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8 月 31 日，国务
院正式批复设立中国（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河南面临重
大发展机遇，由此也给河南的
法治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如
何更好地与国际贸易通行规
则衔接、提供高效权威的国际
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将是河南
面临的重大课题。针对以上
的思考，我提交了《关于在河
南设立中部地区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院的提案》，上述提案
作为 2018 年民盟提案提交，

受到了民盟河南省委的高度重视，该提案还被转至
河南省政府法制办及河南省法学会审阅，相关部门
对该提案已开始组织人员进行调研。

陆咏歌 省
政协委员、金博大
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
繁荣发展的活力。我们都在努
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国
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 2019年
新年贺词点燃了亿万人民的奋
斗激情，对律师行业而言,新的
一年既面临着新机遇,也面临
着新挑战,律师业将在全面依
法治国背景下,在加快建设创
新型国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政协委员
既是一种荣誉和信任，更是一
种责任和使命。在众多职务和
头衔中，“政协委员”是我最为

看重的。作为一名省政协委员，我一直致力于在立法
和执法方面建言献策，今年也是这样的。

赵京辉 省
政协委员、河南
闻禹律师事务所
律师

担任省人大代表 10多年
来，我重点关注教育、卫生、住
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共
提交议案和建议 80多件。诸
多议案和建议引起媒体和领
导的重视，部分议案被评为优
秀，个别议案被列入地方立法
规划。

2013年，我在省人大十二
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律
师执业证应成为律师工作的绿
色通行证建议》，省高级人民法
院高度重视并采纳，为全省2万
多名律师和外地律师到法院阅

卷、开庭、提交手续、文书提供了很大便利，律师们拥有
了满满的“获得感”。

董振杰 省
人大代表、河南
名人律师事务所
律师

王历彩 省
政协委员、河南
众盈律师事务所
律师

作为一名无党派女律师，
我非常荣幸地被推荐为省政
协委员。在省政协十二届一
次会议上，我根据自己多年来
从事青少年犯罪法律援助的
经历，撰写了关于建立涉罪未
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的提案，
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检察院
高度重视，组织专家召开座谈
会进行可行性论证与试点推
广研究。我多次参加法院、检
察院的座谈会，从律师的角度
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监督。本次大会期间，我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社
会热点问题相结合，撰写了2件提案，争取做到知信
行合一，认真履职，不辱使命。

今年是我作为省政协委员
参政议政的第十二个年头。近
年来，我单独或联名提出建议、
提案共32件，涉及法治建设和
事业类17件，城市建设和管理
类7件，经济类5件，社会治理
及其他3件，部分提案得到了有
关部门的肯定和认可。本次会
议，经过广泛征集意见，我提出
3件提案，一件提案是关于公益
诉讼专项基金的设立及推进，
建议我省设立环境公益诉讼专
项基金或基金管理部门，保证
公民个人或社会组织有底气、

有能力启动程序并保障赔偿资金能够专项用于环境修
复，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冯军义 省
政协委员、河南
天基律师事务
所律师

在近 30年的律师执业生
涯中，我有 20 年是奔走在法
律援助的路上，承办、指导、参
与、协调 1000 多件法律援助
案件，为 10 万多名群众提供
法律咨询。在 2018 年，我参
与起草、审查、审议《河南省秦
岭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河
南省老年人权益保护条例》等
河南省地方性法规 49部。在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我
准备了三个建议：第一个是关
于解决律师会见难问题的，第

二个是关于加强城市住宅小区公共绿地和人防设施
归属和使用权管理的，第三个是关于加强防范互联
网金融风险的。

韦苏滨 省
人大代表、南阳法
律援助中心主任

作为一名省政协委员、三
门峡市政协常委，我经常参加
涉及民生方面的调研、视察活
动，提出自己的建议，发出律
师的声音。像城市精细化管
理工作、城市公厕、垃圾处理，
城市居民养老、孩子上学，买
菜难、行路难、办事难等民生
问题，我都通过现场发言、撰
写调研报告和社情民意信息
等，提出建议，不少问题得到
了妥善解决，有些问题也正逐
步得到解决或改善，这让我感

