理，系统

“定位”发生漂移，市
民还车不到位、没有有
序停放，都会成为影响交
通的原因。

据芝罘区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相关负责人黄侃介绍，共
享单车停放点位设置需要先征求辖区办事处
的意见，由城管和交警部门联合管理。共享
单车停放点位设置属于动态管理，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后期调整或者取消。黄侃表
示，交警和城管部门曾多次联合执法，清理

过不按照规范停放的共享
单车5000余辆。

“这个点位离学
校太近了，影响学
生正常上下学交
通秩序，影响交
通安全。我
们现场约谈

几家共享单车
企业，取消这个

点位。同时，将学
校周边 150 米范围

之内设为禁停区域，
共享单车在该区域还车

是还不了的，保证学校周
边交通安全。”烟台市交警一大队副大队长
肖德海告诉记者。

肖德海表示，交警部门此前也约谈过共
享单车运营企业，提出过学校周边150米内
禁停的要求，但是相关企业没有落实到位，

这一停车点位设置不合理。“希望运营企业严
格遵守内部规定，落实好企业责任，落实交警
和城管部门的管理要求，保障道路有序、安
全、畅通。希望市民在使用共享单车时有序
停放，放在规范地点。”肖德海倡议。

经过交警、城管现场办公和约谈，各大运
营商工作人员迅速清理停放在学校门口的共
享单车。学校门口恢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

随后，交警和城管执法人员还出动了两
辆执法车，对塔山小学沿途道路周边乱停乱
放的共享单车进行了清理。

“今天早晨，学校门口又被共享单车围
堵了。老师和家长们都担心学生们的通行
安全。”在学校门口，塔山小学后勤负责人王
强老师告诉记者：“这么快问题就解决了，我
们放心了！”

难题一朝得解，在场的部分学生家长和
居民都纷纷点赞：“感谢烟台日报社‘烟台民
意通’栏目关注民生，感谢交警和城管部门
快速执法，你们实实在在为百姓排忧解难！”

“烟台民意通”报道后，城管、交警快速反应——

塔山小学门口共享单车停放点被取消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郭超 通讯员 靳祥陆）10
月21日，市文化和旅游局、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
在烟台市人才市场成功举办
了文化和旅游产业人才专场
招聘会。招聘会采用线上线
下同步进行的方式，现场共有
58家文旅企业参加，提供包括
酒店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
理、旅游管理、烹调技师、暖通
技师、电气工程、电子商务、平
面设计、国际贸易、葡萄酒酿
造、Java研发等750余个就业
岗位。据不完全统计，当天线

上线下岗位咨询 1000 余人
次，企业接受简历500余份，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200余人。

参加招聘的企业纷纷表
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和国庆小
长假，文旅市场复苏势头强
劲，企业用人需求也同步回
升，这种集中招聘、抱团宣传
的方式对企业招引人才非常
有利。下一步，市文化和旅游
局将继续围绕产才融合发展
的主线，深入了解文旅企业用
人需求，为企业送服务、为人
才送政策，全方位助力文旅企
业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杨健 通讯员 王柯然）记
者从市公交集团获悉，按
2020年公交线网优化调整实
施方案，23日起优化调整105
路、新辟接驳10路、撤销106
路，26日起优化调整52路。

105路（双向发车）由上海
滩场站发车，沿学府西路、双河
东路、长宁路、凤凰大街、迎春
大街、港城东大街、桐林路、银
海路、迎春大街、烟大路、清泉
路、泉韵南路、滨海中路、逛荡
河东路、港城东大街、科技大
道、学院路、学院西路运行至上
海滩花园场站。由于双河东路
（长安路至长宁路）路段未验
收，105路临时绕行长安路，验
收后，按调整方案运行。共设
置：上海滩花园场站、学院西
路、孔家滩北站、莱山一中、金
海名园（澜怡园小区）、蓝色智
谷、烟台大学文经学院、橡树
湾、国际博览中心、国际博览中
心西门、体育公园东站、烟台大
学东门、泉韵南路、新世界百

