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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应知应会（之五）
●中共青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

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
●青海省司法厅

35.疫情防控期间，政府是否有权征用组织、

个人的动产或不动产 ? 造成损失如何处理？

因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

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组织、个人的不动产或

者动产。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

还被征用人。组织、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

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

36.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

小组成员有权查阅、复制集体财产状况的资料吗？

有，集体成员有权查阅、复制相关资料。

37.建筑区划内的道路，所有权归谁？

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

外。

38.针对业主大会成立难问题，民法典做出何

种规定？

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业

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成立的具体条件和程序，依照

法律、法规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居民

委员会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

指导和协助。

39.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有哪些？

（1）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2）制定

和修改管理规约；（3）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

主委员会成员；（4）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

其他管理人；（5）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

资金；（6） 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7）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8）改变共

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

（9）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40.业主共同决定事项，表决需要多少人参与？

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41.小区电梯广告收益归谁？

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

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人，在扣除合理成本之

后， 属于业主共有。

本报讯（记者 一丁 啸宇）青海的道路越来
越四通八达，广大老百姓感同身受。自东向
西，纵横交错、规模庞大的动脉网络贯通城市、
畅达乡村。过去的一年，我省交通运输部门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奋力推进公路交通基础设
施发展，全年完成高速和国省干线建设投资
206.6 亿元，一大批公路建成通车，这是记者 1
月7日从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的。

为加快拓展省际通道，打通和消除我省境内
国家公路网“断头路、瓶颈路”，尽快实现我省高
速公路立体互联，我省持续不断加大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国省
干线、农村道路，一座座跨越江河的桥梁、穿山
越岭的隧道相继建成，成为沟通南北、连接东
西的“康庄大道”。据了解，去年我省建成通车
的一批道路中，国道 G569 线曼德拉至大通公
路宁缠垭口至克图段(仙米至克图段)，起点位
于门源县宁缠河，经门源县仙米乡，终点位于
克图乡镇的东侧，顺接克图至大通段的起点，
全长 42.365 公里；国道 G569 线曼德拉至大通
公路克图至大通段，起点于门源县克图乡镇东
侧，终点于大通县老营庄，全长 52.06 公里，均
为一级公路。这两段公路不仅与“最美公路”扎碾
公路相媲美，而且建成后门源至大通的交通变得
更加畅通，由于国道G569曼德拉至大通公路是
国道G6京藏高速和国道G30连霍高速的重要连
接线，也成为我省重要的北部出口通道之一。

同时在建成通车的道路中还有国道G572线
塘格木至切吉段公路，起于铁盖乡，终点于切吉
乡，接国道G109线青海湖段改线工程段，全长

68.587公里；省道S312线玛多至色吾沟公路改建
工程尕日阿强咯曲至色沟段，起于玛色公路处，
终点在色吾沟接G215线，全长80.67公里；省道
S218线河南至鄂尔哈斯桥(青甘界)公路，起于黄
南州河南县国道G213线，终点至鄂尔哈斯桥(青
甘界)青海东侧，全长138.64公里，这三条道路是
我省交通扶贫建设中的重点项目，它们的建成通
车，便捷周边沿线广大群众出行的同时，也为他
们打开了一扇扇更加富足、更加幸福的大门。

建成通车的还有国道G215线涩北至察尔汗
段公路，起于国道G215线马海至涩北公路与原
国道G315线交叉处，终点接原国道G215线，全
长161.78公里；国道G573泽库至兴海公路南巴
滩至河卡山段公路，起于泽库县城接国道213线
(现阿赛公路)处，终点于同德县南巴滩岔口接西
久公路处，全长101.82公里；省道S306线官亭至
哈城公路官亭(峡口)至大河家段，起于民和县中
川乡美二村，接中川公路处，终点于大河家黄河
桥头，全长14.493公里。这几条道路的建成通车，
分别对促进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快速发展、推
动黄南州南部与海南州南部经济往来、加强青海
东部城市群的对外交通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民小公路与109国道连接线团结大桥也是
建成通车的重点项目之一，起点接兰青高速马场垣互
通下行线连接线，终点位于湟水河北岸接109国道，长
983.5米的团结大桥通车后进一步加强了甘青两省的
互联互通，增强了兰西高速连接线的通行能力。