到很欣慰。2018年 1月，省政协会上，我提交了《关
于推进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提案》，这个提案被省
政协评为“重点提案”。

陈启超 省
政协委员、河南
砥砺律师事务所
律师

2018年，我荣幸地被推选
为十二届省政协委员。在省政
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我提交
了关于多措并举解决看守所律
师会见室少的提案，又和本组
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全省开展
清理占用居民小区消防、逃生
通道、楼房地下室违法隔建、违
规使用的提案，得到了承办单
位的积极回应。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
和桥梁意识，反映社情民意，积
极建言献策，为政府决策服
务。要找准律师工作与政协工

作的结合点，脚踏实地工作，为政协事业、律师职业增
光添彩。

闫斌 省政
协委员、河南言
东方律师事务所
律师

律师在全面实施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历史进程中肩负着重要的职
责。作为律师行业中为数不
多的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我
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调研基
层法律服务现状和需求，并提
交关于加强公共法律服务建
设和农村普法的建议。闭会
期间，我组织团队编印了可读
性很强的普法故事口袋书《煦
燕说法之老张家的故事》，向
基层群众发放数千册。省十
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我会持

续关注公共法律服务建设、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和改
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等话题，尽职诠释使命担当。

李煦燕 省
人大代表、北京
大成（郑州）律师
事务所律师

近年来，除做好本职工作
外，我还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
任。在倚天剑律师事务所设
立平顶山市工商业联合会民
营经济法律服务中心，并多次
组织民营企业法律健康体检
公益论坛；组建政府法律顾问
团，制作《党委政府部门法律
服务目录》；开展律师进社区、
进农村活动，有针对性地为人
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和帮助；
组织律师参与调解、涉法涉诉
信访工作，维护社会平安和

谐。作为一名省政协委员，我将不断学习，积极实
践，当好履职明白人，当好政府的参谋员，当好群众
的代言人。

周斌 省政
协委员、河南倚
天剑律师事务所
律师

自 1995年从事律师工作
以来，我工作认真、务实勤
奋。作为一名来自律师行业
的少数民族委员，我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在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在履职期间，我重点关注
规范行政执法、公正司法、农
民工讨薪等方面，提出了 10
多个提案，引起了相关部门的
高度关注。这既是对我工作
的肯定，也是一种很大的鼓
励。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将

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发挥专业特长，切实履行职
责，写出更多高质量的提案，为中原更加出彩作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

丁云霄 省
政协委员、河南
达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

曹 新 成 省
人大代表、河南
盛意律师事务所
律师

省人大代表既是一种荣
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当选省人大代表，是对我多年
律师工作的一种肯定，更是人
民赋予的信任与期待。从执业
律师到省人大代表，身份转变
了，使命更大了，责任更重了。
在履职工作中，我将站稳政治
立场，增强政治观念、法治观
念、群众观念，积极发挥参政议
政职责，不断拓展新思路，提出
更好的议题，服务国家、服务人
民、服务社会，真正做到“人民

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我期待能在未来的
履职工作中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为社会的公平正义、
为人民的快乐幸福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律师
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这是党委、政府和广大人
民群众对律师的信任和重托，
更是这个时代赋予律师的荣
光和使命。我作为河南省、漯
河市、漯河源汇区三级人大代
表，就如何依法议政履职，有
四点深刻体会：一要深入了解
国情，二要密切联系群众，三
要时刻保持忠诚，四要坚持不
懈学习。我工作在法律第一
线，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有着切

身的体会和感受，也有更大期待。在全面依法治国
的新时代，继续结合本职工作，为法治建设建言献策
是我履职的重点。

胡亚萍 省
人大代表、河南
信鼎律师事务所
律师

2012 年 12 月，我当选为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2013年 1月，我向省高级人民
法院建议:建立法官与律师的
良性互动关系。省高级人民
法院认为此建议非常好，当时
就安排有关工作人员落实这
项工作。2013 年 10月，省高
级人民法院与省司法厅联合
制定了《关于建立法官与律师
良性互动关系共同促进司法
公正的若干意见》，极大地改
善了律师的执业环境。2018

年 1月，我有幸连任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履
职6年多来，我常常自问：靠什么向人民交一份满意
的答卷呢？答案只有一个——关注民生，体察民情，
反映民意，传递民声。

