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聊城城出出台台意意见见推推行行法法律律顾顾问问制制度度
到2020年形成与需求相适应的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体系

本报记者 李军

为全面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作用，结合聊
城市实际，聊城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意见》。
在全市县级以上党政机关普遍设立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的基础上，继续实施“一乡镇一团队一村居一顾问”工程，
建立健全乡镇党委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巩固基层法律服务全覆盖成果，乡镇党委和政府根据需要设立公职律
师，国有企业深入推进法律顾问、公司律师制度，事业单位探索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到2020年全面形成与聊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和法律服务需求相适应的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体系。

建立健全党政机关法
律顾问制度。积极推行党
政机关法律顾问制度，建
立健全以党内法规工作机
构、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
主体，吸收法学专家和律
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
党政机关内部专门从事法
律事务的工作人员和机关
外聘的法学专家、律师，可
以担任法律顾问。党内法
规工作机构、政府法制机
构以集体名义发挥法律顾
问作用。县乡两级党委、政
府应当按照不少于5人、3
人的标准建立法律顾问队
伍。法律事务较多的工作
部门应配备与工作任务相

适应的专职人员担任法律
顾问。法律事务较少的工
作部门应配备不少于 1人
的专职或兼职人员履行法
律顾问职责。

建立法律顾问备案制
度。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
配备的专职、兼职法律顾
问人员名单归口报送上一
级党内法规工作机构、政
府法制机构备案；党委和
政府所属的工作部门配备
的专职、兼职法律顾问人
员名单归口报送同级党委
党内法规工作机构、政府
法制机构备案。

党内法规工作机构和
政府法制机构，分别加强对

下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部
门配备专职、兼职法律顾问
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其建
立健全法律顾问工作机制。

党政机关法律顾问职
责 ：为 重 大 改 革 、重 大 决
策、重大活动、重大项目、
重大资产处置、重大行政
行为提供法律意见；参与
法规规章草案、规范性文
件 的 起 草 、评 估 论 证 、审
核、清理及规范性文件的
备案审查；为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活动
提供法律服务；对涉及全
局的问题提供合法性、可
行性分析论证；参与合作
项目的洽谈，协助起草、审

查、修改重要的法律文书
或者以党政机关为一方当
事人的重大合同；为涉及
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处置
涉法涉诉案件、信访案件、
赔偿案件、重大突发事件、
群体性事件等提供法律服
务；为行政裁决和行政复
议、行政调解案件提供法律
服务，参与涉及党政机关的
诉讼、仲裁和调解等法律事
务的办理；参与法治建设、
地方立法、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等相关问题调研，向党政
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
法治宣传教育和法治培训；
所在党政机关规定的其他
职责。

县县乡乡两两级级党党委委、、政政府府应应当当按按照照

不不少少于于55人人、、33人人的的标标准准建建立立法法律律顾顾问问队队伍伍

工商、金融、文化等国
有独资或者控股企业(以下
简称国有企业)积极推行法
律顾问制度。

国有企业可以根据企
业规模和业务需要设立法
律事务机构或者配备、聘
请一定数量的法律顾问。
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及其
重要子企业可设立独立的
法律事务机构，配备与经
营管理需求相适应的专职
企业法律顾问；规模较小
的国有企业可以设立与其
他部门合署办公的法律事
务机构，配备与经营管理
需求相适应的专职或兼职
企业法律顾问。国有企业
应当科学设定企业法律事
务机构的职责，提高企业

法治规范化水平。
国有大中型企业及其

重要子企业普遍设立总法
律顾问，由企业聘任，列席
党政联席会、股东会、董事
会、经理办公会，并在公司
章程中予以明确。总法律
顾问作为企业高级管理人
员，全面领导企业法律管
理工作，发挥对经营管理
活 动 的 法 律 审 核 把 关 作
用，推进企业依法经营、合
规管理。国有企业应当科
学界定企业法律事务机构
承担的法律管控、法律服
务、法律监督等职责，制定
本企业法律工作规范和指
引，全面明确法律工作内
容、程序和手段方法，提高
企业法律工作规范化、标

准化水平。
国有企业内部专门从

事企业法律事务的工作人
员和企业外聘的律师，可以
担任法律顾问。在国有企业
已担任法律顾问但未取得
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
格的人员，可以继续履行法
律顾问职责。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制度实施后，国有
企业拟担任法律顾问的工
作人员或者外聘的其他人
员，应当具有法律职业资格
或者律师资格，但外聘其他
国有企业现任法律顾问的
除外。法律顾问的辅助人员
可不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
者律师资格。

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
责：参与企业章程、董事会

运行规则的制定；董事会
审 议 事 项 涉 及 法 律 问 题
的，总法律顾问列席董事
会并提出法律意见；对企
业重要经营决策、规章制
度、合同进行法律审核；为
企 业 改 制 重 组 、合 并 、分
立、并购上市、产权转让、
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发
行债券、重大投资、企业担
保、财产转让、大额捐赠、
利润分配、破产重整、和解
及清算等重大事项提出法
律意见；组织开展合规管
理、风险管理、知识产权管
理、外聘律师管理、法治宣
传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参
与公司重大项目谈判，组
织处理诉讼、仲裁案件；所
在企业规定的其他职责。

