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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法律援助库
防止因案返贫

在向永华看来， 在相对贫困落后
地区，百姓的思想意识也容易滞后，当
他们遇到涉法问题常常不能依法妥善
解决，一些邻里矛盾、经济纠纷很容易
引发案件发生。 帮助他们合法解决问
题， 是助力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的一
项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

为了法律援助工作更加 “接地
气 ”，县司法局主动出击 ，对全县所有
贫困村、 贫困人口建成建档立卡贫困
户库、低保户库、残疾人库和外出务工
人员库 ，将劳动保障、婚姻家庭、食品
药品、教育医疗、征地拆迁等纳入法律
援助事项。对于复杂案件把握不准的，
由局长带头研究。

全县 16 个司法所法律援助站是
否建立本地区贫困户及特殊人群法律
援助库被纳入考核范畴。 9 月 7 日，在
走马街司法所，《法制周报》记者看到，
两本记载着致贫原因、 是否脱贫等详
细信息的 《贫困户花名册和特殊人群
花名册》被摆放在重要位置。

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永吾介
绍， 入库名单内人员在申请法律援助
时，不仅可享受简化手续、先办后批等
非常规形式服务， 更重要的是通过建
立花名册，将致贫原因分类，分析各类
群体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问题， 针对
性地进行法治宣传、 需求性法律服务
和后续回访。

脱贫不容易， 防止返贫更是一场
攻坚战。 印塘乡已脱贫的建档立卡扶
贫户吕某因一起交通事故差一点就返
了贫。

2016 年 6 月 5 日 13 时许，吕某驾
驶两轮摩托车搭乘朱某往永丰镇方向
行驶， 途中与李某驾驶的重型仓栅式
货车发生碰撞， 吕某受伤。 经交警认
定，吕某承担主要责任，考虑到自己的
责任，他一直怠于主张权益。

2019 年 6 月，县司法局开展“法援
入乡村”活动，吕某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前往咨询。详细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
受理了他的法律援助申请， 指派律师
将李某及其保险公司诉诸法院。

经 法 院 审 理 ， 吕 某 经 济 损 失
71820.26 元， 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赔偿限额内赔 26064.7 元、在第三者
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 9599.67 元，李某
赔偿 4127 元。

对于助力脱贫、防止返贫，法律援
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019 年
开始，该局将法律援助工作当作”一把

手”工程来抓，全盘规划、人员 、资金，
由“一把手”全面安排及部署。 对于复
杂的个案，“一把手” 更是亲自参与研
究， 对援助的每个环节从细小处予以
指导。 在 2020 年律师座谈会上，“一把
手” 用 “让青春在法律援助工作中闪
光”的主题讲话，鼓励年轻律师勇于承
担、善于承担法律援助工作。

向永华表示， 设身处地地帮助群
众解决在脱贫和巩固脱贫成果道路上
遇到的种种涉法问题与困难， 才能有
效地防止“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现
象发生， 为振兴乡村贡献法律援助力
量。

赡养费追索
让贫困老人老有所依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贫困农村老
年人受赡养权、儿童受教育权、妇女生
育权、 男女平等权等问题已成为不可
回避的难点问题。

9 月 8 日，在新化县法律援助中心
办公室， 年近六旬的伍某紧紧拉着主
任刘芙蓉的手，反复问“什么时候到家
里来吃饭”。

原本素不相识的两人， 为何会像
亲人一样拉起家常？ 这得从该县开展
“法律服务助脱贫”专项活动说起。

2019 年 5 月， 县司法局推动公共
法律服务向边远山区、贫困地区覆盖，
将老年人权益保护纳入法律援助的日
常工作范畴，重点针对有赡养、抚养能
力而不履行义务等问题， 建立老人赡
养法律援助台账， 维护老年人合法权

益，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
刘芙蓉始终记得初识伍某的情

形，“精神萎靡，极度厌世，经常觉得自
己不久于人世”。

这一现象刘芙蓉看在眼里， 急在
心里。她几番与伍某沟通，并走访村干
部、其他家属后得知，伍某原本有一个
幸福的家庭， 后因一系列事件发生导
致家庭关系逐渐变得紧张。 丈夫病逝
后， 身患高血压等疾病的她独居在易
地搬迁扶贫的房子里， 唯一的经济来
源是政府发放的低保金。 伍某说，她多
次向在外务工的儿子刘某讨要生活费，但
儿子每次均以各种理由推脱。

