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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堵！邻居擅将入户门由内开改外开
城管部门：若当事业主行为违法将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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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戚云雷 记者 岳致呈

邻居家的门本来是内开
却趁装修改成外开

2019年，石先生花170多万元，在槐荫区
西棠甲第小区购买了一套新房，所在单元为
一梯两户，他的房子是边户。去年11月交房
后，他开始忙活新房装修。

今年4月初，石先生到新房查看装修情况
时，看到中间户邻居家也开门了。让他觉得奇怪
的是，原本交房时邻居家的入户门是内开的，现
在却成了外开门。经过检查他才发现，原来邻居
家更换了入户门，并把入户门由内开改成外开。

“邻居这样改入户门，影响了我家的出入
通道，进出很不方便。”石先生说，他用尺子实
地测量过，家门口的公共走廊只有1 . 2米宽，
但邻居家入户门却有98厘米宽，开门时，整个
走廊只剩下20多厘米宽，根本无法过人。

“万一发生火灾等危险情况，他家人能开门
逃生，却阻碍了我家的消防逃生通道。”石先生
说，邻居家把入户门由内开改成外开还会造成
安全隐患，如果自家人出门时，正好碰到邻居家
突然开门，很容易就撞到了，非常危险。

“我之前遇到过这家邻居，想让他改回
去，但他坚决不改。物业说邻居改入户门未经
过他们同意，虽经协调，邻居还是拒绝恢复原
样。”石先生表示，按照开发商的设计，他们单
元中间户的入户门就是内开，所以他只有一
个诉求，那就是要求邻居把入户门恢复原样。

物业：已下达整改通知
但当事人拒不整改

4月25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槐荫区烟台路

的西棠甲第小区。石先生所在的单元为一梯两
户，石先生为01边户，隔壁邻居家是02中间户。石
先生提供的图片显示，邻居确实将入户门改成
了外开，在开门时几乎占用了整个走廊的空间。

记者来到该楼栋其他楼层查看发现，其
他楼层边户的入户门是外开的，中间户是内开
的，中间户的门把手在门的左侧，而石先生的邻
居在更换入户门后，因把入户门改为外开，门把
手在门的右侧。随后，记者联系到西棠甲第小区
物业。据工作人员介绍，石先生隔壁业主家的入
户门原本就是内开，现在改成外开，而且并未向
物业报备，“我们这边给他下达整改通知书，
但02户却拒绝把入户门改回原样。我们会上
报居委会或城管部门。”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业主私自更改入户门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
下一步他们会继续督促当事业主进行整改。

住建、城管部门回应：
若确实违法可进行处罚

4月27日上午，记者就此事联系到槐荫
区住建局。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业主改门改窗应
办理相关手续，如果擅自变更入户门影响
了其他业主，物业必须制止和劝阻，并下达
整改通知书。若业主拒不整改，由物业移交
城管执法部门，强制业主改回原状，“我们
槐荫区住建局没有执法权，执法权归城管
部门。”工作人员说。

“住建局没有执法权，可以移交给我们。”
槐荫区城管局工作人员表示，针对业主更改
入户门是否违规，他们没有认定的技术能力，
所以住建部门将案子移交给他们前，要先从
技术规范上进行认定，看业主的行为是否违
规以及如何处罚。

“如果确实是违法行为，住建局可以向我们
移送案子。我们按照他们认定的违法行为进行
处罚。如果当事人还是不服，还可以对(邻居)占
用他私人空间的行为提起诉讼。”槐荫区城管局
工作人员表示。

记者 姜宁

威海市商业银行紧抓数字
经济新机遇，将数字银行建设提
到战略的高度加以推进，制定了
数字化转型三年规划，确定了57
个数字化转型项目，高标准推进
项目落地见效，持续打造“客户
体验一流”的“智慧数字银行”。

引进PMO机制，找准项目建
设“发力点”。威海市商业银行聘
请毕马威咨询公司担任转型项目
群管理PMO角色，借助专业力量
建立PMO跨部门协调与决策机
制，严把项目质量，确保转型效

果。加强组织管理，坚持“高效协
同，互动融合”，由转型办公室与
毕马威PMO项目组联合办公，统
筹规划项目建设，实时收集项目
信息，高效响应项目需求；加强过
程管理，坚持“列表明细，挂图作
战”，每周召开项目群例会，定期
更新项目计划，形成项目展板，直
观展示项目进度，高效推进项目
建设；加强质量管理，聚焦项目

“全流程”，对项目立项、开发、测
试、验收、上线等各个阶段工作进
行严格的质量评审。

创新培训模式，把准团队培
养“关键点”。威海市商业银行以

培训为抓手，加快“金融+科技”
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引领全行
加快向“数字银行”转型。实施

“月历”模式，科学制定学习培训
月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系列专题培训，并引进

“知鸟”培训课程资源，实现了
“随时学、在线学、广泛学”；实施
“带教”模式，数字化转型项目经
理和项目群管理员与毕马威
PMO项目组联合办公，全流程
参与项目建设，以干代训增强人
员项目管理实践能力；实施“宣
贯”模式，每周汇编项目工作进
展及特色做法，在全行范围内分

享转型经验，目前已编发20期专
题简报，持续营造转型氛围。

精准效果评估，抓实转型价
值“落脚点”。威海市商业银行坚
持“效果导向”，围绕项目全链条
做好自身“精准画像”，精准评估
数字化转型效果，切实做到“敬畏
增长，尊重有效”。前瞻开展基础
评估，在广泛对标同业、深入厂商
交流的基础上，对供应商选型、需
求方案设计、资源协调等前瞻性
做好论证、评估，为项目实施开好
头、起好步；定期开展总结评估，
对数字化转型效果开展阶段性评
估，目前在科技支撑、数字化运

