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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
海沧区司法局在拓宽服务

年底，
2017海峡两岸乐 活节 在

渠道、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功夫，

海沧完美收官。期间，海沧区司

切实提高维权效率。

法局筹办的 “同创乐活家园·共

海沧区司法局提供法律援
助保障弱势群体维权。通过优

建法治海沧”系列配套活动得到
了参与群众的高度好评。

化法律援助服务方式，建立《海

记者了解到，系列配套活动

沧区法律援助律师志愿者档

主要由三项分活动组成，包括东

案》，在案件指派中实行“点援

孚街道山边社区举办的“法治夜

制”。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监

市”活动，以及在嵩屿街道海达

督，
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社区举办的国家宪法日活动和

对老弱病残困难群众和军人军

普法游园会。三场活动共发放法
治宣传品 1000余份，发放宣传

到应援尽援，让维权落到实处。

资 料 4000余 份 ，参 与 群 众 达

今年海沧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办

3300人次。

海沧区司法局通过人民调

“深入社区，贴近群众”是
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据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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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劳动报酬类案件 20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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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等申请法律援助优先处理，
做

理法律援助案件 483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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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活动均在社区人群最密集区

解助力依法维权，
多举措完善多

域举办，在群众最方便参与活动

规、规章带到活动现场，并组织

系列活动的另一亮点。活动中，

活概念结合在一起的一次新鲜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进一步

的时段举行，每场活动均动员多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特别组织

工作人员把海沧公共法律云平

尝试。下一步海沧区司法局将加

拓宽行业性、
专业性调解组织覆

个机关单位参加，三场活动共计

海沧各单位的一线专家到现场

台带到现场，把海沧特有的 AI 强联系协调，力争把活动办到外

盖领域，持续深化 “一所一品

有 49个 机 关 党 政 群 团 单 位 参

与群众面对面解读政策法规，宣

法律咨询机器人带到现场，普法

资企业、台资企业、合资企业等

牌”工作，推动建设个人调解工

与。活动现场开展的法治文艺表

传各项政策，讲解办理程序和注

体感互动游戏让普通群众直观

相关涉台、涉外单位之中，突出

作室，
切实运用人民调解方式化

演、有奖问答、互动普法游戏、法

意事项，并公开办公人员联系方

感受科技与法律结合带来的冲

海沧区“对台”特色，特别是突

解社会热点、难点纠纷，有效维

律政策咨询、民生服务等项目，

式，大大地方便了群众获取各项

击，促进市民树立起崇尚科学、

出海沧区全国首创“涉台”法律

护社会安定稳定。今年以来全区

受到参与群众的热烈欢迎。

服务。更有部分机关单位把便民

积极进取的精神理念。

共调解矛盾纠纷 1294件，协议
涉及金额 5921.
94万元。

系列活动深入实际、便民惠
民。各单位均将最新的政策法

服务直接做到活动现场。
“科技引领，务实高效”是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
活动是海沧区将法治宣传与乐

服务“一条龙”这个最大亮点，
努力把海沧建成两岸同胞共同
的乐活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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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海沧区司法局借助法
律顾问引导理性维权。充分发挥
村 （社区） 法律顾问的职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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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过顾问律师定期接受咨
询、开办讲座等形式，及时帮助
群众维权，
有效引导群众通过合
法途径开展理性维权。截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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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着眼创新，问计于群众，问需

前，海沧区村（社区）法律顾问

O U5 VLW _`[2月 2日，

共提供法律咨询 1012人次，开

全区“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会上，海沧区司法局副调研

展 法 治 宣 传 教 育 讲 座 活 动 74

工作总结暨经验交流大会在海沧

员姚正岗回顾总结 2017年“一

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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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节即将来临，
嵩屿司法所按

于基层。

行政中心展厅二楼会议厅召开。

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

市司法局律管处处长康儒才出席

开展情况，并就工作如何高效开

会议并讲话。海沧区司法局局长

展、如何改进目前的问题进行进

孔幸安对 2018年“一村（社区）

一步的探讨。优秀村（社区）法

一法律顾问”工作进行部署。

律顾问代表和法治联络员代表

康儒才高度肯定海沧区“一

作典型发言，新阳司法所所长梁

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取

小华作经验介绍。

得的成效。他指出，
海沧“一村一

各村（社区）法治联络员、

法律顾问” 成果呈现三个特点：

彻落实要求；
二是“高”。保障标

三是“实”。工作基础扎实、
推进

法律顾问及司法行政干部等近

一是“早”。工作部署早，
迅速贯

准高、工作标准不断追求新高；

工作扎实。未来希望海沧区能继

100余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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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省司法厅、市司法局、区司法
局要求，
严格执行值班制度。
一是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保
持 24小时 通信 畅 通，随 时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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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以便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
况；二是每天安排工作人员值
班，并保证值班人员 24小时在
岗，每天做好零报告工作；三是
值班人员充分履行工作职责，重
点落实对辖区内社区服刑人员
手机定位、
电话抽查等有效的管
控措施，
确保社区服刑人员始终
处于有效监管中。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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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纪律准则、行为规范。年前家

纠纷摸底排查，及时了解掌握纠

抓好重点人群监管工作，通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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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户户忙着迎新年，新阳司法所

纷苗头和发展趋势，努力做到将

展集中教育活动、走访等方式做

将至，为维护新阳辖区安定和

的工作人员却做到了“舍小家为

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

好社区服刑人员和安置帮教对

谐，新阳司法所正全力做好维稳

大家”、想群众所想、帮群众所

做好源头防范工作。并联合街道

象的监管教育工作，预防重新违

工作。

需，坚守在岗位上用心、耐心、细

综治办、派出所重点排查调处外

法犯罪行为发生。

全心全意服务好群众，是新
阳司法所每一个工作人员内心

心、
热情地为民服务。
新阳司法所组织辖区矛盾

来务工人员被拖欠工资、意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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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等自身权益受到侵犯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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