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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淄博市召开电网
建设工作会议，淄博市委常委、
副市长庄鸣在讲话中要求进一
步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各级政
府和职能部门迅速搭建协调班
子，按特高压工程建设的任务
台账细化到人，快速进入工作
状态，确保各项协调任务按期
完成，保证“外电入鲁”特高压
工程顺利开工建设。

2015年，山东电网迈入特
高压大规模建设和快速发展的
新阶段。根据国家电网公司安
排，涉及山东的“两交三直”特
高压工程将分别于2016年、2017

年投运，项目前期、进地施工协
调、建设任务等十分繁重。其中
有两条特高压线路途经淄博，

分别是榆横-潍坊1000千伏特
高压交流工程，这也是目前国
内路径最长、电能输送容量最
大的特高压工程，线路途经周
村区、淄川区、博山区和沂源
县；锡盟-江苏±800千伏特高
压直流工程，线路途经临淄区。
工程投运后，将极大缓解我省
用电高峰时期的电力供应紧张
局面，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也
将提供更加坚强的电力保障。

近年，受新增装机少、燃
煤机组集中环保改造等因素，
淄博市迎峰度夏期间最大电
力供应缺口逐步加大，预计
2 0 2 0年全市用电负荷将达到
8 4 0万千瓦左右，用电缺口将
达到 4 0 0万千瓦，形势非常严

峻。“外电入鲁”特高压工程建
设，将坑口发电通过先进的输
电技术，把煤区的电能送到全
国缺电的地方，即降低了成
本、减少了污染、保障了供电，
又对生态建设、经济建设具有
重大意义。

这两项工程的建设，途经
淄博境内全长79 . 4公里，涉及全
市6个区县12个乡镇58个村。为
加快特高压工程建设，3月4日，
淄博市在全省率先成立了这两
项工程的“特高压工程建设领
导小组”，由市委常委、副市长
庄鸣任组长，全市13个部门和6

个区县政府相关领导任成员，
建立各方沟通和联动机制，明
确任务分工，确定工程各项工

作安排，协调解决工程开工手
续和其他建设过程中的工作难
点问题，全力推进淄博境内特
高压工程建设。

国网淄博供电公司总经理
李建鹏说，解决发展与环境、增
长与供电的矛盾，必须抓住“外
电入鲁”特高压工程建设在淄
博落地这个关键机遇。为了让
特高压落得下、供得出、用得
上，2015年度，国网淄博供电公
司实施了电网建设“23615”工
程，即完成2项特高压、3项超高
压协调进地，建设6项220千伏、
15项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配套
工程，为服务民生、服务发展提
供强大的动力保障。

(颜炳辉 远德亮)

外外电电入入鲁鲁 淄淄博博市市加加快快推推进进特特高高压压工工程程建建设设

淄淄博博建建城城镇镇半半小小时时法法律律服服务务圈圈
今年将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依法维护群众基本民生权益

全市八成司法所

达省级规范化标准

2014年，司法所规范化建设集
中推进年活动扎实推进，全市80%

的司法所达到省级规范化标准。
因地制宜，强化督导，综合法律

服务、法治宣传教育、特殊人群管
理、矛盾纠纷化解“四个中心”建设
进展顺利，涌现出了张店区特殊人
群管理中心、沂源县综合法律服务
中心等一批服务群众的新平台，提
升了区县司法局执法服务的能力。
市局先后投入150余万元进行软硬
件建设，各区县也投入大量资金进
行相应建设，系统信息化建设稳步
推进。目前，市局、各区县局视频会
议系统基本建成，实现了市、区县、
乡镇三级内网互联互通，市局与市
政法专网也实现联通，市局外网网
站开通运行，拓展了新的宣传阵地。
加快推进劳教制度改革，原市劳教
所设置为湖田监狱，劳教转型工作
基本完成，湖田监狱迁建工程进展
顺利。

淄博律师队伍

有1000余人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牟晓慧）
在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方
面，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韩
国祥说，要进一步健全完善

“法律进学校”长效机制，在
中小学普遍设立法律知识课
程，努力提高青少年普法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韩国祥在全市司法行政

工作会议上要求，要围绕群
众的法治需求，积极创新普
法模式，进一步深化“法律五
进”、“送法进基层”等活动，
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把“关注
民生、体察民情”作为普法惠
民的落脚点，推动法治宣传从
单向灌输教育向双向参与互
动转变，丰富普法载体形式，
增强法治宣传教育效果。

市司法局局长常跃之也
表示，将着力抓好领导干部、
青少年学生、农民工、企业经
营管理人员等重点普法对象
的法治教育，提高法治教育的
针对性。继续强化法治宣传阵
地和法治文化基地建设，健全
媒体公益普法制度，统筹各类
普法宣传资源，形成工作合
力，增强法治工作实效。

全面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是今年淄博司法行政工作重点任务之一。据了解，淄博律师
队伍有1000余人。律师队伍是一支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律师队伍的主
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建设。

