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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2013年11月济南聊城签署战略协议

济济聊聊一一体体化化迈迈出出实实质质性性步步伐伐

一个战略目标
背后的豪迈

当前，聊城迎来了历史上从
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一跃成为
国家和全省重点区域发展战略
的叠加区。

2012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
复《中原经济区规划》，聊城跻身
其中。其后不长时间，山东省委、
省政府提出加快建设省会城市
群经济圈、打造山东西部经济隆
起带，聊城列入“一圈一带”规
划。

顺应这一历史机遇，聊城市
委适时提出了“东融西借、跨越
赶超，建设冀鲁豫三省交界科学
发展先行区”的奋斗目标。

围绕这一战略目标，先后制
定了“万亿工业”、“双百”大城
市、立体大交通、生态水城、农业
龙头带动、服务业倍增、县域经
济突破、民生优先等“八大富民
兴聊战略”和实行大招商、建设
大园区、实施大督查、作风大整
顿、营造大氛围“五大保障”措
施。

紧接着，全市上下不断解放
思想、转轨提速。围绕落实这一
战略目标，聊城一环扣一环、一
步接一步地推出了招商引资、重
点项目、城乡建设、“二次创业”、
土地挖潜、优化环境等一系列重
大措施，调动起方方面面的积极
性，各项工作开创了新局面，取
得了新成效。

一个重大机遇
背后的发展

2013年11月12日，市委、市
政府召开加快“一区一圈一带”
建设暨“双百大城市”三年攻坚
战第一战役动员大会。会上，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林
峰海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快“一
区一圈一带”建设的重要意义，

增强各级东融西借、跨越赶超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林峰海提出，聊城作为国
家和省重点战略的叠加区，可
以获取更多先行先试的机会，
成为改革举措的先行区、创新
政策的试验区，为跨越赶超增
添更大的后发优势。全市上下
一定要深刻认识三大战略规划
对聊城市提出的目标定位、带
来 的 政 策 红 利 和 挑 战 ，增 强

“干、拼、抢”的意识，勇挑重担，
奋力攻坚，切实抓住用好三大
战略机遇，努力在发展竞争中
抢占制高点、打造新优势。

随即，市委、市政府出台
《关于贯彻落实“一区一圈一
带”规划，加快推进跨越赶超的
实施意见》，按照“强化一融合，
借好两大外力，再造三大优势，
实施四大突破，实现五大目标”
的工作思路，全面落实三大战
略发展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

“强化一大融合”，就是指
的在全方位推进与“一区一圈
一带”各城市融合发展的前提
下，重点强化与济南的对接和
融合，聊城全方位融入济南，促
进济聊一体化发展。“借好两大
外力”，是借好“上级政策扶持、
区域市场拉动”两大外力，借力
发展，迅速突破。

与此同时，成立“一区一圈
一带”规划建设领导小组，负责
全局性重大问题的研究决策和
组织协调。

一个突破区域
融合的对接

2013年11月29日下午，聊城
赶赴济南，参加聊城市全面融入
济南服务省会推进济聊合作发
展恳谈会，并与济南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将通过推动“五个
一体化”深入融度到省会城市群
经济圈的建设之中。

当聊城市与济南市的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签署的那一刻，
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这个以推动“五个一体化”为主
要内容的战略合作框架，预示
着聊城与济南将在发展规划、
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要素市
场、生态保护等方面实现一体
化发展，搭建起了两市深化合
作交流的平台。

这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主 要 内 容 是 推 动“ 五 个 一 体
化”，即发展规划一体化、基础
设施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
要素市场一体化和生态保护一
体化。其中，加快推进济聊城际
铁路、聊泰铁路、济聊一级公路
等涉及两市的重大交通工程，
推动两市公路路网全面无缝对
接，实现两市电话区号、移动网
络统一，将给两市市民带来重
大利好。

会上，聊城市有关部门与企
事业单位共与济南有关部门签
下了252个合作项目，签约金额
近400亿元。在这些签约项目中，
也可以看到接下来聊城与济南
的进一步融合发展。以农业发展
为例，聊城的粮食总产量达116
亿斤，瓜菜菌总产量更是保持着
全省第一。为此，聊城将以农产
品物流交易中心为依托，加强和
济南特色农产品生产的合作对
接，把聊城建设为济南乃至省会
城市群经济圈的“米袋子”、“菜
篮子”和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将
聊城的农产品送到济南市场和
超市。

2013年，聊城全市上下抢抓“一区一圈一带”重大发展机遇，借力发展、借梯上楼、借机
突破、借势而上，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突破进展。2014年伊始就有捷报传来，全市公
共财政收入完成135 . 55亿元，增幅列全省第一位，财政收入过10亿元的县(市区)达到7个。

12月2日，本报关于济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报道版面。

··区区域域融融合合

本报记者 张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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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小平，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孟来，区委副
书记、区政协主席毕黎明出席“法治东昌”创建工作会议

