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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律师师代代理理诉诉讼讼不不许许漫漫天天要要价价
服务收费有了具体标准

县域快讯

今日德州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王
明婧) 29日，德州物价部门公
布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分为代
理民事诉讼案件、代理行政诉
讼案件、代理国家赔偿案件、办
理刑事诉讼案件和代理各类诉
讼案件的申诉，其中律师服务
收费最高2000元/小时，标准自
2014年7月1日起执行。

按照规定，代理民事诉讼
案件时，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每
件800元—10000元；涉及财产
关系的，每件基础服务费1000
元—2000元，争议财产标的额

超过1万元的，按比例分段累
进计算。代理行政诉讼案件
时，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
1000元—10000元；涉及财产
关系的按照民事诉讼案件收费
标准执行。

代理国家赔偿案件时，不
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800元—
8000元；涉及财产关系的，按照
代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诉讼
案件的收费标准减半收费，但
最低不少于1000元。

办理刑事诉讼案件分侦
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收

费。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咨询
300—500元/次，申请取保候审
500—3000元/件，代理申诉和
控告1000元—10000元/件；审
查起诉阶段，不涉及财产关系
的1500元—12000元/件，涉及
财产关系的按照代理涉及财产
关系的民事诉讼案件收费标准
的 7 0 % 执行，但最低不少于
2000元；审判阶段，不涉及财产
关系时，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
2500元—20000元/件，担任自
诉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
2000元—15000元/件；涉及财

产关系的按照代理涉及财产关
系的民事诉讼案件的收费标准
执行。

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
诉，不涉及财产关系的1000—
10000元/件，涉及财产关系的
按照代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
诉讼案件的收费标准执行。

此外，律师服务收费可采
取 计 时 收 费 ，收 费 标 准 为
100—2000元/小时，不足一小
时的按一小时计。办理法律服
务事项花费在旅途的时间，折
半计算。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王飞) 近日，德
城区纪委对 3 0余个区直部门

“庸懒散”情况进行了抽查暗
访。据统计，今年以来，德城区
纪委对“庸懒散”问题开展集中
督查、抽查、暗访17次，查处违
规问题5个，通报违规单位6个，
诫勉谈话3人。

本次检查采取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直奔单位的形式，深
入各部门通过查看考勤记录、
查看工作纪律、查看工作状态
等方式，进行随机式监督检查，
未发现工作时间玩游戏、聊天
等“庸懒散”问题。

据悉，为继续深化“庸懒
散”专项治理工作，德城区纪委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每月两次
不定期抽查，每季度集中督查1

次，并建立督查定期通报制度，
对发现的问题按有关规定及时
严肃处理。

德城>>

6个“庸懒散”被查

本报6月29日讯 (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宋林涛) 暑期将
至，为确保中小学师生度过一
个安全、充实、快乐的假期，规
范学校办学行为，乐陵市强力
整治暑假期间违规办班行为，
对涉及在职教师违规开办辅导
班的，将一律予以关停，并对当
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乐陵下发了《关于对暑假
期间违规办班行为进行专项治
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市各
级各类学校制订切实可行的
工作方案，成立工作小组，明
确责任分工，全面开展自查整
治、整改工作；公开监督举报
电话。并由教育、工商等部门
成立联合检查组，对各种形式
的违法招生广告和违规办班
行为进行清理，清理情况及时
向乐陵市监察局及市纪委派
驻机构进行通报。下一步，还
将进一步加大查处力度，及时
查处和取缔各种违法违纪办班
行为。

乐陵>>

叫停暑期违规班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刘
振) 29日，记者了解到，宁津县
杜集镇小付村有多家木炭窑，
大气污染严重，影响村民生活。
该县环保局组织工作人员进行
了现场调查，对违规的木炭窑
进行了停产整治。

经调查，在宁津县杜集镇
小付村东北角有一家木炭小作
坊，共有八个煤炭窑室，该作坊
无任何手续及污染防治设施，
生产时产生的废气未经处理直
接排放。此前，该县环保局已经
要求其关停，并限期拆除。

