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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我国法律援
助制度建立实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共
同印发的首个法律援助政策性文件。我
省首创的省际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机
制、军民融合式军人军属法律援助体系、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等均被写入《意
见》。这标志着我省法律援助制度建立
以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河南法律
援助之路，叫响了“河南创造”法援品牌。

●率先建立省际农民工法律援
助协作机制

我省是农民工输出大省。2004 年以
来，河南把农民工作为法律援助重点对
象，着眼解决农民工异地申请法律援助
困难、维权成本高等问题，与河南籍农民
工相对集中的北京、上海、广东等 8 省市
的法律援助机构建立省际农民工法律援
助协作机制，在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受
理、调查取证、经济困难证明等方面积极
协作，大大方便了农民工维权。

2004 年以来，河南省办理农民工法
律援助案件 15.1万件，其中省际协作办理
的农民工案件有 1200 余件，接待农民工
法律咨询 65 万人次，受援农民工 71 万余
人次，为农民工取得人身损害赔偿和追
回劳动报酬近 22.5亿元。

●率先实施法律援助值班律师
制度

2006 年 9 月至 2008 年 3 月，我省在修
武县成功实施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法律
援助值班律师项目。试点结束后，我省
全面启动值班律师工作，省司法厅与省
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行文建立值班律师办
公室，与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
院、省公安厅联合行文开展刑事法律援
助工作，在看守所建立法律援助工作
站。2013 年底，我省人民法院、看守所全
部设立了值班律师办公室，值班律师工
作率先在全国布局到位。2018 年，省司
法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
院、省公安厅出台了《河南省法律援助值
班律师办公室（工作站）工作规定》，从值
班律师职能定位、工作范围、工作标准等
方面进行科学界定和明确，推动全省法
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进入精细化、纵深
化发展新阶段。

截至 2018 年年底，我省共设立法院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办公室 177 个、看守所
法律援助工作站 128个，覆盖率达 100%。

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咨询 74.6万人次，代写
法律文书 17.1 万份，参加诉前调解 6.4 万
次，化解纠纷近 10.3万件；受理、指引申请
法律援助 15.6 万余件。在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接受讯问时，安排值班律师到场
5000余人次。

●率先打造军民融合式军人军
属法律援助体系

我省是兵源和驻军大省，省司法厅同
省军区密切协作，推动法律援助机构在
军分区、人武部设立工作站，在驻豫部队
团以上单位设立联络员，常态化开展法
律援助进军营活动，打造集法治宣传、法
律咨询、法律援助、舆情分析于一体的军
人军属法律援助体系，实现对河南籍军
人军属法律援助全覆盖，开辟了法律援
助维权拥军的新路子，被誉为“法律拥军
河南创造”。

2011 年以来，全省办理军人军属法
律援助案件近 6000 件，解答军人军属法
律咨询 5.7 万余人次。2015 年，国务院、
中央军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军人军
属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吸收了河南省
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实践经验和制度
成果。

●率先推进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全覆盖

2011 年，省司法厅联合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开展刑事
法律援助试点工作，将法律援助贯穿刑
事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全过程，为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
探索刑事法律援助新路径。2013 年，新
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实施，河南省刑事
法律援助工作全面开展。2016 年，河南
省司法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刑事
审判阶段法律援助全覆盖工作，将人民
检察院抗诉、被告人上诉等 5 类案件纳入
通知辩护范围；对被告人及其家属申请
刑事法律援助不设事项范围和经济状况
审查；省本级和 18 个省辖市将被告人全
部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率先实现了刑事
审判阶段法律援助工作全覆盖；选取 31
个县（市、区）开展审判阶段刑事法律援
助全覆盖试点工作，部分县市刑事审判
阶段辩护率达到 70%以上。

2017 年，最高院、司法部出台《关于
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
的办法》，充分肯定和借鉴了河南的经验
做法，并将河南确定为 8 个试点省份之
一。

让困难群众共享法治阳光

核心提示：
“要没有法援律师，我们的血汗钱还不知道啥时能要回来呢！我们是农民，没钱打官司，也不知道怎么打官司……”

11月15日，农民工李某等9人顺利拿到了拖欠已久的9万余元工资，特意来到安阳市龙安区法律援助中心，对该中心全
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法治社会，如何让经济困难的群众也能打得起官司？法律援助显然是体现法治公平的重要方式之一。
1997年，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从2010年开始，省委省政府6次将法律援助列为民生工程或民生实事