营、数字化人才等9项数字化能力
方面取得较大进步；持续开展“回
头看”，科学评估项目落地效果，
57个转型项目已启动48个，其中7
个项目已正式上线运行，在聚合
场景、对接生态、搭建平台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威海市商业银行将紧紧围
绕“智慧数字银行”转型目标，持
续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数字化
服务模式，通过数字化的思维、
数字化的模式、数字化的措施，
有效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不断
提升客户体验，更好地满足广大
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

威海市商业银行
强化数字赋能 提升客户体验

记者 赵婉莹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
简称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
局印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从支持受困
主体纾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促进外贸出口发展三个方面，提
出加强金融服务、加大支持实体
经济力度的23条政策举措。

《通知》指出，要发挥货币政
策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
对受疫情影响行业、企业、人
群等金融支持。人民银行将保
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
机构扩大贷款投放、向实体经
济合理让利；适时增加支农支
小再贷款额度，用好普惠小微
贷款支持工具，按照地方法人

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
量的1%提供激励资金，将原用
于支持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
4000亿元再贷款额度继续滚动
使用，促进金融资源向受疫情
影响企业、行业、地区倾斜；
保障留抵退税资金及时准确直
达，促进市场主体尽早享受到
政策红利；对于受困人群，金融
机构要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
时间、延长贷款期限、延迟还本
等方式予以支持，相关逾期贷款
可以不作逾期记录报送。

《通知》要求，要抓好抓实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落地，用好
用足支农再贷款再贴现、碳减排
支持工具，优化支持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全力保障粮
食、能源稳定供应；设立普惠养
老专项再贷款，支持普惠养老机

构融资。用好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丰富新市民金融产品和服
务。支持地方政府适度超前开展
基础设施投资，依法合规保障融
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因城
施策，合理确定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最低贷
款利率要求，支持房地产开发企
业、建筑企业合理融资需求，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引
导平台企业依法合规开展普惠
金融业务，最大化惠企利民；要
求金融机构落实“两个毫不动
摇”，提高新发放企业贷款中民
营企业贷款占比。

《通知》表示，要发挥好民航
应急贷款作用，加快科技创新
再贷款落地，建立信贷、债券
融资对接机制，支持货运物流
畅通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循

环；金融机构要主动跟进和有
效满足运输物流企业、货车司
机的融资需求，对暂时偿还贷
款困难的，合理给予贷款展期
和续贷安排；对货车司机、出
租车司机、网店店主等灵活就
业主体，比照个体工商户和小
微企业主，加大经营性贷款支
持。

《通知》明确，将优质企业贸
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推广至
全国，开展更高水平人民币结
算便利化和企业外债便利化额
度试点；允许具有贸易出口背
景的国内外汇贷款结汇使用；
提高企业跨境人民币使用效
率，完善企业汇率避险管理服
务；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免收中
小微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相关
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手续

费；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
度。

据悉，今年以来，人民银
行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为支
持小微企业留抵退税加速落
地，人民银行靠前发力加快向
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截至4
月中旬已上缴6000亿元，主要用
于留抵退税和向地方政府转移
支付，相当于投放基础货币6000
亿元，和全面降准0 . 25个百分点
基本相当。4月15日，人民银行宣
布全面降准0 . 25个百分点，将再
投放长期资金约5300亿元。

从全年看，人民银行将总计
上缴11000多亿元结存利润，缴
款进度靠前发力，视退税需要及
时拨付，与其他货币政策操作相
互配合，有力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

23条金融举措出台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

编辑：于梅君 美编：继红 组版：洛菁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去年11月，市民石先生(化姓)在济南槐荫区西棠甲第小区购买的新房交了房，他家是边户，按照开
发商的设计，原本入户门是外开门，中间户的邻居家是内开门。但在4月初，他发现邻居竟然趁着装修更
换了入户门，并把入户门由内开改成外开，不但影响了自家正常出入，还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记者查询了解到，去年2月，为
规范户门设计建设“合规不合理”
的问题，济南市住建局发布了《关
于优化提升住宅建筑入户门有关
设计建设要求的通知》，规定“当一
个单元内同层户数较多，受条件限
制，户门外开确有妨碍公共交通等
问题时，户门应向户内开启”。

另外，根据《山东省物业管理
条例》，业主或物业使用人不得违
法搭建建筑物和构筑物、私开门窗
等，不得侵占、损坏楼道、绿地等物
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等。

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建华认为，开发商在建设住宅楼
时，一梯几户肯定有规划。业主买
房后，可以在自己专属区域内做出
合理改动，但不能随意更改公共区
域。如果业主改动入户门方向影响
其他业主出入，就属于侵权行为，侵
害了他人正常的出行权和相邻权。

“先看看主管部门怎么认定这
种行为，再由城管部门履行执法职
责，如果业主仍拒不整改，那业主就
要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王建华表
示，如果当事业主仍拒不整改，受
影响的业主可以向法院起诉，要
求恢复原状并索要相应的赔偿。

业主私改入户门

侵犯他人相邻权

葛律师说法

石先生测量发现，走廊只有1 . 2米宽，但邻居家的入户门却有98厘米宽。 记者 戚云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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