货、烟台大学等33处站点。首
班6:30，末班夏季19:00，冬
季18:00。

接驳10路由逸品香山发
车，沿X033、无名路运行至安
吉村。共设置：逸品香山、逸
品香山西站、安吉村等3处站
点。首班时间6:30，末班时
间19:00。

106路撤销，市民可通过
58路、78路满足出行需求。

52路由高新区公交检测
线发车，沿原线路行至红旗中
路与楚绣东路交叉口左转，沿
楚绣东路、楚泰街行至楚泰街
与电厂东路交叉口左转恢复
原线路。增加：楚绣东路北
口、楚绣东路楚绣北路口、辰
源雅景西门、康和小学、富春
山居等5处站点。取消：华乐
家园（路北）、成大机动车交易
市场、电厂东路、玺山（香山公
园）、康和新城等5处站点。高
新区公交检测线首班5:30，末
班21:00；康和新城公交场站
首班5:40，末班21:30。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杨健 通讯员 石春玲）记者
从市人力资源考试中心获悉，
2020年执业药师、一级注册造
价工程师资格考试将于本周末
（10月24日、25日）举行。

考生进入笔试考点参加笔
试时须接受体温测量、核验山
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准考证
和身份证。市人力资源考试中
心提醒广大考生，请及时登录
报名网站打印准考证，并做好
考前准备工作。应试人员应持
有效居民身份证（含有效期内
的居民身份证、临时身份证、社
保卡）、准考证和山东省电子健
康通行码（绿码）进入考场。根
据考务要求，考试开考5分钟
后，应试人员不得再进入考场。

此外，执业药师考试四科
客观题科目试卷全部采用“卷
卡合一”印制方式，应试人员需
沿裁切线将答题卡小心撕下，
注意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试卷
与答题卡一一对应，应试人员
必须在从本人试卷上撕下的配
套答题卡上作答，卷卡不一致
将影响应试人员考试成绩。

为有效防范和查处各类
作弊行为，烟台市人力资源考
试中心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并将联合公安、无线电管理等
部门，派出无线电监测车，重
点查处可能出现的高科技作
弊行为。阅卷过程中将采用
技术手段对试卷进行雷同检
测，对被甄别为雷同的答卷，
将给予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

烟台市文化旅游产业人才专场招聘会举行

文旅企业用人需求回升

今起105路等
公交线路优化调整

执业药师、一级造价工程师
资格考试将开考

22日，为铭记历史，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烟台十中举行了“传承红色
基因 绽放最美青春”合唱比赛。

YMG全媒体记者 柴向阳 通讯员 初春晓 摄

一图获取所有信息。5.4万个垃圾桶安
装了电子标签，410座转运、压缩站纳入监
管平台，打开智能地图，垃圾收运情况全部
呈现在眼前；

一屏实现全程监管。垃圾焚烧余热发
电厂内，一块小小屏幕显示着焚烧全过程监
管情况，各项主要环保指标实时更新；

一键知悉城乡环境。智慧大数据应用
中心让道路保洁实现可视化，智能厕所导
向系统能实时观测温度、湿度、蹲坑使用情
况……

一个会思考的“最强大脑”，让环卫工作
开启“智慧时代”。近日，记者从市城管局了
解到，全市智慧环卫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
阔，让城市更美丽、生活更宜居。

轻点鼠标，“智慧环卫”落地生根

“莱山区观海路与银海路路口附近道路
有撒漏。”昨天上午9点，一位市民通过数字
化城市管理平台投诉，几分钟后环卫工人出
现，将道路上的粘土进行了彻底清理。

在智慧大数据应用中心，这一过程实现
了可视化。“数字化、信息化管理极大提高了
环境卫生的管理效能。”正在现场处理投诉
的市城管局环卫中心环境卫生保障服务站
站长邹辉介绍。

依托“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
的城市管理体系，针对全市13个市区环境
卫生管理单位，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完善了
环卫事件的跟踪处理等子系统。全市环境
卫生管理单位严格落实投诉首接责任制，无
论是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发现的问题，还是市
民向管理平台投诉的问题，只要是涉及环境
卫生管理、作业等方面，相关部门都必须做
到半小时有回音，一般问题一个工作日内办
结，较大问题三个工作日办结回复。

对于智慧环卫的探索，烟台起步很早。
2002年，烟台市投资4500万元建设的生活
垃圾转运站投入运行，压缩运行过程首次采
用自动化控制、智能化管理，环卫工人第一
次坐在中央控制室轻点鼠标操作设备，“智
慧环卫”在烟台市落地生根。

