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学习助社矫对象重新出发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为志愿者律师提供坚实保障
在担任法律援助律师志愿者之前 ，

李雁经过了资格审查、身体体检、派遣前
的上岗培训等程序。

慈利是红色老区，也是省级贫困县，
2019 年刚刚摘掉贫困县帽子。 律师人数
相对较少，各类纠纷较为突出，提供法律
援助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与大中城市
有较大的差距， 一直是该县公共法律服
务存在问题。

“这对于有志于从事法律援助事业
的律师来说，既面临着各种困难，也存在
机遇和挑战。 ”李雁回忆，刚到慈利时，县
司法局就为其积极安排住宿， 免费提供
工作餐，提供基本的办公设施和条件，为
律师志愿者购买意外保险， 使律师志愿
者得以安心工作。

在派遣期间， 律师志愿者在处理具

体法律援助案件和接待信访群众过程
中，也得到了县 、乡镇人民政府 、司法所
和乡镇法庭 、社区 、村委会的积极配合 ，
律师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使律师的
援助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律师志愿者完成法律援助案件和值
班工作后， 县法援中心及时为援助律师
申报值班补贴和办案补贴， 即使在法援
经费困难的情况下， 也从未出现拖欠志
愿律师的补贴的情况。 “在工作之余，司
法局工会把援助律师纳入本单位的工会
会员，开展联谊活动，使律师志愿者很快
地融入集体，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李雁
如是说。

践行志愿律师的使命与初心
在担任律师志愿者近 3 年的时间

里，李雁多次下到乡镇为受援者办案。
在办理慈利县阳和乡彭某灯、 李某

玉老人的赡养费纠纷案中 ， 李雁前后 5
次坐班车往返距离县城近 50 公里彭老
的家中实地调查取证， 后法庭判决老人
的 6 个儿女每人每年支付两位老人 2500
元赡养费，用法律保障“老有所依”。

在办理三官寺土家族乡农民工张某
志的工伤保险待遇案中， 李雁帮助受援
人申请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 ，经
过和用工单位协商，达成了赔偿 16 万元
的协议。

淡泊名利、事无巨细，认真办理每一起
援助案件是李雁最真实的工作写照。 在办理
完每一个援助案件后，李雁将案件材料及时
归档，接待笔录、起诉状、证据目录、代理词和
结案报告均整整齐齐，归档案卷质量在所有
援助案件中是最高的。

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案例， 李雁还专
门抽时间进行归纳总结，写出典型案例。

此外 ，李雁还参与县政府 、总工会 、
妇联组织的各类法制宣传活动， 以及信
访维稳和涉法涉诉纠纷的办理。 在办理
泰宏家园 21 位农民工讨薪案件中，为农
民工追回了 20 多万元工资。

张家界市司法局副局长田振华表
示，招募、派遣业务好、素质高、有爱心和
奉献精神的社会律师到偏远贫困山区 、
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担任志愿者，有
助于受援地社会矛盾的化解、 有助于改
善当地法律服务资源短缺的情况。

截至今年 10 月底，慈利县两名律师
志愿者共接待法律咨询 600 余人次 ，共
办理援助案件 131 件， 其中刑事案件 55
件 ，民事案件 76 件 ，为当事人挽回经济
损失 600 多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 盛天心）今
年 7 月 1 日《社区矫正法》实施以
来， 长沙市泉塘司法所根据辖区
内社区矫正对象的反馈和需求 ，
制定个别化、特色化学习内容，定
期开展消防安全、医疗急救、垃圾
分类、禁毒宣传、道路交通安全等
内容为主的专题培训， 帮助社区
矫正对象融入社会，重新出发。

近日，社区矫正对象熊某说，
平常看到路边垃圾分类的垃圾桶
总是很纠结， 内心很想将手中垃
圾投放到相应的垃圾桶， 但总是
分不清该放到什么颜色的桶里 。
通过学习垃圾分类和 《长沙市垃
圾分类管理条例》，让他分清了可
回收垃圾 、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 、
其他垃圾，也更深的理解了“爱护
环境，人人有责”。