曹平 省人
大代表、河南驿城
律师事务所律师

马书龙 省
政协委员、金学
苑律师事务所
律师

作为法律工作者，担任省
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不仅要

“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
更要积极作为，敢于担当，努
力做法律政策的宣传员，社
情民意的信息员，社会矛盾
的调解员和各界人民群众的
服务员。

当好省政协委员，要具
有“三种意识”：强烈的责任
意识、密切联系群众的意识、
较强的组织协调意识；要坚
持“四个围绕”：围绕我省发
展 战 略 和 重 点 工 作 开 展 工

作，围绕各级政协的工作重点开展工作，围绕民主
法治建设开展工作，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开展工作。

赵晓阳 省政
协委员、河南牧真
律师事务所律师

作为一名执业律师，我始
终坚守职业道德，致力于维护
法律尊严，伸张公平正义；作
为一名省政协委员，我热切关
注民生,积极献言献策。

在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
议期间，我提交的《关于加
快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新改
善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营商环境的提案》《关
于加速推进我省智慧法院建
设的提案》等四件提案都得
到了有关部门的采纳。在省

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我又精心准备了有关
“扶贫开发法制化”“释放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活
力”“深化‘放管服’改革，解决在建工程抵押登记
难、融资难”等四篇提案。

我是十届、十一届、十二
届省政协委员，在履职期间，
我不断告诫自己:政协委员
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
种责任和担当。只有不断学
习，不断充实提高，以高度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履行政协委
员的义务，才能不辜负党和人
民的信任。

我先后提交数十份提案，
有法治建设方面的，有关于民
生方面的，也有律师执业权益
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党和人民对政协委员的要求更高了，我
们决不能有任何懈怠。只有不忘初心，更加努力工
作，更加尽职尽责履行一名政协委员的责任和担当，
才能不辱使命。

王松华 省
政协委员、河南
王松华律师事务
所律师

●

截至 2018 年年底，全省有律

师 事 务 所 1334 家 ，其 中 合 伙 所

892 家、国资所 44 家、个人所 398

家。全省有执业律师 21696 人，

其中专职律师 19566 人，兼职律

师 701 人，公职律师 968 人，公司

律师 69人，法律援助律师 392人。

相关链接

我省律师行业发展现状

担任省政协委员以后，我
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与担当，
始终坚持以“为民说话、为民
办事、为民谋福”，围绕人民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我
提出了《关于加强对担保公司
监管的提案》《关于建立医疗
卫生服务机构信用档案管理
制度的提案》，这些提案均引
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用忠诚
维护公平正义，用专业促进社
会和谐是一名律师的工作职
责。我经常在中小学校、企业
免费举办法律讲座，为困难弱

势群体减免律师费用累计达数百万元。新的一年，
我要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刘晓良 省
政协委员、河南
安多律师事务
所律师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
一直坚持深入校园开展“反校
园欺凌、预防青少年犯罪法制
教育”公益讲座，听课的学生
达到 10 万多名。对此，我感
到由衷自豪。据统计，我国校
园欺凌发生率大概为 33%。
欺凌不仅会给青少年带来身
体上的伤害，更将在青少年心
中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在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我
带来了关于在我省出台“预防
和治理校园欺凌”实施办法的
建议。防范校园欺凌的发生，

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只有多方力量联
动起来，才能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让青少年的校
园生活少一份阴霾，多一份阳光。

李艳玲 省
政协委员、河南
新雅琪律师事务
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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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使命谋发展，凝神聚力谱新篇。从 1月 14日起，我省正式进入两

会时间。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话出彩宏图。

来自律师行业的代表、委员格外引人瞩目，他们认真履职的身影成为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 2018年的省、市、县两会换届中，来自律师行业的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政协常委大幅增加，达到500余人，他们紧紧围绕国家大政方针，就

关乎民生、民情的热点问题提出议案、提案、建议及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受到各级党委、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在今年的省两会上，来自律师行业的代表、委员重点关注了哪些话题？

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省两会,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本报记者 孙欣 实习生 祁思元 本报通讯员 尚国鹏

怀揣民意献良策 履职尽责谋发展
——来自省两会上的律师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