2007年以来，烟台市城市管理局全力
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成为全国数字
化城市管理新模式首批试点城市。烟台
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指导县市区环境卫
生管理部门建立了对口衔接、快速反应的
工作机制，通过整合内部作业检查、市民
投诉、数字城管万米网格采集等多项管理
资源，逐步形成纵到底、横到边的社会化
管理网络。

覆盖城乡，“最强大脑”引领环卫变革

当垃圾桶有了电子标签，意味着收运方
式已经掀起了巨大变革。智能环卫，让城乡
居民向清运车的轰鸣声、臭气熏天的垃圾桶
说“再见”。为了全力打造密闭、高效、环保的
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烟台将遍布城乡、星罗棋
布的410座转运站、压缩站纳入数字化实时
监管平台，在垃圾清运车辆上安装定位系统，
通过智慧环卫平台对垃圾清运时间、次数、线
路等实施动态监控。莱州、招远、牟平等市
区，对5.4万个垃圾桶安装了电子标签，及时
通过管理平台调度垃圾运输车开展“点对点”
清运，环卫作业管理的“全方位覆盖、无缝隙
对接、一体化管理”水平大幅提高。

市城管局环卫管理中心主任杨新慈介
绍，2012年以来，全市环卫工作进入转型升
级发展的新阶段，城乡环卫一体化实现全覆
盖，环卫作业实施市场化运作，生活垃圾处理
由无害化向资源化转变，生活垃圾收运方式
改革加速，智慧环卫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阔。

智慧管理向环卫作业延伸。全市环境
卫生管理部门、较大规模保洁公司，累计投
资近5000万元建设了各自的“智慧环卫”信
息管理平台。依托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技
术,对环卫管理所涉及到的人、车、物、事进

行全过程实时管理,开展大数据分析。道路
保洁、公厕保洁，生活垃圾转运、处理等工作
实现可视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

智慧管理引领再造流程。2012年以
来，烟台市建成了110座乡镇生活垃圾转运
站，6646个村居全部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
管理网络。2016年以来，全市建成了300
座小型生活垃圾收集压缩站，有效地解决传
统垃圾运输模式存在的散发异味、污水渗
漏、噪音污染、装运垃圾拥堵交通等问题。

现代化垃圾处理监管体系已经初步成
型。2014年以来，我市大力建设生活垃圾
焚烧处理设施，截至2020年9月底，总投资
22亿元建成并运行了6座垃圾焚烧处理
厂，全市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达到
74%。市区第三座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等3
个在建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2020年底按
计划建成后，全市将有9个垃圾焚烧厂，设
计日处理能力6550吨。

随着垃圾处理模式转型，市环卫系统通
过建设数字化、信息化监管平台，对设施运
行全过程实行智能化监控。制定了《烟台市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运营监管办法》，采用现
场检查和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等多种措施，
对垃圾焚烧实行全过程监管，监测设备运行
和污染物排放等关键指标。为了接受社会
监督，全市组织各垃圾焚烧发电厂安装了在
线监测设备，并与环保部门实时联网，即时
公开主要环保指标。通过建立现代化的监

管体系，确保了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
安全、规范运行。

更多尝试，智慧环卫保卫“蓝天白云”

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和新设备投入使用，
智慧管理在全市环卫行业呈现出蓬勃发展
的良好态势。

“海德公司研发的智能环卫清扫设备，
开创了自动驾驶环卫新时代，成为全市环卫
行业发展的里程碑。”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
员、一级调研员王克山说。下一步，我市环
卫将充分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建设生活垃圾分类全过程信息管理系
统，对市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全
程实现数字化监管。引进高效先进的考核
系统，对道路深度保洁、垃圾清运、公厕管理
实时精细化监管。利用智能化、自动化环卫
保洁设备，对接5A级景区的标准，将62公里
长的市区滨海路打造成为国内最洁净的海滨
观光道路。

“我们也将与相关领域科研院所、专家
学者、设备制造企业密切合作，群策群力，推
动我市环卫行业由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驱
动型、管理智慧型转变。”王克山说，为建设
绿水青山、碧海蓝天的仙境海岸、鲜美烟台，
贡献环卫人的力量和智慧。
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李尚钧

智能扫路机亮相智能扫路机亮相。。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曲彩云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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