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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 5 月司法部部署开展
“法援惠民生 扶贫奔小康”品牌活动
以来，我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
援助机构积极作为 ，主动服务 ，为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贡献法援力量。 2020 年，全省共办理
法律援助案件 4.4 万件，挽回经济损
失约 6.8 亿余元。

做实法律援助服务保障民生
2020 年， 省司法厅采取有力措

施，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 ，以农民
工、老年人、军人军属等特殊群体为
重点， 以乡村和中小微企业为主阵
地 ，助力脱贫攻坚和复工复产，全年共
办理民事法律援助案件 1.9万余件。

2020 年 6 月至 8 月， 我省开展
“法援进乡村”专项行动，各地依靠公
共法律服务站（点）工作人员、村法律
顾问、“法律明白人 ”等，结合联点帮
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访问、问卷调
查等方式全面摸排，主动收集整理农
村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 残疾人、妇
女、贫困户等群体的法律诉求，就“套
路贷”、婚姻家庭 、劳动保障 、邻里纠
纷等群众关心的问题提供法律咨询、
普法宣传， 现场受理法律援助申请，
现场调解纠纷等，全省共计解答法律
咨询 42000 余人次，在摸排中发现并
受理法律援助案件和调处纠纷 2400
余件，为农村人口脱贫和防止返贫做
出积极贡献。

湘潭县司法局干部走访联点村
时，了解到某精准扶贫户因婚姻纠纷
需寻求法律援助 ， 因办案机关在外
地，立即联系湘潭市法援中心为其办
理。益阳市桃江县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发放有关生产 、生活的 “法律知识特
色礼包”。娄底双峰县、永州新田县等
建立贫困人口和特殊人群法律援助

库，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分类提供法律
服务，有效防止“因案致贫”“因案返
贫”。

主动服务中小微企业和涉疫人
员 。 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
员、军人等人员，以及因疫情致生活
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免除经济困
难状况审查的规定。 长沙市编制《复
工复产公益法律服务指南》。 衡阳市
组织律师深入残疾人企业开展“法治
战疫，法律援助在行动”活动。常德市
制定《应对新冠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
稳定发展的法律服务实施细则 》，发
布疫情防控 “法治小广播”1200 条。
岳阳市云溪区积极解决环境治理中
涉法问题 ，主动进驻关停企业 ，引导
依法维权。

为重点人群畅通维权通道
2020 年，省司法厅与省人社 、财

政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意见》， 近三分之一法律援助机构在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设立工作站，
并派驻律师值班。

与省总工会联合开展 “尊法守
法·携手筑梦” 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
服务行动， 并延伸开展政策咨询、心
理健康辅导、文化辅导等。 积极组织
学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纳
入学法考法内容，并在全省集中开展
宣传活动 ，长沙雨花区、宁乡市开展
“农民工维权直通车”法治宣传活动，
引导企业依法用工，引导农民工遇事
找法。

与省人社、住建 、法院等部门联
合召开根治欠薪专题新闻发布会 。
2020 年， 全省共办理涉农民工法律
援助案件 7500 余件， 其中请求劳动
报酬案件 4300 余件， 累计为农民工
追回欠薪 1 亿余元，热线提供欠薪咨
询 9000 余人次。

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退役军人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的通知》， 参照现役军人执
行法律援助申请事项范围和经济困
难标准。

此外 ，持续畅通维权通道 ，简化
审批手续，在如法网设立农民工欠薪
求助专栏 ，在 “12348”热线设立农民
工维权专席，全省多地组建“欠薪求助
法律援助团”或劳动争议案件律师库。

10 月， 省司法厅部署敬老月集
中开展老年人法律服务活动，新化县
开展贫困老人法律援助专项活动，成
功帮助 1000 余人追索赡养费， 各地
深入敬老院、村（社区）等发放宣传资
料 7.5 万余份。

各市州结合本地实际 ， 突出重
点，提供多种形式服务，满足不同群
体需求 。 常德市澧县司法局联合民
政 、法院 、公安等职能部门 ，为全县
28 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申报孤儿 ，
享受孤儿待遇。衡阳市为农村留守妇
女儿童打造“直通车”服务模式，并对
申请过法律援助的登记造册，跟踪服
务，尽力帮助解决案结后可能存在的
遗留问题。岳阳市建立婚姻家事及未
成年人案件律师库。 邵阳市在 35 个
律师事务所设立残疾人法律援助工
作站。

