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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国道、242 省道下月底贯通

济南到德州界缩短至半小时

山东联通非法盗播山东有线信号被叫停
系全国首例广电运营商胜诉 IPTV，IPTV 或将下线央视 3、5、6、8 频道
□记者 高雯

近日，颇受关注的“山东联
通盗播信号”一案有了一审判
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结果显示，被告山东联通公
司、山东广电新媒体公司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的规定，应立即停止
不正当竞争，并承担赔偿原告山
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简称“山
东有线”)经济损失的责任。这意
味着，山东联通和山东广电新媒
体公司合作开展的交互式网络
电视(简称“ IPTV”)业务，非法截
取了山东有线的直播信号，擅自
播出央视加密频道第 3、5、6、8
套节目，存在不正当竞争，需要

立即停止。居民以后通过联通网
络电视 IPTV ，或将无法收看央
视 3、5、6、8 套节目。

这是全国首例广电运营商
因为央视 3、5、6、8 频道转播权
问题诉讼 IPTV 新媒体并且胜
诉的案例，对于目前全国各地数
字电视与新媒体平台的CCTV3568
播出权之争将极具借鉴意义。

经过国家批准，央视3、5、6、8
即综艺频道、体育频道、电影频
道和电视剧频道四套频道，自开
播以来就是加密收费性质的电
视节目。“因为央视3、5、6、8四套
加密频道播映的节目版权也是
购买的，很多节目还涉及国际版
权。而央视购买的节目版权中，
并非都包括IPTV、互联网电视

等新媒体的播出版权”，负责央
视3、5、6、8套节目信号授权工作
的中广影视卫星有限责任公司
曾发表公开声明，暂不向IPTV
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信号授权，央
视3、5、6、8套节目仅限于通过有
线电视传输收看。在山东，中广
影视卫星公司将央视这四套节
目的转播权独家授予了山东有
线。为此，山东有线每年支付着
高额的收视费。

而在没有获得任何授权的
情况下，山东联通的网络电视
IPTV 非法截取了山东有线信
号，直播央视 3 、5 、6 、8 这四套
加密频道。2016 年 5 月，山东有
线一纸诉状将合作开展 IPTV
业务的山东联通和山东广电新

媒体公司告上法庭。
经过了管辖权异议、证据交

换、追加被告、追加被告管辖权
异议、开庭审理等多项环节后，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今年 10
月 22 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
告山东联通、山东广电新媒体公
司应当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
赔偿山东有线经济损失及合理
费用共计 300 万元。

法院经过审理调查，发现
山东联通、山东广电新媒体公
司将山东有线的中央电视台
第3、5、6、8频道节目有线电视
信号直接输送给其宽带多媒
体 ( I P T V )客户，屏幕下端且
有“山东有线统一全省客服热
线96123”滚动字幕。这一行为

不仅无偿使用了山东有线传
输资源，还容易导致客户对被
告山东联通、广电新媒体公司
与原告山东有线有关联关系
或者对有线电视和宽带多媒
体 ( I PTV )所输送的电视节目
内容多少、质量高低等产生错
误认识。这一行为违反了诚实
信用原则，损害了原告山东有
线的合法权益，扰乱了社会经
济秩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长达一年半的诉讼有了一
审结果，根据判决结果，山东联
通IPTV将停止盗播山东有线直
播的央视3、5、6、8套节目信号。这
意味着，居民通过联通网络电视
IPTV，或将无法再收看直播的
央视3、5、6、8套节目。

网格化环境监管
每日巡查重点污染源

近日，济南市王官庄街道全
面推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实
现“环境执法全覆盖，环境监管
无盲点”。将 11 个社区分为 43 个
网格单元。按“属地管理”原则，
各单元网格员，由其对管辖网格
的环境监管负直接责任。

根据《环境监管网格化管
理工作实施方案》，对环境监管
工作进行统一和规范。对重点
污染源企业、重点监管对象按
照监管频次开展日常巡查，每
天按时填写《环境监管日常巡
查日志》，一企一档。做到执法
有据可循，确保辖区环境保护
综合整治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通讯员 马宇婷

□记者 郝小庆

近日，记者来到 104 国道天
桥段，看到双向六车道的道路主
体部分已经完工，正在进行挪移
电线杆及附属设施建设。而章丘
境内的 242 省道也已基本完工，
一南一北两条重要道路都已升
级成为一级公路，12 月底之前
将实现通车。

“ 104 国道黄河北段改建工
程全长 29 . 7 公里，自 2015 年 9
月开始施工，按照一级公路标准
设计。”济南公路局副局长任顺
祥介绍，这一工程南起天桥区大
桥镇 220、308 国道交叉口，北至

德州界，曾是京福线上有名的
“长梗堵”，“之前道路只有双向
两车道，路况不好，从黄河大桥
开车到青银高速得 50 分钟。”现
在，104 国道自靳家立交以南拓
宽为双向六车道，以北为双向四
车道，从黄河大桥到青银高速
10 分钟就能到达，半个小时就
可以到德州界。“ 104 国道通车
后，市民可以通过靳家立交往东
直达遥墙国际机场，往西直通京
福、济聊高速。”

