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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来，区司法局以打造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司法行政机关为总目标，以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为总抓手，着力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纠纷，着力创造良好法治环境、
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各项职能，为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和谐稳定的法治环境。

全区律师集体宣誓

情况明。同时针对每个服刑人员的实际情况个性化
制定矫正方案，切实加大违规惩处力度，有效保障监
管实效，
社区矫正领域持续保持安全稳定。
截至去年底，全区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 2860
人，现在册社区服刑人员 221 人。
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科负责人傅强介绍，在社
区服刑人员的管理上，区司法局严格执行重庆市
社区矫正“1+8”管理制度体系要求，教育社区服刑
人员要严格按照社区矫正有关规定按时报告活动
情况，参加教育学习、社区服务，提交思想汇报，严
格遵守外出请销假制度，如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
外出。同时，加强手机定位监管，要求做到手机不
离身，保持 24 小时畅通，工作人员每天通过手机定
位系统查看社区服刑人员的活动轨迹，进行定位
检查。
日前，社区服刑人员周某主动到区社区矫正帮
教管理服务中心和心理咨询师进行沟通交流。周
某因故意伤人被判缓刑，在该中心的管理和教育
下，他认真遵守社区矫正报到、学习等各项规定，在
矫正期间表现良好，还向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了再就
业的问题。
“ 这里的工作人员既严肃又热心，感谢他
们的教育，让我能重新回归社会。”
2018 年来，区司法局持续提升社区矫正工作信
息化水平，全面完成社区矫正应急指挥中心和远程
督查视频系统建设，将社区服刑人员纳入手机定位
管理。强化社区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风险防
控，组织开展集中排查研判 84 次、摸底走访 232 次，
加强日常监控和扫黑除恶等法治教育，及时掌握社
区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的现实表现和生活情
况，坚决防止其被黑恶势力引诱拉拢。全年新接收
社区服刑人员 214 人、解除 299 人。规范刑满释放
人员接送机制，加强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
接收刑满释放人员 393 人。

公共法律服务初见成效
去年来，区司法局加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
设，督促落实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制度，全面推行“一
村居一法律顾问”，如今村民在家门口便能享受到优
质的法律服务。
“刘老师，这次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日前，楠竹
山镇谢坝村村民王小华和谈志伦将一面绣着“捍卫
法律尊严 维护百姓利益”的锦旗送给祥永律师事
务所律师刘后文，感谢她替他们解决了一起土地流
转纠纷。
原来 2011 年，谢坝村 52 户村民与某公司签订土
地流转合同，将承包的耕地流转给该公司，约定了土
地流转费、流转期限。到了 2018 年初，该公司还未按
照合同约定支付 2017 年的土地流转费。更让村民纳
闷的是，该公司已许久未从事经营活动，公司负责人
也联系不上，但合同又未到期，村民也无法进行耕种
活动，
这可急坏了两组的村民。
“我们村里好像有法律顾问了嘛？要不咱咨询
她一下？”村民们口中议论的法律顾问正是区司法局
全面推行的“一村居一法律顾问”，这些律师为全区
各村民提供法治讲座、法律问答以及合同审查等诸
多服务，祥永律师事务所的刘后文律师正是谢坝村
的法律顾问。
通过刘后文律师的努力，事情终于在 2018 年 7
月圆满解决，原流转合同得到解除，拖欠的土地流转
费也回到 52 户村民手中，村民还获得了赔付的违约
金。目前，谢坝村原流转土地正在积极引进新业主
进行开发，村民应得的利益也得到了有效保障。谈
志伦激动地说：
“这次多亏了区司法局和律师给予我
们的帮助，不仅让大家伙获得了补偿，也让大家认识
到，必须要学法懂法用法，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据介绍，除“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外，2018 年来区
司法局还加强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规范建成了 1
个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34 个乡镇（街道）公共法律
服 务 站 、244 个 村（社 区）公 共 法 律 服 务 室 ，开 通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并遴选 43 名专业法律服
务人员轮流进驻，实现公共法律服务“一站通”
“一线
通”
“一网通”，为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咨询服务
3898 人次。

法治宣传知晓率持续提升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法治宣传教育是
提高全民素质、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018 年来，区司
法局举行了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力营造全
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在去年 12 月 4
日的国家宪法日，我区在鼓楼广场开展了以“尊崇
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为主题的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期间，
我区通过悬挂宣传标语、摆放宣传展板、接受法律
咨 询 、发 放 宣 传 资 料 等 方 式 ，集 中 围 绕 宪 法 修 正
案、法律援助、公益诉讼、精准扶贫等内容开展宣
传，提升群众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能力，并就
邻里纠纷、债务等相关问题向群众耐心讲解，帮助
群众答疑解惑。
2018 年来，区司法局大力实施“七五”普法，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努力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
大普法工作格局。该局围绕乡村振兴、扫黑除恶等
重点工作，广泛开展“法润乡村——千万市民学法
律”
“三月法治宣传月”
“12·4 国家宪法日”等主题宣
传活动，举办法治讲座 241 场、法治文艺演出 118 场，
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等专题法治宣传 12 次，制
播“以案说法”电视片 5 期。组织了全区 124 名处级
干部参加法治理论知识考试并旁听法院庭审，推动