206.6亿!我省一批公路建成通车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1月7日，城东区召
开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项
目培训暨国家级“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
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区启动仪式。此项
工作的实施是城东区教育信息化建设进程中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城东区教育教学信
息化建设翻开了新的篇章。

与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推进教育信息化工
作，引领教与学模式的变革，提供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将是一场具有引领性的教育革命。
近年来，城东区教育局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发
展，在积极推进省标准化学校建设的基础上，
从“建、配、管、用”四方面入手，深入研究教育
信息化在促进教学方式变革、提高课堂教学和
教育管理效率，促进东区教育信息化水平得到

快速发展。2020年，东区被教育部列为“基于
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
实验区。目前，以教育信息化2.0行动为重点
的实验区建设项目已全面启动，东区教育局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大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融合应用的资金投入，以教育信息化推动东区
教育现代化发展，注重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
重点，以激活教师创新意识和创造潜力为抓
手，推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核心的区域
智慧教育发展，深入教育改革创新，促进教育
公平、均衡，努力构建定位清晰、互联互通、共
建共享的线上教育平台，探索适合东区教育信
息技术融合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打造智慧
教育品牌，全力推进东区教育现代化高质量发
展，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本报讯（记者 悠然）为确保市场消费安
全，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助力疫情防控工
作日常化，近日，城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莫家
街市场监管所以辖区农贸市场、商超、大中型
餐饮店为重点开展市场专项检查工作。

保障保供稳价政策落地。一是建立日
监测、日统计、日报告机制，强化粮油、肉、
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市场监测，做好价
格变动情况分析预警，每日将统计情况及
时进行上报。二是时刻与市场、超市保持
密切联系，随时关注超市的生活物资进销
货情况和价格动态，加大对囤积居奇、哄抬
物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三是要
求市场开办单位在市场醒目位置设立公平
秤，并派驻专人进行看守，对发现的短斤少
两的情况进行详细登记，严肃查处，严厉打
击短斤少两违法行为。

守牢疫情防控安全底线。在农贸市场
入口处设置体温测量点，督促经营户佩戴口

罩，加强疫情个人防护，严格落实“测温+健
康码”措施，督促各经营主体每天进行体温
测量，并建立登记制度，督促市场开办方每
日进行3次清洗消毒工作，专业消杀公司对
市场内每周进行2次消杀，建立消杀台账。
并对进出入市场的消费者做好测量体温、佩
戴口罩工作，切实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底线。

加大冷冻冷链排查力度。监管所执法
人员对莫家街农贸市场开展全天候巡查，
特别加大了冷冻冷链食品的市场检查力
度，对市场内的经营户逐一进行检查，严格
要求冷冻冷链食品经营户实行“三证一码”
制度，对不能提供《消毒证明》《检疫合格证
明》《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合格证明》《追溯
码》的进口冷链食品一律下架封存，不得销
售；要求专用通道进货、专区存放、专区销
售，并且各经营主体必须做到在购进冷链
食品前24小时向莫家街市场监管所进行报
备，并建立冷链食品溯源台账。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 摄影报道）“以后
不穿的鞋子、衣物，还有废纸及旧家电都
可以送到这个分类垃圾箱了。不仅能按
提示分类回收垃圾，而且还能获得积分兑
换现金呐！”随着智能垃圾分类收集箱在
多个小区投入使用，市民逐渐养成了自觉
分类投放垃圾的良好习惯。目前，50 台
智能垃圾分类收集箱分布在城西区 34 个
小区内，接下来还将投放 250 台，覆盖城
西区 300 余个小区。

