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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荆锐

法援先进
风采录

“能够让更多人知法守法，并运用法
律手段维权，是法律援助律师的职责。”
秦银来说。多年来，他积极参与法律援
助活动，用自己专业的法律素养和诉讼
技巧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秦银来到过
军营，去过工地，下过农村，进过社区，入
过学校，跑过集市，参与法律援助宣传活
动 50 余次，不仅向群众宣传了法律知
识，还为群众解决纠纷提供了帮助。

为了能够更好地为困难群众提供咨
询服务，秦银来总是想方设法解决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坚持在市法律援助中心
接待大厅和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值班，为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提供
法律咨询并代为书写相关法律文书。在
接待过程中，他认真听取求助人的陈述
及诉求，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求助人
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途径。据秦银来
的同事介绍，他从没因为个人原因影响
过值班，“即使业务繁忙，他仍能坚持每
月至少值班两天。几年来，他先后帮有
需求的群众书写法律文书300多件”。

作为一名法律援助志愿者，秦银来
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为保障受援人享
受到与收费案件一样的法律服务，秦银
来始终告诫自己“不能因为法援工作提
供的是免费服务，就降低服务标准”。在
办理李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中，秦
银来接受指派，为民事诉讼原告李某担
任代理人。该案中，被告人赵某骑电动
车将受害人李某撞倒后逃逸，李某被路
人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李某的
家人难以接受这一事实，情绪比较激动，
向被告人赵某提出了100万元的赔偿要
求，但双方始终无法就民事赔偿达成一
致协议。秦银来经调查得知，被告人赵
某系下岗职工，名下没有房子也没有其
他财产。考虑到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
件中，如果原被告双方不能就附带民事
赔偿部分达成和解协议，受害人的损失
有可能得不到赔偿。于是，秦银来便向
李某的家人分析了案情并告知其相关风
险，李某的家人同意降低赔偿要求。秦
银来还多次与赵某的代理人沟通协调，
向被告人及其亲属讲解有关法律法规，
赵某及其家人答应筹款 35 万元赔偿给
李某的家人。最终，双方就民事赔偿问
题达成了和解。

几年来，在秦银来办理的法律援助
案件中，援助对象既有老人、妇女和未成
年人，也有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既有追
讨劳动报酬的农民工，也有追讨社会保
险的下岗职工。为了办理好援助案件，
秦银来始终坚持认真做好接待、耐心倾
听诉求，对每一起案件，不论繁简都认真
作好庭审准备，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近千万元。

我省明确2017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点

创新理念和机制 提高全民法治素养

秦银来：
让大家知法守法用法
是我的职责

秦银来不仅是一名有着30年党龄
的老党员，还是一名有着多年工作经验
的法律援助志愿者。从业以来，秦银来坚
持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坚持在开封市法律
援助中心值班接受群众咨询。5年来，秦
银来先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85件，接待
群众咨询 3000 余人次，案件满意率为
100%。他个人也先后被评为开封市法律
援助先进个人、开封市优秀律师。

本报信阳讯（记 者 周惠 通 讯
员 杵宗菊）近日，信阳市平桥区查
山乡某居委会 80 岁高龄的樊老太，
被大儿媳送到查山司法所后扬长而
去。该所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问其
原因。原来，樊老太育有三子四女，
本应享受天伦之乐。但十年前，樊
老太因患病瘫痪卧床不起且生活不
能自理，她的儿子们原本约定每人
一个月轮流照顾樊老太。但当大儿
子照顾樊老太期满后，由于二儿子
全家去了海南打工，无法照顾樊老
太，兄弟之间引起纷争。老人无处
可去，就被大儿媳送到了司法所。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居
委会寻找其子女的联系方式，并一
一联系。与此同时，工作人员一边
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派人进行深
入细致的调查核实。

老人的二儿子说，他一家人现
在在外地打工，照顾不了母亲，但事
先 与 两 个 兄 弟 约 定 好 了 先 往 下 轮

流，等他年底回家时再补上。此外，
他还说，母亲每年的养老金都被三
弟领走了。老人的三儿子表示，应
按 照 之 前 的 协 议 约 定 轮 流 照 顾 母
亲，目前还没有轮到他。

于是，司法所通知了樊老太在
当 地 的 子 女 到 司 法 所 说 明 具 体 情
况，但他们大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前
往司法所。无奈，查山司法所向派
出所报案，主张追究樊老太子女的
责任。但考虑到首先要把老人安置
好，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就再次找到
了老人的大儿媳，向其阐述遗弃老
人的后果，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大
儿媳妇答应暂时将樊老太接回家赡
养一个月，司法所也当即承诺一个
月内将此事调解处理完毕。

