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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阿姨 ，我现在是班长 ，这几个
学期我都评上了 ‘三好学生 ’，你们看墙
上贴的这些都是我的奖状。 ”近日，正在
读小学 3 年级的小涛 (化名 )开心地拉着
司法干警的手说。 小涛是桂东县司法局
开展的第 3 轮“为了花朵的微笑”佳祥助
学活动的其中一员， 活动共为 5 名特困
家庭服刑人员未成年孩子送去了 2000
元助学金和书籍、文具。

2017 年， 小涛的父亲赵某波过失导
致其妻子死亡， 当时只有 4 岁的小涛与
其双胞胎的姐姐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母
亲，父亲又因此进了监狱，全家的经济重
担落在了年迈的爷爷奶奶肩上。 为了维
持一家人的生活， 爷爷奶奶只能将小涛
的姐姐送到远在益阳的外婆家中寄养 ，
爷爷在家附近打零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开支。 “家里人都瞒着小涛和他姐姐，说
他们的妈妈出远门打工去了， 要很多年

才会回来。 ”小涛的奶奶向司法干警说起
这些便会落泪。

2018 年，省司法厅第 2 轮“为了花朵
的微笑”佳祥助学项目启动，县司法局将
小涛纳入了资助名单，对其进行长期帮
扶 。 了解到小涛的爷爷年纪较大 ，家
中没有手机 ，所以一直没有带小涛去
监狱探视赵某波 ，2020 年 12 月 ，县司
法局远程探视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 ，
司法干警主 动为小涛和其爷爷奶奶申
请了远程探视， 通过视频会见的方式
让小涛实现了想见自己的爸爸的心愿 。
不仅如此，司法干警还经常去小涛家 ，给
他送去爱心人士捐赠的文具、书籍，让他
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所以即便在这样艰
难的家庭环境中， 小涛都能够保持开心
乐观的心态， 每次去走访他都是满脸灿
烂。

“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意义重

大，通过开展助学帮扶工作，能够让这些
孩子同所有孩子一样， 在同一片蓝天下
健康成长， 我们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也会
更加注重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和关爱 ，用
心守护孩子们的微笑。 ”此次活动的带队
领导桂东县司法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李
文军说。

2017 年湖南省司法厅联合益阳市卢
佳祥慈善基金会开展“为了花朵的微笑”
帮扶活动以来，桂东县司法局已为 25 名
特困监狱服刑人员和社区矫正对象未成
年子女送去助学金 5 万元， 每年春节争
取资金购买书包和文具、米、油等学习生
活用品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让这群特殊
的孩子感受到司法部门的关爱， 切实解
决了部分服刑人员的后顾之忧， 引导他
们顺利回归社会，通过这样的举措，真正
践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发挥司法为民
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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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司法守初心
———岳阳市司法局 2021 年工作回眸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实习生 何汝珍 通讯员 王弘治

全力铺排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社区
矫正帮教率 100％，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
90%以上，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
从这一项项骄人的成绩不难看出， 岳阳
市司法局的 2021 年是满载收获的一年。
这一年， 岳阳市司法人在实践中不断思
考和探索 ，不断改革创新 ，服务发展 ，保
障民生，走出了一条有特色、有实效的司
法为民之路。

围绕大局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作为
法治是优化营商环境这栋高楼大厦

的根基。 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更
需要为企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提供优
质法律服务。

2021 年，岳阳市司法局出台了《关于
推行市场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审慎监管优
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探索推行市场
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审慎监管。 根据优化
营商环境要求修改了政府规章 《岳阳市
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 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聚焦重大产业项
目建设，对重大合同进行审查，共审查各
类政府合同 、会议纪要等 78 件 ，参加涉
及政府合同的协调会议 20 次。 召开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部署会，制定《岳阳市司法
局 2021 年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 》，将
工作任务分解到各科室和局直各单位 ，
为岳阳“三区一中心”建设倾力贡献法治
力量。

同年 4 月， 岳阳市司法局在全市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作典型
发言。 10 月中旬，统筹协调中央依法治
国办来岳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督查， 该市
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
第一责任人责任、 行政执法等工作接受
了全面检查。 如何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中主动作为， 如何更高水平地推进法治
政府建设，彰显着司法行政人的担当。