有部分社区矫正对象表示 ，
经常能看到灭火器， 但是没有使
用过。 想试试，又怕弄坏。 因此司
法所组织开展了一次消防安全培
训。 社区矫正对象周某说，最喜欢
消防安全培训， 生动的案例让我
时刻保持警醒，“各种消防器材的
使用体验让我遇见火灾的时候能
够保持镇定， 对自救的时机和措

施的学习更让我受益匪浅”。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因

酒驾而监外服刑的社区矫正对象
唐某说， 通过观看危险驾驶的视
频，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他对
道路交通安全有了更深的认识 。
“拒绝酒驾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
对他人负责”。

泉塘司法所每年都会定期对
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尿检， 组织开
展禁毒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
传，严防社区矫正对象涉毒。 不少

社区矫正对象感叹到， 近几年禁
毒宣传非常多， 但远没有讲座直
观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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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志愿律师力量 破解资源短缺瓶颈
———慈利县司法局利用法律援助律师服务做到应援尽援

李雁律师正在接待来访群众。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通讯员 张度 桂文彬

近日，走进慈利县司法局公共法律
服务大厅，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岗位牌
特别醒目 ，经常有来咨询的群众 ，他们
当中有被老板欠薪的农民工、有儿女不
尽赡养义务的老人、有受到家庭暴力的
妇女 ， 也有其他权利被侵害的弱势群
体。

法律援助中心律师李雁总是耐心
地倾听来访者的诉求，能够当场解答的
就当场解答，并做好来访记录。 对于情
况特殊来不及解答的则让来访者记住
自己的手机号或微信号，方便群众随时
咨询。 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群众，
与法援中心负责指派的工作人员无缝
衔接，做到应援尽援。

来自湘潭的李雁是第二次报名参
加“法润三湘”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依
然选择慈利县。 为加大对律师资源短缺
地区扶持力度 ， 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
益，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 今年 4 月，继
2017 年之后省司法厅通过申报摸底、律
师招募报名， 最终选定 13 名律师志愿
者派遣到 11 个县区司法局， 开展为期
一年的法律援助工作。

“这既是我职业生涯的亮点 ，同时
也肩负着重任。 ”李雁说，在该县 3 年的
志愿服务时间，受援群众多次送来锦旗
表示感谢，让他深刻感受到维护受援者
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公平正义是法律援
助律师的使命和职责，更加坚定了作为
一个法律人护法为民的初心。

遗失声明
湖南成人美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103MA4QKG721Q，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喻梦诗不慎， 将护士执业资格
证（号码：201843003692）丢失，声明
作废。

陈敏遗失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大学毕业证书,证书编号:139211201506
000803,声明作废。

湖南长沙理工大学张岩报到
证：201810536204499，遗失作废。

刘舟遗失户口薄，身份证号码：
430304198903072071，住址 ：湖南省
长沙市雨花区黎托街道茂华国际湘
C3 栋 1802 户，属黎托派出所，特此
声明。

经营者曹浩不慎遗失长沙市雨花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 10月 22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名称：长沙雨花

区咕嘟咕嘟食品经营铺，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30111MA4RRNFUXJ，现
声明作废。

梁芷瑞不慎遗失位于悦荟商业
中心小区 3 栋 2405 室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缴款凭证一、 三联， 凭证号
为：0010753381。 声明作废！

李穗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遗失
（证号：430124**********528）二代身
份证，声明作废。

新邵县小塘镇万佳超市加盟店（店
名） 遗失新田铺镇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核发日期 2012年
09 月 05 日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2430522MA4LCHN05B，声明作废。

湖南泰隆鑫和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湖南景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 发票代码为
4300194130、4300194130 发票号码为
13133458、13133459，声明作废。

广告：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热线电话：400110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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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收筹划，个体户设立咨询：4001080366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金色摇篮兴威帕克水岸幼儿园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长

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月湖支行，账号 800221600809015，发证机关中国人民银
行长沙中心支行， 编号:5510－01675857，核准号:J5510037824601，声明作废。

长沙诺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长沙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开具的履约保证金收据一张，收据号码 No.0000324 金额 30000 元，特声
明此张收据作废。

凤凰县胡青天门业店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8850901040012023 核
准号：J5693000368901， 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县支行，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湘粮兴华贸易公司遗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0 年 8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0001001597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三谊实业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刘建成，电
话：13873139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