1月6日，记者来到海湖新区海宏A区
看到，一个占地10平方米左右的智能分类
垃圾收集箱整齐地摆放在小区内，工作人
员正在清理部分已经装满的收集箱。“这个
智能分类垃圾收集箱是2020年初投放使用
的，日常居民通过登录注册的电话号码，按
照分类指示进行投递，我们将按照各回收
垃圾的市场价按个或者称重，对居民进行
返现。”运营经理韩大伟告诉记者。一个塑
料瓶 0.03 元、废旧衣物每公斤 0.8 元，废铁
每公斤 0.3 元……按照各类回收垃圾的价

格，居民每投递一次，就能按市场价获得一
部分现金奖励。“以前投递垃圾时不会考虑
是否可回收，现在能第一时间做好分类，并
通过这台智能分类垃圾收集箱进行投递，不
仅方便快捷，而且以奖励的方式鼓励大家分
类垃圾，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居民陈伟明
说。

在文汇园小区，智能分类垃圾收集箱
前一名督导员正在现场指导居民投递垃
圾。记者采访了解到，每一台智能分类垃
圾收集箱均为“1+5”的模式组成，也就是一
台主机加五个分类收集箱，各种收集箱还
可按照用户需求进行调配。
目前，城西区已投入50台智能分类垃圾收
集箱，在册使用用户已有15000户，使用率
达40%以上。

接下来，城西区还将在现有收集箱的
基础上，再投放 250 个，覆盖辖区 300 余个
小区，争取覆盖率达90%以上。同时，城西
区投入3千万元建垃圾分类分拣站，为将来
实现垃圾分类一站式处理奠定基础。

本报讯（记者 芳旭）为充分发挥临时救助
制度的急难救助作用，城北区民政局及时安排
今冬明春的临时救助工作，目前，第一批140户
困难家庭已按程序审核通过，他们将享受到寒
冬里最暖心的救助金。

“这两天天气虽然很冷，但一想到我们能
为辖区困难群众申请上今冬明春的临时救助
金，心里就觉得暖暖的。”近日，城北区各级社
会救助工作人员走家串户，一趟又一趟，楼上
楼下不停地跑，在短短10天之内，工作人员通
过全面摸排后，在全区登记受理了386户今冬
明春临时救助困难家庭申请。

为了尽快让申请对象在第一时间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温暖，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召集城北
区13家成员单位召开专题会议，140户困难家
庭的救助申请审批通过，其中低保家庭132户、
特困家庭 7 户、孤儿家庭 1 户，救助金达 87.32
万元，通过各项程序后，申请救助的困难家庭
元月份就能顺利领到救助金。

今后，区民政局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规范
审核审批程序，继续加大摸排力度，充分发挥临
时救助制度效能，做到“应救尽救、应纳尽纳”，切
实兜牢兜住民生保障底线，保障困难群体能在这
个寒冷的冬天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国家级国家级““新型教与学模式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区在东区启动实验区在东区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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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00台智能垃圾箱将覆盖西区台智能垃圾箱将覆盖西区

本报讯（实习记者 严进芳 通讯员 马昕
雨）1月5日上午，大通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通
过庭审直播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案件，该
案是《民法典》正式实施后，大通法院受理
的首起典型民间借贷案件。

据了解，被告马某于2015年向原告姜
某借款7000元，原告一直索要未果，后被告
于2019年向原告出具了欠条但并未偿还借
款，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并
支付利息和索要借款产生的交通费。

2021 年 1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正式实施。法官依据《民法典》第
五百零九条、第六百八十条对该案作出判

决，并就应运《民法典》有关条款对此案判决
结果向当事人当庭释法明理，当事人在了解

《民法典》有关规定后表示服判不上诉。
《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仅

次于宪法的重要基本法，是社会生活的百
科全书，是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立法表
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广泛开展民法
典普法工作，大通法院通过庭审公开，在线
直播、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等方式加大对《民
法典》的宣传，不断将《民法典》宣传到最基
层，宣传到人民群众中间，不断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关注《民法典》、学习《民法典》、应运

《民法典》的法制意识。

大通法院判决适用大通法院判决适用《《民法典民法典》》第一案第一案

中区开展市场检查保障群众消费安全中区开展市场检查保障群众消费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