242 省道章丘南段改建工程
自文祖镇起，向南至莱芜界。工
程全长 9 . 8 公里，自今年 3 月份
开始改造，与 104 国道一样按一

级公路标准建设为双向 4 车道。
“这一段道路沿线有很多古文化
遗迹，直通齐长城，途经三德范、
大寨等古村镇，旅游资源丰富，
因此也把这一路段称为‘旅游大
道’。”济南公路局副局长朱立河
介绍，242 省道通车后，从章丘
区到莱芜雪野湖景区仅需 15 分
钟车程。

据了解，作为连接济南章
丘区与莱芜的重要通道，2 4 2
省 道 章 丘 南 段 改 建 完 工 后 ，
意味着章丘“南大门”打通，
济莱经济协作区连接将更加
紧 密 ，章 丘 南 部 山 区 的 旅 游
资源也将更好地开发利用。

224422省省道道主主体体部部分分已已基基本本完完工工，，正正在在进进行行附附属属设设施施建建设设。。记记者者 郝郝小小庆庆 摄摄

省妇联首次公开
征集三八红旗手

记者从省妇联了解到，为
扩大省三八红旗手(集体)、省
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
(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社会参
与率和品牌影响力，宣传展示
我省优秀女性胸怀祖国、志存
高远，立足岗位、甘于奉献，开
拓创新、争创一流的先进事
迹，省妇联决定，以网络及新
媒体作为社会化推荐主要渠
道，首次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省三
八红旗手 20 名，省三八红旗集体
5 个，省巾帼建功标兵 10 名，省
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
10 个。参与推荐者请登录山东
妇女网(www.sdwomen.org.cn)或
关注“齐鲁女性”微信公众号
下载相关推荐表，报名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10 日。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惠敏

绿色新能源号牌
明年 3 月全省铺开

继济南启用新能源汽车号
牌后，近日，青岛市新能源汽车
号牌开始启用。12 月中旬，临
沂、潍坊也将开始推行新能源
汽车号牌，省内其他城市预计
在明年 3 月全面推广。

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上
海、南京、无锡、济南、深圳五个
城市，率先试点启用了新能源
号牌。2017 年 11 月起 ,新增长
春、青岛等 12 个城市推广新号
牌。同时,准备在 12 月中下旬,在
临沂及潍坊两市推行新能源汽
车专用车牌,预计明年 3 月份将
在山东全省推广。 据大众网

近日，山东省出台盐业体
制改革实施方案，以打破食盐
产销区域、市场价格、工业盐准
运证许可等限制。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现有食盐定点生产
和批发企业依照新的规定申请
许可，根据许可范围从事相应
经营活动。

目前在济南等城市，食盐
价格明显下降，种类明显增多。
比如，一包 400 克的“鲁晶”牌
新品食盐仅售价 1 . 3 元，有的
外省品牌价格甚至低于 1 元。

据新华网

山东盐业体制改革
有望出现外地低价盐

济南房企不得拒绝公积金贷款
□记者 郝小庆

21 日，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
会、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
合发布《关于支持职工使用住房
公积金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有关
事项的通知》，要求房地产企业
不得阻止或变相阻止职工使用
公积金贷款购房。

通知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
销售商品房时，应该充分尊重购
房人的贷款方式选择，不得阻挠
或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并且购房人在办理公积金

贷款时，若需要由房地产开发企
业提供有关资料，企业应配合
提供。

具备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
的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购房时，房地产开发企业不能
针对购房人进行提价、减少价
格折扣或执行与商业贷款购房
不同的价格，以此增加购房限
制条件或附加其他条件。

对经查实存在阻止或变相
阻止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
款的房企，责令限期改正，拒不
整改的，予以通报，不良行为记

入开发企业信用档案；情节严重
的还将被暂停项目的网上签约。
如果遇到房企拒绝办理住房公
积金贷款，购房人可向济南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拨打 12329 投诉
反映。

此外，新楼盘应该在 10 日
内到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申请办理公积金贷款楼盘准
入，等公积金中心将房地产企
业的公积金贷款按揭楼盘准入
信息提供给济南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后，才能开通该楼盘项目
的网上签约系统。

买保健品被骗 7 万
省消协调解退款

22 日，记者从山东省消费
者协会了解到，家住济南市 70
多岁的所老太太向省消协反映
她和老伴花费近 7 万元买的保
健品不仅没有商家宣传的功
效，且出现了食道和肠道有息
肉和腺瘤生长等不良反应，经
过消协协调，最终保健品公司
退给她货款 34950 元。

几个月前，所老太太与老
伴一起参加了由山东某保健品
公司组织的赴江苏扬州免费旅
游活动，旅游期间该保健品公
司的人员举办了讲座，在讲师
的多次“洗脑”诱导下购买价值
69900 元的口服免疫球蛋白保
健品。回来后两个人在服用保
健品时发现并没有商家宣传的
功效，所某服用该保健品后出
现腹泻等不良反应，其老伴去
医院检查发现食道和肠道有息
肉和腺瘤生长，两位老人怀疑
与服用该保健品有关系，遂与
保健品公司负责人联系要求退
货，但公司负责人拒不退款。

经调查，该保健品公司在
旅游期间，聘请讲师进行讲座，
向众多老年人宣传保健品。21
日上午，经调查取证发现，该公
司的行为构成了对商品作引人
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过协调，最
终保健品公司负责人为所老太
太退回未服用的保健品，货款
34950 元。 记者 刘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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