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基层

本报讯 连日来!民权县司

法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开展一

系列活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

一是人民调解进农家" 为

每名局机关人员确定一个人民

调解工作联系点! 建立了全员

服务人民调解的工作机制和个

人人民调解工作绩效考核制

度!深入村组!不间断地开展矛

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 通过上

门调解和现场处理纠纷!引导#

帮助农民尽可能采取调解方式

化解矛盾纠纷" 二是普法讲座

进农家" 组织人员撰写与新农

村建设相关的普法讲义! 选派

!"

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工作

人员组成
#

个法制讲座小分

队! 每月到全县各村委巡回开

展
$

次法制讲座! 让广大农民

接受较为系统的法制教育" 三

是法律资料进农家" 印制农民

常用法律常识小册子
!

万份!

购置相关的法制宣传音像资料

#""

套!组织定期开展送法下乡

活动!向农民免费发放" 四是法

律服务进农家" 要求法律服务

工作者每月至少对农民提供上

门服务
$

次!确保生活困难#行

动不便# 居住偏远的农民能够

及时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 五

是法律顾问进农家" 要求现有

的
#"

名法律服务工作者!每人

结对帮扶
%

个村委! 在帮扶村

设立法律顾问室! 每月在村工

作时间不得少于
$

天! 主要开

展为村里起草的村规民约把

关!为村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提供法律咨询! 为农民审查起

草合同#代理法律事务等工作!

有效化解村与村# 农民与农民

之间的矛盾! 提高农民的依法

维权意识" 六是法律援助进农

家" 开通农民法律援助$绿色通

道%!对涉农法律援助实行优先

接待#优先审查#优先受理!在

!&

个乡镇依托司法所建立法律

援助站点! 扩大法律援助的覆

盖面" &聂政伟 郑东升'

公证在线

本报讯 近日! 禹州市小吕乡

吕西村的高会娟向禹州市公证处赠

送了一面上写 $热情服务# 文明公

证%的锦旗"

高会娟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四口

之家! 丈夫赵朝领在张家港市打工!

而高慧娟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家里

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丈夫在外打工挣

钱"

'""&

年
&

月
(

日!赵朝领在张家

港市为救落水儿童不幸牺牲"这对于

一个本来就困苦的农村家庭来说!真

是雪上加霜"高会娟在整理丈夫遗物

时发现了一张存单!这是丈夫辛辛苦

苦挣来的血汗钱"可是高会娟在领取

存款时却被银行的工作人员告知由

于人已去世只有先办理继承权公证

才能领取"对于从没有接触过公证的

高会娟来说心里一下忐忑起来!办理

公证难吗( 收费多吗( 一系列问题出

现在高会娟的脑海里"

'""&

年
!"

月

%"

日! 她带着一系列的问题来到了

禹州市公证处!公证处公证员上官彩

敏#公证员助理娄惊宇热情地接待了

高会娟!了解情况后!对她心中的疑

问一一作了解答!并为其列出了继承

权公证所需提供的材料清单"针对高

会娟家中的困难!公证人员经请示公

证处主任娄长江后决定给其免费办

理!并在最短时间内为其办理完毕"

公证处热情#优质#高效的服务

使高会娟万分感激! 逢人就说)$没

想到禹州市公证处的公证人员这样

热情周到!还能为我免去公证费用!

公证处的同志真是太好了! 我说什

么也要表示一下我的感激之情" %于

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禹州市公证处多年来热情服

务#依法执业#诚信为民的工作作风

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据统计! 禹州市公证处对符合法律

援助条件的公证事项减免公证费用

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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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赵蕾 特

约记者 连欣' $以提高受益困难群

众数量为最终目标! 切实提高法律

援助提供和服务能力"%

$

月
%"

日!

在全省全面推进法律援助应援尽援

工作动员会上! 省司法厅提出这样

的工作目标"

据了解!目前!我省法律援助工

作的突出矛盾是司法行政机关法律

援助提供和服务能力与人民群众不

断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间的不平

衡"省司法厅要求!在开展法律援助

应援尽援工作中!要突出四个重点"

确定援助重点人群

加大对重点人群的援助力度"

农民工#困难职工#下岗失业者#残

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群体是法

律援助工作的重点人群" 省司法厅

要求!要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组

织力量办理好涉农案件" 针对当前

经济形势对农民工造成的不利影

响!根据农民工法律援助新的需求!