做优服务
在基层治理上延伸触角

这一年， 岳阳市司法局在全市司法
行政系统部署开展“迎建党百年 护和谐
稳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活动，通过
不断创新人民调解方式方法， 强力推进
人民调解工作落地开花， 使各类矛盾纠
纷有效化解， 为社会稳定发挥了稳压作
用。

与岳阳银保监分局共同筹建设立岳
阳市银行保险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 ，推
动全市银行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步入
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进一步加强村级人
民调解组织建设，结合村支两委换届，对
1764 个村（居）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员进
行调整， 并对新任人民调解员开展了任
前培训。 全年调解纠纷 12482 件，调解成
功率 90%以上。

岳阳市积极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加强对特殊人
群重点管控，未发生一起安全稳定事故，
为平安岳阳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在落实禁毒工作这一职能上， 岳阳

市司法局制定出台了 《岳阳市司法行政
机关病残吸毒人员收治中心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病残吸
毒人员收治中心。 定期对市强戒所和 5
个县级收治中心开展安全检查， 确保人
员和场所安全。 开展禁毒宣传进万家活
动，到平江县板江乡开展禁毒联点帮扶，
帮助戒毒人员洗心革面重塑自我， 早日
回归社会。 全年市强戒所共收治戒毒人
员 331 人，解除戒毒人员 496 人，场所实
现连续 20 年“六无”。

全市社区矫正机构认真落实各项监
管规定， 社区矫正监管安全保持总体稳
定， 社区矫正对象和安置帮教人员实现
了零脱管、零漏管、零重大恶性犯罪。 用
法治温度温暖社区矫正对象， 用法治力
量帮助他们迷途知返， 极大地维护了社
会安全稳定 。 全市在册社区矫正对象
2264 人，其中缓刑 2143 人 、假释 60 人 、
暂予监外执行 61 人；接茬刑满释放人员
3053 人，其中重点帮教对象 146 人，帮教
率 100%。

人民调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
防线； 禁毒宣传提高公民自觉抵制毒品

的能力； 社区改造帮助社区矫正人员顺
利回归社会……这一年， 岳阳市司法局
立足职能，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多措并举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走深走实
岳阳市司法局以建设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为总抓手， 统筹推进全市司法行政各
项工作，将律师 、公证 、司法鉴定 、仲裁 、
法律援助等职能整合起来，协调推进，推
出了一系列新举措，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
供了更加及时精准普惠优质的公共法律
服务。

推进 “法援惠民生 ”品牌建设活动 。
开展“法援惠民生，关爱老年人”“法援惠
民生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利用两微一
端等新媒体做好“互联网+”法律援助服
务工作，积极宣传法律援助受理条件、工
作内容等信息， 让人民群众熟知法律援
助的受案范围、办事流程，进一步提升法
律援助知晓率。 同时，让民众能够用法治
的意识去解决生活中的难事， 用法治的
方式去处理矛盾。

市湘北公证处正式进驻湖南省城陵
矶新港区政务服务中心并已开展相关业
务，岳阳仲裁委员会也设立分支机构，共
同为湖南省自贸区岳阳片区提供精准法
律服务。

此外， 加强对全市各律师事务所和
律师的管理服务， 对律师事务所的内部
管理和党建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 进一
步促进律师事务所规范执业， 提升服务
质量，防范执业风险。 开展人民监督员换
届工作，组织人民监督员、人民陪审员对
市、 县两级人民检察院和法院的相关活
动进行监督，提高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

据统计，2021 年，市法援中心受理法
援案件 3441 件， 接待现场咨询 3650 余
次； 共受理仲裁案件 174 宗， 涉案标的
1.53 亿元。

让爱飞越高墙温暖童心
桂东县司法局开展第 3 轮“为了花朵的微笑”佳祥助学活动

桂东县司法局为 5 名特困家庭服刑人员未成年
孩子送去助学金。

岳阳市局党组书记，局长（前排左一）李峰调研临湘市法治公园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