“两代表一委员”
走进司法行政机关。

法律服务质量切实提升

西城街道调委会正在进行调解。
“模拟法庭”进校园 79 场次，利用农民工春节返乡契
机开展微信公众号答法律题抢红包活动，参与人数
达 3.6 万人，建成 186 个村（社区）法治宣传栏和 201
个村（社区）法治图书角。

社会矛盾纠纷有效化解
扯皮、拌嘴、纠纷……在日常生活和交流中，难
免会出现各类矛盾纠纷，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无疑是
最好的方式。从去年起，区司法局建立完善了人民
调解咨询专家库，矛盾纠纷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有了
专家来解决，基层矛盾得到依法有效化解。
“现阶段的人民调解咨询专家库是在我区原有
的法学、医学专家库基础上，通过对专家资源的整合
和涉及领域的拓展建立起来的。”区司法局基层科科
长墙小晏说，我区人民调解咨询专家库现已聘请各
类专家 68 名，共涉及法学、医学、物业管理、道路交通
事故处理、婚姻家庭纠纷、城市管理纠纷等 15 个不同
行业专业领域。
这 68 名专家主要在区司法局的指导下，为重大
疑难复杂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提供专业处理意见或
应邀参与人民调解工作，
并配合区司法局组织做好相
关调解员培训，
及时为人民调解工作发展提供专业性
意见和建议，推进全区调解工作有序开展，打造过硬
调解员队伍，
进一步提高我区人民调解工作能力。

召开金山片区法律服务推进会。

去年来，区司法局切实提升法律服务质量，把服
务送到基层群众手中。
去年 11 月，区司法局在鼓楼广场开展第十二个
“重庆市农民工日”法律援助宣传活动。数名法律
开展民营企业专项法律服务活动。
援助受援农民工志愿者现身说法，宣传法律援助相
关知识，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受援农民工志愿者向市
民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答法律咨询、受理法律援
此外，人民调解咨询专家库实行动态调整，采取
助申请。
根据全区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对专家库的人员及涉
去年，区司法局与区工商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及的专业领域进行不定期增补方式，切实满足新形
服务民营企业专项法律服务活动的实施方案》，在全
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需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
区开展服务民营企业专项法律服务活动。活动在全
第一道防线作用。
区选取 30 余家重点民营企业作为服务对象，以律师
据了解，2018 年来，区司法局全面推进人民调解
事务所为单位，组建华升、春意、祥永、百哲千行、尚
组织规范化建设，实施市级金牌调委会创建，在西城
泽等 5 个服务民营企业律师团队，围绕政策宣讲解
街道龙济桥社区开展“法润社区·司法同行”试点工
读、法治环境保障、公司治理结构等三大板块，通过
作，打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示范社区。同时联合区
实地走访、座谈讨论、咨询问答、书面交流等方式，深
公安局、综治办印发《关于推进人民调解与公安机关
入民营企业“一对一”提供法治体检专项服务，深入
行政调解衔接开展驻所调解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加
了解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和依法治理情况。分析民营
强与信访办、法院对接，进一步推进访调、警调、诉调
企业法律需求和风险点，查找制度漏洞和薄弱环节，
对接。充分发挥各级调解组织作用，组织开展矛盾
健全法律风险预警防范机制，推动将法律保护关口
纠纷排查 4016 次，预防纠纷 1701 件，累计调解纠纷
进一步前移，促进民营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依
8414 件，调解成功 8362 件，调解成功率 99.4%，引导
法管理、依法维权，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的法律
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案件 325 起。
服务和坚实的法治保障。
据悉，2018 年来，区司法局不断强化法律服务市
特殊人群管控规范有序
场监管，与法院联合开展规范公民代理活动，开展专
我区于 2006 年开始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如今，社
项宣传 45 场次。全年组织律师深入园区和微型企业
区矫正工作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路程。十多年来，
创业中心开展法律培训 36 场，律师参与信访值班
区司法局切实加强社区矫正管理，按照“排查得早、
228 次、参与信访矛盾化解 159 起。全区法律服务机
发现得早、控制得住、解决得好”的工作方针，扎实开
构累计代理民刑事案件 2648 件，办理公证 2118 件、
展社区服刑人员排查走访，全面掌握服刑人员的思
司法鉴定 810 件，办结法律援助案件 1902 件，为受援
想动态、工作、生活、学习等真实信息，做到底数清、
人避免或挽回经济损失 2188 万元。

法律知识进校园。

走访社区服刑人员。
（本版稿件由记者崔萌采写，
图片由区司法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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