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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社区矫正人员教育的

年初是农民工劳动报酬结算的

针对性，新阳司法所不断创新教

高峰期，也是农民工劳动争议问

育方式，提升教育的实效性和实

题的多发期。为有效防范欠薪欠

用性，帮助社区矫正人员不断提

资群体性事件发生，切实保障农
民工权益，海沧区法律援助中心

高修养、
增强法治观念。

“四个加强”助力农民工维权。

一是现身教育法。请在矫期
间受过处罚的矫正人员到现场

一是加强普法宣传，积极组

谈感悟、谈心得，用自己的亲身

织法律援助律师志愿者到企业、

经历交流得与失，教育大家引以

村居、广场等农民工集中工作、

为戒。二是案例教育法。组织矫

生活的场所大力开展法律援助

正人员观看以违反矫正规定和

咨询宣传活动，加强对农民工欠

要求被撤销缓刑的视频，用生动

薪欠资问题的咨询引导，增强农

的典型案例警示矫正人员，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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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依法维权的意识.
二是加强援助服务，畅通农

矫正规定，早日回归社会。三是
规定解读教育法。对矫正过程中

456789 :;F =

用实际生活中碰到的案例，结

的外出请假、社区服务、定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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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业相关法律法规，一一为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物

农民工的法律援助申请，降低门

机和电子腕带使用等规定，进行

近日，嵩屿司法所工作人员与

每一个不同的案 例 做了 具体

业管理法律知 识 的成 功举 办

槛，简化手续，特事特办，确保年

逐项规定逐条内容细化解读，使

驻村律师卢耀东 为海 投 物业

的分析，指导海投物业职工如

让企业和职工知法、懂法、守

终岁末农民工能依法及时维权。

矫正人员明白具体的规定要求，

公司开展了《物业管理法律知

何正确规避物 业管 理 工作 中

法，增强职工依法办事、依法

进一步为其树牢纪律观念，增强

识及物业管理常见纠纷防范》

的法律风险。现场互动时，由

维权的能力，积极营造学法、

动监察、劳动仲裁、公安等部门

讲座。

司法所为职工发 放 相关 法律

懂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提高

对接，对群体性农民工维权问

讲座中，卢耀东首先向大

宣传册，职工就一些平日工作

了大家的法律知识，促进了和

题，派律师提前介入，需要申请

家解读物业管理条例，接着运

当中所遇到的 物业 纠 纷等 问

谐社区的发展。 ()$+,+",

法律援助的，先予受理后补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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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手续，防止发生群体性堵塞交
通和围堵企业大门影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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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强援调对接，提升维
权实效，针对农民工遭欠薪、劳

89 G@ A6. Lu'K新阳

动争议理赔难等维权特点，坚持

司法所扎实开展安置帮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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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落实有益于安置帮教人员
的各项举措，有效预防和减少安

调解优先，尽可能调解解决，节
省农民工维权的时间和成本，使
农民工能够尽快拿到被拖欠的

置帮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有力
维护辖区社会稳定。
第一，要做到落实责任规范
化。司法所明确专职安置帮教管
理人员，扎实做好安置帮教人员
的衔接、走访、登记、教育、帮扶
等具体措施，并重点规范一人一
档、
结对帮扶等管理制度。
第二，要找到落实管理信息
所的服刑人员信息，做到及时衔
接，并与辖区派出所、村 （社
区）、家庭取得联系，准确查对核
实，实施动态管理，确保每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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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钱和理赔款，早日平安顺利返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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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海沧司法所被厦门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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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通过信息管理平台，对接监

息准确率达到 100%。

三是加强协作，主动与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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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法律援助 “绿色通道”，对

▲

遵规守纪意识。

题提问，律师一一解答。

授予厦门市“工人先锋号”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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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东孚司法所负责人

社区矫正感悟发言，回顾因犯

称号。
“工人先锋号” 是以创一

第三，要做到落实就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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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峰结合社区服刑人员 的

罪为社会和家庭带来的 不良

流工作、
一流服务、一流业绩、一

化。积极落实安置帮扶相关政

DE 1月 11日，东孚 司法 所

特点，警示他们要遵纪守法，

影响以及接受社区矫正 后司

流团队为内容的荣誉称号。

策，多渠道安置帮教对象，使帮

对 11名即将期满解除矫正的

严把思想观，从根源上杜绝违

法所和家人的谅解与付出，表

海沧司法所始终把群众需求

教对象获得就业岗位和落实社

社区服刑人员开展集中解 矫

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并为社区

会保障，在鼓励和帮助刑释人员

教育，以此切实做好社区服刑

服刑人员举案说法，结合各种

最后，林毅峰鼓励大家要

自谋职业的同时，对需要过渡安

人员解矫前教育工作，巩固社

案件，为社区服刑人员讲解法

向前看，再接再厉，在顺利解

的方式开展工作，
及时、便捷、高

置的协调到海沧区过渡性安置

区矫正教育成果，增强社区服

律法规。

矫之后仍然能够保持现 有 的

效地向辖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和

帮教基地就业。

刑人员的自律意识和守 法观

表现。

法律保障，
在维护辖区稳定、
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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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接着，每名参加教育的社

明积极改过自新的决心。

区服刑人员分别进行了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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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动力源泉，
积极探索，
不断创新，
用贴近群众

办实事上做出诸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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