淄博将持续抓好纪律作风建设，健全纪律执行机制，用纪律规范行为、用纪律约束干警、用
纪律保护干部。要加大正风肃纪力度，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干警、吊销执业证书的
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要认真落实从优
待警的政策，最大限度激发队伍的生机活力。

淄博将健全完善“法律进学校”长效机制

在在中中小小学学普普遍遍设设法法律律知知识识课课程程

相关链接

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法律知识单页(资料片)

相关链接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牟晓慧） 19日，全市司

法行政工作会议召开，记者从会上获
悉，2015年，淄博将提升司法行政工作
服务保障民生的能力水平，将法律服
务触角向基层延伸，努力打造城镇半
小时、农村一小时法律服务圈。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韩国祥
要求，今年的司法行政工作要着力
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健全完善市、县、乡、村四级网
络体系，努力打造城镇半小时、农村
一小时法律服务圈。要大力拓展法
律服务领域，丰富法律服务内容，突
出抓好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
障等民生领域的法律服务，依法维
护广大群众的基本民生权益。要加
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把法律援助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党委
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要
完善法律援助工作制度，扩大法律
援助范围，使更多困难群众享受到
优质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

市司法局局长常跃之表示，今
年将积极推动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
度，规范各级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管
理，引导企业依法经营。落实法律援
助政府责任，加强县级法律援助便
民示范窗口建设，降低法律援助门
槛，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案效率，
让更多的困难群众及时获得法律保
护和司法救助。进一步整合资源，引
导基层法律服务力量向乡镇转移、
向村居延伸，推动司法所和法律服
务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努力实现

“基层法律服务全覆盖”。
此外，今年淄博司法行政工作

还将全面提升推进法治淄博建设、
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水平。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李超)

近日，淄博市文化旅游安全生
产委员会下发通知，将对全市所
有3A(含3A)以上旅游景区开展春
季旅游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景区
分流游客措施，旅游景区最佳承
载量、最大承载量公布情况等，
确保旅游安全。

通知规定，检查时间为3月
中旬到4月中旬，旅游部门将重

点排查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情况，
包括通往旅游景区(点)的内外危
险路段、不安全区域的交通路
口、有风险的旅游项目出入口的
安全警示标识标牌的设置情况；
旅游景区最佳承载量、最大承载
量公布情况；景区内旅游接待单
位餐饮卫生监督整治情况等情
况。

景区的应急管理也是本次

检查的重点，包括各旅游景区制
定应急救援预案和应急演练情
况；根据《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
导则》公布日最大承载量、日最
佳承载量、瞬时最大承载量、瞬
时最佳承载量等落实情况；按照
有关部门规定配备应急救援装
备情况；建立应急救援队伍或与
相关应急队伍开展协作情况。

质监部门将重点检查景区

内游览游乐设施设备、索道、游
船、车辆等特种设备的完好状况
及检测检验情况。

据悉，市文化旅游安委会将
成立由旅游、质监、消防等部门
组成的联合督查组，对各区县检
查情况进行督查，并实地抽查部
分景区安全工作落实情况，对检
查不到位、不细致而发现问题的
将进行通报批评。

淄博将开展春季旅游安全检查，包括所有3A(含3A)以上景区

景景区区要要及及时时公公布布游游客客承承载载量量

去年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4412件，免收诉讼代理费850余万
元，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近9000万
元。

全市律师共为1988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担任法律顾问，解答法律
咨询26956件，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11069件，业务收入1 . 3亿元，同比增
长12 . 1%，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同步增长。全市共办理各类公证
25678件，同比增长13%；办理司法鉴
定案件5933件，同比增长25 . 8%。

去年全市办理

法律援助案4412件

淄博17家企业

抱团亮相制博会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臧振 通
讯员 荣庆良 王明波) 12-14日，
由省政府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共
同主办的“2015第十届中国(山东)国际
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在济南市国际会
展中心召开。淄博17家企业抱团亮相
本届制博会。

省高端装备制造园区(锻压装备
基地)位于淄川区昆仑镇，于2014年7

月份通过省经信委评审，同年12月份
被山东省机械工业协会命名为“山东
省中小型锻造及冲压设备产业基
地”。本次以园区形式参展，充分展示
了园区在区域位置、投资环境、产业
基础等方面的优势。

以山东北锻金丰机械有限公司
为代表的淄川区冲床产业联盟首次
以集体身份亮相博览会。淄川区冲床
产业经过40余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
了拥有160多家整机制造企业和100多
家零部件个体加工户的产业集群，年
产各类机床7万多台(套)，年销售收入
近10亿元，占江北市场份额60%以上。
在展会上，吸引了大量采购商，达成
多项产品采购和实地考察意向。

除了园区、联盟的集体展出，淄
博市淄柴新能源有限公司新能源装
备、山东名盾防爆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的智能型乳化液泵站、纽氏达特行星
减速机有限公司的精密减速机等行
业领先的产品盛装展出。既有电机、
泵、化工设备、矿山设备及各类机械
基础件等传统机械产品，又符合产业
政策、适应市场需求、国家重点提倡
的节能环保设备、新能源装备等新兴
产业装备，集中展示了淄博市装备制
造业的整体水平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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