此次现场勘察，已有1个窑
室拆除完毕，4个窑室停产闲置
中，另外3个窑室即将出炭，目
前已经不再有烟雾产生，现场
无任何原材料，待出炭后将彻
底停产。

为答谢广大读者的关
爱，一起见证齐鲁晚报·今日
德州创刊四周年，本报推出
平价书画义卖活动，欢迎书
画爱好者、热心读者和市民
的参与。

随着市民艺术水平和鉴
赏能力的提高，普通人家开

始越来越多地张贴和悬挂书
画作品，花钱不多，还能买来
书画家的字画，恐怕是每一
位市民的梦想。本报也曾举
办过多年的“春节免费送春
联”活动，在此基础上，本报
为书法家、画家和市民再次
搭起公益平台，让大家零距

离接触，让供需双方面对面
沟 通 。书 画 家 通 过 这 一 平
台 ，知 名 度 进 一 步 得 以 提
升，而大大低于市场价出售
的作品，也让更多市民和读
者获益。在此过程中，确保
每一件作品的真实性和公
益性。最终，售卖善款将通

过有关渠道捐赠给社会困难
人群。

这一活动即日起征集书
画界人士，广大读者也可拨
打电话预约登记。

联系电话：2600000
13275441551

本报记者 王金强

今日德州创刊四周年搭起公益售卖平台

花花一一点点钱钱，，买买超超值值的的平平价价书书画画

在齐鲁晚报·今日德州
创刊四周年之际，本报启动

“我和晚报不得不说的故
事”主题活动，面向全市征
集“铁杆儿”读者，请将您和
晚报有关的藏品或特别的
故事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
分享共同成长的快乐。

齐鲁晚报诞生26年来，
在省内每个地方都有很多

“铁杆儿”读者。每逢有重大
事件，本报都全面深入地给
予详细报道，并适时推出特
刊、号外，供读者收藏。

有一种特别的牵挂，缠
绕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牵挂
的人，就是千万个陌生的

“您”。在今日德州创刊四周
年之际，本报启动“我和晚

报不得不说的故事”主题活
动，寻找“铁杆儿”读者，让
我们一起追忆最初与晚报
邂逅的故事，重温那些似水
的温情。

无论您是通讯员，还是
普通读者，如果您有见证晚
报成长的收藏品，比如奖
牌、奖杯、证书，包括晚报历
年出版的报纸、特刊、号外
等；或者您曾向晚报供稿、
提供信息资源、热衷收集剪
报，见证过晚报的成长，都请
您赶紧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2600000或18805340831告诉我
们，说说那些年和晚报不得
不说的故事，让更多的读者
和您一起分享见证。

本报记者 李榕

寻找“铁杆儿”粉丝

当时光渐行渐远，记忆
逐渐模糊，您是否有一种

“让时光停止”的冲动？正值
齐鲁晚报·今日德州创刊四
周年之际，本报现面向广大
读者征集生活中的老物件，
并集中展出。让感怀青春的
你，让爱怀旧的你，静下心，
回头看。

即日起，本报广泛征集
老物件，它们可以不值钱，
只是些旧玩具、旧用品；它
们可以很常见，勤俭持家的
你或许现在还在用着。但它
们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
本土特色、民俗特征，能勾
人回想旧时的美好时光，触
摸到岁月的痕迹。老物件最
好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物

品，越接近百姓生活越好，
征集时间于7月17日截止。

所有物品均需附上物
品名称、年代、文字说明，联
系电话及住址，老照片除上
述内容外，另注明拍摄地点
或人物，拍摄人姓名。

您可自行送至齐鲁晚
报报社，地址为：经济技术
开发区宋官屯街道汽摩学
院东董子文化街内齐鲁晚
报；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上
门 领 取 。联 系 电 话 为 ：
15206903036；

珍贵或易损坏的老照
片，可以翻拍或扫描，将数
码 照 片 发 送 至 邮 箱 ：
240237332@qq.com。

本报记者 王明婧

征集怀旧“老物件”

宁津>>

关停木炭小作坊

6月29日，三八路上一段粘贴在路上的盲道因气温日渐炎热，胶体开裂，原本整齐的
盲道变得十分凌乱。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凌乱的盲道

抢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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