律师事务所主任路林

山东致楷
律师事务所是
经山东省司法
厅依法批准设
立的律师事务
所，是由阅历丰
富且具有强烈
使命感、正义感
的精英律师组
成的律师团队。
现有执业律师9

人，实习律师4人，其中研究生学历
者2人，本科学历10人，聊大副教授1

人，聊城仲裁委员2人，其中各自毕
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中南政法大学、山东大学、聊城
大学等。

“致楷”，即，“致力于做行业的楷
模”的意思。

山东致楷律师事务所有别于一般

各自为战的律师事务所，该精英团队不
但真正集中了团队的智慧，而且共享了
团队的资源。这使得律师团队在维护当
事人的权益时，能够真正做到水平高、
效率高，全面周到，最大限度地维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致楷律师所的理念是：“合作”、
“务实”、“高效”、“负责”。创立精品所、特
色所、专业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现已
开设民商部、刑事部、公司部、房地产
部、交通事故部、婚姻家庭部、非诉讼部
等业务部，团队精神、专业分工是致楷
律师所的工作特色。

“专业、高效、团队负责”是致楷律
师所的服务理念，“事前参与”、“事中监
督”、“事后补救”是致楷所律师担任常
年法律顾问的承诺。

山东致楷律师事务所期盼：法律能
成为每一位公民、法人维护自己合法权
益的有力武器。

东昌府区司法局深入开展了
省级规范化司法所创建活动，司法
所在队伍建设、组织建设、业务建
设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在
硬件建设方面，全部配齐了业务用
车、微机、照相机、打印机等设施。

人民调解功效进一步凸显。进
一步加强了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队

伍建设和机制建设，结合实际，开
展了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建设，成立了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
解委员会和城中村拆迁人民调解
委员会。围绕特殊时期、节假日等
重点时节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今年以来，全区各类人民调解

组织共调处矛盾纠纷13221余件,
调解成功13035件，调解成功率达
98%。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水
平大幅提升，特殊人群管理规范有
序开展，共接受社区矫正人员283
名，帮教安置人员231名，全部予以
妥善安置和监督管理。

(王忠 孟凡萧 周毅 张洪法)

>>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化解矛盾纠纷

东昌府区不断拓展提高法律
服务工作。引导律师、公证、基层法
律服务、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法律
服务工作者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围绕党委、政府
中心工作，积极提供法律建议和法

律咨询，为党委、政府科学、依法决
策提供参谋依据。法律服务领域进
一步拓展，在参与企业改制、金融贸
易、城市改造、招商引资、环境治理、
房地产、招投标、新农村建设等领域
发挥了积极作用。律师共担任企事

业单位法律顾问35家，办理法律服
务事项1135件，为当事人挽回和避
免经济损失6091万元。法律援助进
一步降低门槛，扩大受援范围，共承
办法律援助案件446件，较好地维护
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拓展法律服务领域，助力经济发展

近年来，东昌府区司法局被授
予“全省司法行政工作先进集体”、

“全省司法行政工作先进单位”、
“全省‘四五’普法依法治理先进单
位”、“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基层工作
先进单位”、“平安聊城”建设先进
基层单位、全市老年维权工作先进
单位、全区创人民满意活动先进单
位、“平安东昌”建设先进单位等荣
誉称号，被省司法厅记集体二等功
一次。

2013年东昌府区司法行政工
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法制宣
传、法律服务、法律保障三大工作

领域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持续深

入。不断创新形式和载体，组织开
展了一系列法制宣传活动。充分
利用“3 . 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3 . 22”世界水日、“3 . 30”路政宣
传 日 、“ 4 . 2 2 ”世 界 地 球 日 、

“4 . 25”税法宣传日、“6 . 5”世界
环境日、“6 . 25”土地日、“6 . 26”
国际禁毒日、6月“举报宣传周”、

“反渎职侵权日”、“7 . 11”世界人
口日、“安全生产月”、“12 . 4”宪
法宣传日以及老人节、儿童节、妇
女节、教师节等重要纪念日，广泛
宣传普及法律法规。

重点对象学法用法工作进
一步加强，特别是领导干部、公
务员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能力
得到提高，年度法律知识考试工
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参加普法考
试的科级干部达1050人，科级以
下1720人。

东昌府区司法局民主法治创
建稳步推进，以“民主法治示范社
区”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为抓
手，全面深化各个层次的法治创建
和依法治理工作，沙镇镇郭庄村、
堂邑镇罗屯村、道口铺办事处高马
村被授予“全市第五批民主法治示
范村”荣誉称号。

>>利用重要节点进行法制宣传，促进法治城市建设

东昌府区司法局是主管全区
司法行政工作的政府组成部门，是
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
着指导和管理普法依法治理、人
民调解、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律
师、公证、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

务、司法鉴定、法学教育等工作职
责。近年来，东昌府区司法行政工
作在区委、区政府和上级业务部
门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始
终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坚
持抓班子、带队伍、强素质，以打

牢基础、强化管理、推进创新为主
题，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
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为加
快建设经济文化强区、实现跨越
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

弘扬法治精神 推进依法治区
——— 阔步前行的东昌府区司法行政工作

山东致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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