国国有有企企业业可可以以根根据据企企业业规规模模和和业业务务需需要要设设立立

法法律律事事务务机机构构或或配配备备、、聘聘请请一一定定数数量量的的法法律律顾顾问问

建立健全公职律师制
度。公职律师是指依照本实
施意见规定取得公职律师证
书的党政公职人员。县级以
上党政机关普遍设立公职律
师，乡镇党委和政府根据需
要设立公职律师。公职律师
职责：履行本实施意见规定
的党政机关法律顾问职责；
受所在单位委托，代表所在
单位从事律师法律服务。

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公
司律师制度。公司律师是指
与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依照本实施意见规定取得
公司律师证书的员工。国有

企业根据需要设立公司律
师。公司律师职责：履行本
实施意见规定的国有企业
法律顾问职责；受所在单位
委托，代表所在单位从事律
师法律服务。

健全完善公职律师、
公司律师管理体制。党政
机关、国有企业应当设立
相应的评测机制，对公职
律师、公司律师履职情况
进行定期考评。对公职律
师、公司律师违法违纪行
为 依 照 有 关 规 定 予 以 处
理，并将相关处理情况抄
送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

会；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
罚或者行业处分的，应当
书面建议司法行政机关、
律师协会给予相应行政处
罚或者行业处分，并移交
相关证据材料。司法行政
机关、律师协会按照律师
管理规章制度和行业规范
相关规定，对公职律师公
司律师违法执业行为予以
行政处罚，实施行业处分，
并将行政处罚和行业处分
结果抄送其所在单位。

律师协会承担公职律
师、公司律师的业务交流指
导、律师权益维护、行业自

律等工作。应当定期开展业
务培训，依法保障执业权
利，及时查处担任公职律
师、公司律师违反律师职业
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行为。将
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纳入年
度考核范围，公职律师、公
司律师未参加年度考核或
年度考核为不称职的，不得
以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名
义从事法律事务。

公职律师、公司律师
应当加入律师协会，享有
律 师 协 会 章 程 规 定 的 权
利，履行律师协会章程规
定的义务。

党党政政机机关关、、国国有有企企业业应应当当设设立立相相应应评评测测机机制制

对对公公职职律律师师、、公公司司律律师师履履职职情情况况进进行行定定期期考考评评

“真好，扶贫政策真是为我们的
健康撑起了‘保护伞’。”莘县燕塔街
道张屯村48岁的张广乐激动地说。

“医疗扶贫”又成为本街道常抓
不懈的重点。燕塔街道联合莘县泰
安医学院鲁西分院以精准医疗扶贫
为载体，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到本街
道44个村，为360名贫困村民建立健
康档案，与他们签订健康双签约服
务协议，定期为他们提供免费健康
检查活动。

打开扶贫户的健康档案，贫困
人口的基本情况、医院“补助”政策、

“两保、三救助、三金”医保扶持政策
及住院费用补偿情况等一目了然。

“医疗扶贫”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
评。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

入户为贫困户健康查体

“今年的圣女果长势好，价钱
高，能有不错的收入，多亏了这些冬
暖式大棚。”莘县王奉镇贫困户张保
国高兴地说。张保国因家庭贫困被
纳入贫困户，通过种植冬暖式大棚
已经顺利脱贫。莘县王奉镇因土质
沙化严重，群众靠传统的种植业收
入极低，为了帮助贫困户脱贫，在各
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王奉镇于
2017年建成1200个高标准冬暖式大
棚，采取“企业+基地+农户”的经营
模式，群众主要种植瓜果蔬菜。东时
固村支部书记张华林说：“现在村里
的大棚全被群众承包，并且种上了
黄瓜、甜瓜、圣女果及彩椒等，冬暖
式大棚的发展带领村民走向脱贫致
富的道路。” (亢静静)

莘县王奉镇大棚助脱贫

“没想到这次住院给报销的真
不少！”75岁的孙合年拿到报销单后
惊讶地说。孙合年是莘县古云镇孙
堤口村一位贫困户，今年因突发冠
心病在古云镇中心卫生院进行了治
疗，这次住院各项花费约有4 . 1万
元，医保报销了约2 . 3万元，大大减
轻了老人的经济负担，让他切实感
受到了医保政策带来的温暖。

贫困户及时得到报销，对建档
立卡的贫困人员实施医保精准扶
贫，提高了贫困户的报销比例可持
相关材料到所在就医医院进行二次
报销，使大病保险政策在医保精准
扶贫中的作用真正发挥。

(徐莉芸)

莘县古云镇

推进医保精准扶贫

丢失声明
许哲轩(性别，男；出生日期，

2010年8月31日)出生医学证明不
慎丢失，出生证编号：K370448084
接生机构，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幼
保健院。母亲姓名：郝丽，身份证
号：371502198710020323；父亲姓
名 ：许 涛 ，身 份 证 号 ：
371502198610164856，特此声明！

丢失声明
临清市先锋路鸿林饭莊不慎

遗失临清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08
年7月11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副本，营业执照注册号：
371581600107734声明作废！

丢失声明
尹玲，身份证不慎遗失，身份

证号：370911199704076840。声明作
废！

丢失声明
王瑞鹏，身份证不慎遗失，身

份证号：12010719980831241X。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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