之后，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耐
心细致的调解，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樊老太到三女儿家中生活，三个儿子
每年出 1500 元，其他三个女儿每年
出 1000 元。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员 祁继峰
赵娟）近日，许昌市建安区灵井司法所举办了
一场特殊的捐款仪式，辖区内 30 余名社区服
刑人员共同为一名患病社区服刑人员捐款
2450元。

据了解，这名社区服刑人员患有肺心病，
病情严重，但其家中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十分困
难。灵井司法所所长丁伟斌得知此情况后，与
该所干警王向伟、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薛
静静三人，到患者家里走访，了解具体情况，并
在社区服刑人员集中学习会上号召全体社区服
刑人员伸出援助之手。

30 余名社区服刑人员积极响应，纷纷慷
慨解囊，共捐助爱心款 2450 元。当司法所工
作人员把善款送到患病社区服刑人员手中
时，他表示一定会坚强面对生活，勇敢与病魔
抗争，并遵纪守法、积极接受教育，以实际行
动回报社会。同时，为了解决该社区服刑人
员的后顾之忧，司法所与镇政府积极协调，为
其办理了低保。

此次爱心捐款活动，不仅传递了爱心，帮
助了患病社区服刑人员个人，而且提升了社区
服刑人员的思想素质和服从管理的自觉性。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郭可靓
子）4月20日，新安县综治办主任王进营、新安
县司法局局长赵素敏一行7人，到延津县司法
局考察学习司法行政工作。延津县司法局局
长吕毅、副局长王成海等陪同。

在召开的座谈会上，考察组观摩了延津
县司法局开发的人民调解网络系统，吕毅就
延津县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了交流汇
报。座谈会后，考察组一行先后到延津县社
区矫正中心、法治文化公园、城关司法所，实地
查看了该县司法行政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并
查阅了相关台账资料。考察组对延津县各项
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通过考察交流，双方均受益匪浅，一致表
示今后将继续加强交流与探讨，取长补短、完
善提升，进一步创新工作方法，促进司法行政
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交流学习
促进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赡养老人起纠纷 司法所倾情调解
爱心
在社区服刑人员之间传递

本报讯（记者 荆锐）近日，省普法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2017 年河南省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从
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干部和青少年的学法
用法，依法治理，法治创建，法治文化建设
等方面，对今年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

《要点》指出，2017 年是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之年，是贯彻落实省十次党代会精
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七五”普法规划实施
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的法治宣传教育工
作，意义重大。

《要点》强调，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调研指导河
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全国、
全省工作大局，全面落实省委推进全面依
法治省的决策部署和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决

议，全面实施“七五”普法规划，坚持把法治
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有机结合，创新法治
宣传教育理念和机制、载体阵地、方式方
法；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
制度，重点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健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核机
制；强化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落实《青少年
法治教育大纲》，推动法治教育进课堂、进中
考，强化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
年法治教育格局；大力开展“民主法治示范
村”“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诚
信守法示范社会组织”等基层法治创建活
动；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和社会管理薄
弱环节，组织开展打击、防范盗窃、诈骗、非
法集资以及信访投诉、环境保护、生产安
全、食品药品安全等各类专项依法治理活
动；加强对法治文化阵地的管理维护，推动

法治文化阵地市、县、乡、村全覆盖，支持
和引导法治文化作品的创作传播，组织
开展法治文艺、法治微电影的展演展
播；健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
实施、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普法工作体制，加强对
各级“七五”普法讲师团队伍的
服务和指导，发挥普法讲师团
的作用；深入推进“法律六
进”、法治创建和依法治理，
深化法治文化和普法队
伍建设，加强法治宣传
教育基层基础工作，不
断提高全民法治观念
和法治素养，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连日来，
省第三戒毒所开展干警队伍作

风纪律整顿活动，邀请武警官兵对全体
干警进行队列训练，以增强广大干警的组织
性纪律性。图为该所干警正在进行队列训

练。 记者 王富晓 通讯员 闫晓磊
摄影报道

◀近日，郑州市惠济区司法局召开了律师会议。会上，
惠济区律师工作委员会主任薛少卿对2017年律师工作委员
会工作计划作了简要汇报，辖区各律师事务所签订了2017
年律师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和律师行业纠风目标责任
书。 记者王富晓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