研究做好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思

路和措施" 要加强法律援助省际协

作!确保省际#城际异地协作机制运

行畅通" 要针对不同特殊群体的特

点!积极探索个性化专业化服务"

大力扩充援助队伍

加强法律援助实施队伍和志愿

者队伍建设" 法律援助应援尽援是

便捷服务惠泽群众

大力推行便民利民措施!为困

难群众提供便利条件" 一要加强法

律援助机构接待室建设" 首要解决

法律援助$门难找%的问题!使其处

于临街一楼等便于困难群众寻找

的位置!悬挂统一标志 !标明接待

时间!设立公示栏 *摆放法律援助

服务指南#手册#服务卡#联系卡等

宣传资料!使群众一目了然"

二要加强法律援助受理点建

设" 在律师事务所#司法所设立法

律援助受理点!将法律援助服务端

口前移! 为社会困难群众提供更加

便捷的服务! 是对法律援助受理工

作的创新和突破" 今年全省所有司

法所和管理规范的律师事务所及

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要设立法

律援助受理点!构建起遍布城乡的#

便民的法律援助受理网点" 各地要

加强对受理点的规范管理! 对受理

点要设立统一的标志! 制定统一的

工作程序!使用统一的格式文书!摆

放统一的宣传资料" 必要时要对受

理点工作人员进行法律援助业务培

训!确保受理点工作规范"

三要设立$绿色通道%"简化法律

援助受理审查程序!缩短+法律援助

条例,规定五天的审查时限!尽可能

在当日内作出是否援助的决定"对持

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农村特困户

救助证#五保供养证者!在养老院#孤

儿院等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

者!农民工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

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者!主张因见义

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者不再审

查其经济困难状况"建立困难群众资

料库!发放法律援助卡!所有在库或

持卡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时均可免予

审查经济状况*对于即将超过诉讼及

仲裁时效的法律援助案件先行援助!

补办手续*对老#弱#病#残等有特殊

困难的群众推行电话申请# 邮寄申

请#上门受理等服务" 有条件的地方

开展网上咨询及受理申请工作!确保

$

!'%$&

%法律援助咨询电话畅通" 对

群众性案件要集中力量!优先受理#

办案量应突破
!

万

大幅提高办案数量!增加受益

群众数量" 据统计!

'""(

年全省人

均诉讼率为
%)''!

" 困难群众的社

会活动能力较弱# 经济活动较少!

诉讼纠纷主要集中在特定范围的

特点!人均诉讼率应当偏低 !约在

!)#!

左右"根据当前我省法律援助

潜在受援人群为
%$""

万人测算!开

展应援尽援后!全省年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应在
#

万件左右"

'""&

年全

省办案
%)!

万件! 根据试点地区案

件增长情况看!

'""*

年全省办案量

应突破
$

万件" 省司法厅副厅长周

济生表示!换句话说 !没有大幅上

升的案件数量做保证!就不能称之

为真正开展了应援尽援工作"

省司法厅厅长王文海表示!法

律援助制度的出现 ! 通过提供无

偿律师服务切实降低了困难群众

打官司的成本 ! 为从根本上解决

群众打官司难问题找到了一条合

适的途径 " 它使社会贫弱群体在

遇到矛盾纠纷时 ! 能及时获得法

律救济和有效保护 ! 畅通他们反

映合理诉求的渠道 ! 困难群众权

益可以通过法律援助得到维护和

实现!维权有了依靠 !合法权益有

了保障 ! 更多的困难群众能够享

受这一文明成果 ! 进而促进和实

现社会公平正义"

个系统工程及$大法援%格局" 省司

法厅将整合司法行政系统内部和社

会的人力资源! 提高法律援助人员

的综合素质! 为开展法律援助应援

尽援提供组织人力保障" 法律援助

专职人员# 社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是法律援助的主力军!根

据其业务专长#城乡分布#法律援助

案件特点合理调整力量配置! 充分

调动办案积极性" 公证#司法鉴定人

员是配合法律援助的新生力量!要

予以充分重视!合理使用" 社会志愿

者是法律援助的辅助力量! 要尽可

能地发挥作用" 要加强对法律援助

人员和志愿者的培训工作! 利用业

务培训# 继续教育# 以会代训等形

式! 开展法律知识和法律援助知识

教育! 不断提升法律援助人员的综

合素质"

!

近日! 登封市司法局利

用各施工单位中午" 晚上农民

工就餐休息的机会开展了多场

#送法进施工单位$宣传服务%

许殿昌 摄影报道

法律服务进农家

为烈士存款提供公证

!!

月
"#

日! 新乡市劳教所特

别邀请该市消防支队官兵到劳教所

为劳教人员开展消防知识宣传活

动" 陆波 杨丽 靳文静 摄影报道

!

近日!郑州市齐礼阎劳教所庆&五一干警职工竞技运动会$在

所管教大院展开% 白洋 刘峰 摄影报道

!#

月
%

日上午!漯河市
!!"

名律师分别深入到全市
##

个

乡镇'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 图为律师正在

龙城镇为农民解答问题( 张继耀 摄影报道

优先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