来重点推动。21年来，全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2万件，接待咨询700万人次，援助群众达807万人次，打造了我省特
有的温暖法援品牌，为百姓撑起一把坚实的法律“保护伞”。

□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文 王富晓/图

拓荒
为困难群众应运而生

“20 世纪 90 年代，法律援助制度在
中国出现，具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法
治背景。律师体制改革之后，随着改
革进程中贫富不均现象的出现，逐渐
暴露出一些经济困难的公民请不起律
师、没有经济能力依法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的问题，成为提出建立和实施法
律援助制度的直接契机。”河南省法律
援助中心首任主任周济生介绍说，法
律援助制度是“专为困难群众而生”。

1997 年 11 月 ，河 南 省 法 律 援 助 中
心挂牌成立，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河
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省长马忠臣分别题
词，司法部部长肖扬、河南省委副书记
宋照肃为省法律援助中心揭牌。自此，
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

当 时 ，社 会 各 界 对 法 律 援 助 尚 不
了解。刚刚诞生的法律援助制度，面
临着无机构、无办公场所、无人员、无
经费的困境。

为突破困局，省司法厅将 1998 年至
2000 年定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年，把法
律援助作为一把手工程全力推进。全
省司法行政机关通过调整、改造办公用
房或租赁的方式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
办公场所；通过调配司法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国资律师事务所转制、招录等方
式充实法律援助队伍；争取各级财政部
门支持，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
预算或专项拨款。同时，省司法厅协调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
安 厅 ，在 全 国 首 创 了《法 律 援 助 执 业
证》，赋予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办案
资格。省法律援助工作主要负责同志
发扬“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千言万语”
精神，数十次赴市县协调党委政府主要
领导，宣讲法律援助制度，赢取支持，打
开工作局面。

2000 年，省司法厅建立法律援助工
作机制，明确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是律师
的义务，动员广大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活
动；推动法律援助向基层延伸。2001 年
底，河南省法律援助机构建设任务基本
完成，当年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突破 1 万
件，一些案件社会反响强烈，法律援助
制度逐步走入广大群众的生活。

“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
旨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
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法律救
济与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现代社会
精神文明、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和体
现。”周济生如此评价道。

突破
走向规范化发展道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随着职能作用的
持续发挥，法律援助服务民生的属性日益显
现，逐渐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
认可和重视。与此同时，省司法厅认识到，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推动法律援助地方立法
势在必行。2002 年 3 月，河南省九届人大常
委会第 27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法律
援助条例》，河南省成为全国第 9 家颁布法
律援助地方法规的省份，开启了法律援助法
制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2004 年，河南省财政厅、司法厅将法律
援助经费纳入地方同级财政预算。2006 年
年底，河南省、市、县三级法律援助经费全部
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形成了中央财政扶持、
地方各级财政预算保障的法律援助经费保
障机制。2007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制
定下发意见，将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未成
年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等补充纳入法律援助
范围，并对持有民政部门发放的最低生活保
障证等四类申请人不再审查经济状况。法律
援助覆盖面增至全省人口总量的 20%。

2009 年 4 月，省委政法委在全省启动
“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工作；2010 年，省政府
出台《关于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强调
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纳入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社会稳定工
作机制，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省委政
法 委 专 门 制 定 了《平 安 河 南 建 设 纲 要
（2011-2015）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意见》。省
财政设立法律援助专项资金，扶持贫困地
区；省司法厅与省财政厅制定了法律援助业
务装备配备标准，加强法律援助服务设施建
设……良好的政策环境，为法律援助工作持
续快速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2011 年，法律
援助覆盖面增至全省人口总数的 40%。

为了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2014
年起，我省将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调整至
城镇居民最低工资标准和农村居民上年度
人均纯收入，使法律援助制度惠及更多低收
入群体；把更多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
民生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帮助困难群众
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婚姻家庭、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热点民生
问题。到 2017 年，省市县法律援助机构全部
建成了临街一楼标准化接待室，形成了以法
律援助接待室、“12348”法律援助热线、法院
和看守所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办公室（工作
站）为主阵地，律师事务所和司法所法律援
助受理点、设在工青妇老残等部门的法律援
助工作站、村居法律援助联络员为补充的立
体法律援助服务网络，构建起城区半小时、
乡村一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

创新
“河南创造”叫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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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进军营

◀法律援助进工地

“12348”法律援助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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