创新服务模式适应新时代发展
什么样的服务方式更能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变化？
省司法厅不断探索。

省司法厅在公共法律服务实体
平台为法律援助重点服务人群开辟
“绿色通道”，简化手续，实现快速办
理。 长沙市试点法律援助“一件事一
次办”跨域通办 ，为当事人建起一条
跨区域申请法律援助的 “直达高速
路”。省政务服务中心、益阳市试行法
律援助“容缺受理”。郴州市苏仙区开
展法律援助经济困难证明告知承诺
制试点 ，并与社区法律顾问 、人民调

解工作联动，将法律援助服务端口前
移。临武县为受援人提供“不到现场”
法律援助服务。常德市石门县建立法
律援助巡回服务机制，定期组织前往
乡镇（街道）、村 （社区 ）主动发现 、现
场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津市市通过刷
脸直接将身份信息、申请表等传送至
政务下沉办事服务平台系统，网络申
报送到法律援助中心 ，真正实现 “家
门口”的法律服务。

此外，积极推行全国民事、行政、
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和未成年人
法律援助服务指引，提高法律援助标
准化水平。省司法厅以案件质量评估
为重点抓手，省、市、县分级组织质量
评估，范围覆盖所有市 、县级法律援
助机构 ，95%的法援机构合格率达
100%，63%的法援机构案件优良率较
去年提高 10%以上。

在 2020 年的全国法律援助案件
质量评估中， 我省案件优良率达 36%，
与去年相比提高近 10个百分点。

围绕不同主题，省司法厅还积极
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 。
“法润三湘” 志愿服务品牌效应不断
强化，岳阳市联合教育部门开展 “关
爱青少年 ”志愿服务活动，怀化市辰
溪县开展“走访慰问涉毒家庭”志愿
服务活动。 娄底市新化县成立“律师
之家”公益基金会 ，专门用于救助法
律援助案件中的困难群众。省厅选派
13 名律师志愿者分赴保靖县等 11
个律师资源短缺县区开展为期一年
的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全年志愿律师
接待法律咨询 3000 余人次， 办理法
律援助案件 488 件，受到当地好评。

双峰县司法局开展 2021年新春植树活动
2 月 19 日，双峰县司法局局长向永华率机关干部、党员志愿者 40 余人赴

结对帮扶的杏子铺镇石坝村，开展新春植树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绿化环
境，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朱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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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 2021 年立法工作 ，2 月 19
日，省司法厅副厅长傅莉娟受范运田厅
长委托 ，带领立法一处 、二处负责人到
省人大法工委联系沟通 。 2 月 20 日上
午 ，傅莉娟主持召开立法一处 、立法二
处工作推进会， 两个立法处室全体在
岗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并就如何做
好今年 立法 工 作 各抒 己 见 、 献言 献
策 。

会议透露，去年，省司法厅坚持“省
委领导 、人大主导 、政府依托 、各方参
与”的立法工作格局,主动协调各方组建
立法工作专班,完善立法工作程序，助推
法治建设取得新进步。 两个立法处室坚
持高标准严要求 ，团结协作 ，超额完成
了年度立法计划。 全年共审查 10 个地
方性法规和 5 个省政府规章 , 其中 4 个
地方性法规已由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并

公布施行。 尤其是通过《湖南省电动自
行车管理办法 》立法项目 ，探索建立立
法协商制度，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立法效率和立法质量得到明显提升，为
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有力助
推我省各项建设。

傅莉娟特别指出，2021 年省司法厅
立法工作面临 “任务重 、时间紧 、要求
高 ”的挑战 ，立法计划出台项目数量较
去年增加，预备审议项目或调整增加到
审议出台项目中来 ，工作难度大 ，项目
难点较多，立法程序要求严格。

2021 年，是建党 100 周年，也是“两
个一百年 ” 战略目标承上启下的第一
年 。 傅莉娟强调 ，要认清形势 、提高站
位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湖南 “三高
四新”战略的指示精神，坚持计划性、原
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 ，在时间紧 、任务
重的情况下，充分发挥立法的主动性和
起草部门的积极性，齐心协力完成好今
年立法工作任务。

审查 10个地方性法规 5个省政府规章

省司法厅超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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