为此，刘芙蓉找到刘某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甚至联系其供职单位负责
人， 明白刘某也是有苦难言。 究其原
因， 是母子之间一些误会未能及时解
开。

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 刘芙蓉心
中便有了数。 她将刘某从千里之外喊
回了家， 当面解开了横亘在他们母子
心中数十年的鸿沟， 当场签署赡养协
议，每月支付伍某 500 元生活费，并妥
善照顾日常生活。

县司法局局长廖中华介绍， 针对
贫困老人脱贫问题，该局开展贫困老
人 法 律 援 助 专 项 活 动 ，制 作 《起 诉
状 》 《先 予执 行 申 请 书 》 《法 律 援 助
申请人子女经济状况证明表 》等格
式文件 ，便于贫困老人申请法律援助

和提起诉讼。
同时， 县法律援助中心主动为每

位需要追索赡养费的贫困老人向其应
付赡养费的子女送达 《赡养费追索告
知函》， 告知须支付的赡养费标准、未
尽赡养义务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以
及起诉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等。

据统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1003
名老人子女主动承担起赡养义务 ，自
愿每年支付 5000 元至 1 万元的赡养
费用，使老人老有所依根本脱贫。

在县司法局的号召下， 该县律师
还成立“律师之家”公益基金会 ，由律
师自愿捐款， 款项专用于救助法律援
助案件中的困难群众。 “要努力提高法
律援助的温度，让法律援助人人皆知，
让改革开放成果惠及更多特殊群体。 ”
廖中华说。

法律援助助力乡村振兴

“在发展产业 、教育脱贫 、金融扶
贫、 社保兜底等精准扶贫措施强力推
进的过程中， 为贫困弱势群体提供及
时、便捷 、精准的法律服务 ，是法律援
助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 ”娄底市司法
局副局长周纯清表示， 近年来娄底市
充分发挥四级实体平台和一村一法律
顾问的作用， 将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
纳入法援服务对象范围， 凡属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在办理法律援助时一律免
去经济困难条件审查， 并由受援人指
定的律师作为自己案件的代理人 ，全
力为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脱贫提供服
务。 同时，各法律援助中心组织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通过走访、 电话
询问等方式， 详细了解扶贫对象法律
服务需求情况，重点摸排赡养抚养、追
讨薪资、工伤事故、扶贫领域的法律需
求， 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工
作， 帮助贫困群众运用法律手段解决
基本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

此外， 加大对扶贫领域法律服务
力度，选派业务能力强、政治素质高的
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到村居担
任法律顾问， 村居法律顾问严格按照
“一周一联系，一月一下村 ，一年不少
于一次讲座”的要求，重点针对在贫困
户或贫困村中赡养抚养、伤害赔偿、追
讨薪资 、工伤事故 、交通事故 、医疗事
故、生产经营等法律问题较多的方面，
广泛宣传法律援助相关法律法规 、办
理条件和步骤， 以高效的公共法律服
务助力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成果，使法
律援助切实温暖基层百姓， 有效助力
乡村振兴发展。

为脱贫攻坚贡献法律援助力量
———娄底市司法局用法治力量护航脱贫攻坚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通讯员 彭雪娇 肖敦智

“我县共有 86162 名贫困人口，除 2200 多名未脱贫之外，其余已经全部脱贫。 ”9 月 7 日，面对《法制周报》记者的采访，双峰县司法局局长、党组书记向永华的这组数
据脱口而出。

作为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向永华对数据的熟知，缘于县司法局在全县 16 个司法所建立的贫困户及特殊人群法律援助库。
法律援助是“法治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贫困群众不因打不起官司、得不到法律援助而返贫、致贫的重大惠民工程。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脱

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娄底市司法局积极投入到脱贫攻坚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战役中，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启动实施“法援惠民生 扶贫奔小康”“法律
服务助脱贫”等法律援助精准扶贫项目，为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共受理法援案件案件 1421 件，其中涉及残疾人 36 件，老年人 48 件，未成年人 14 件，农民工 58 件。

工作人员查询贫困户法律援助库电子档案。

法援惠民生
扶贫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