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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受伤后连赔偿都没有袁我该怎么
办钥 冶2020 年 7 月的一天袁叶某满面愁容
地来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
司法所野法律门诊冶进行咨询遥 原来袁不
久前叶某乘坐摩的与一辆小汽车相撞袁
受伤后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遥

正在野坐诊冶的律师充分了解情况
后袁帮助叶某厘清了其中的法律关系袁依
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袁为叶某争
取到 1 万余元赔偿款袁 一场矛盾纠纷消
解于无形遥

生了病要去医院看医生袁有了法律
问题该去哪里野医治冶钥 叶法治日报曳记者
注意到袁近年来袁北京尧江苏尧山东尧重庆尧
湖南等地纷纷推出野法律门诊冶野法律诊
所冶等法律服务形式袁通过司法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尧律师尧法官尧公证员等专业法
律人士野坐诊冶野出诊冶袁为群众提供优质
便捷的法律服务袁有效打通了法治惠民
野最后一公里冶遥

创新形式服务群众

沙子口街道司法所所长孙先进介绍
说袁2020 年 6 月袁沙子口街道司法所野法
律门诊冶首次开门迎野客冶袁由律师定期
野坐诊冶为群众排忧解难袁至今已接待法
律咨询 100 多人次遥

野耶法律门诊爷借鉴医院的服务模式
和操作流程袁以耶广场义诊爷耶律师坐诊爷
耶专家门诊爷耶上门巡诊爷耶综合会诊爷等形
式袁将优质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袁满足
群众多元化法律服务需求遥 冶江苏省常
州市司法局局长张加林告诉记者遥

据张加林介绍袁早在 1999 年袁常州
市司法行政机关就在青果巷 38 号设立
野法律诊室冶袁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
服务曰2017 年 6 月袁 常州市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在一楼大厅正式设立 野法律门
诊冶曰2018 年 4 月袁武进区南夏墅街道华
阳村委会与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
联合共建野法律诊所冶袁成为常州首个村

级野法律诊所冶曰2019 年 6 月袁又在全市
2300 多名律师中选拔组建 60 人的 野名
优律师团冶袁 在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设立野法律专家门诊冶遥

野随着探索的深入袁服务内容不断丰
富袁如今常州的耶法律门诊爷已包括法律
咨询尧法治宣传尧法律讲座尧法律援助尧参
与网格服务等多项服务遥 冶张加林介绍
说遥

如何让法律服务打破时空限制更贴
身更及时钥 山区面积超 7 成的北京市延
庆区给出答案要要要打造野法律门诊冶遥

延庆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
科科长何中文告诉记者袁 有法律服务
需求的群众可以在司法所 野预约挂
号冶袁工作人员会为其精准对接专业律
师解决问题袁目前已有 16 家律师事务
所的 85 名村居顾问律师与延庆正式
签约遥

针对村民为小问题往返野法律门诊冶
成本过高的问题袁各司法所充分利用线
上平台开展野网诊冶服务曰对于复杂的涉
法难题袁安排资深律师提供野专家坐诊冶
服务曰对行动不便或确需上门实地解决
的袁提供野出诊冶服务曰对企事业单位尧学
校尧社区等袁提供野巡诊冶服务噎噎如今袁
按需定制的野门诊冶野坐诊冶野出诊冶野会诊冶
野网诊冶逐渐成为延庆区法律服务的新景
象遥

记者注意到袁中国人民大学尧上海交
通大学尧西南政法大学尧湘潭大学等高校
近年来也纷纷设立野法律诊所冶袁推动教
学改革创新的同时袁积极投身实践袁为群
众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遥

野湘潭大学耶法律诊所爷是由湘潭
大学法学学部研究生组成的公益性专
业法律服务团队袁 自 2010 年成立至
今袁 一直坚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法
治实践活动袁 为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
询尧法治宣传尧诉讼代理和公益诉讼等
活动遥 冶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民告
诉记者遥

服务水平广受认可

在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门口
的名优律师野法律专家门诊冶公示牌上
看到王建军的名字时袁钟楼区市民徐卫
民有些不敢相信遥

王建军是江苏友联律师事务所主
任尧常州市委法律顾问袁曾担任常州市
律师协会副会长袁一直专注政府尧企业
法律顾问领域袁同时对充满野人间烟火
味冶的野法律门诊冶服务也很有热情遥

野王建军名气大水平高袁 说话和气
又在理袁按他说的去做袁我终于可以安
心退休了遥 冶徐卫民对记者说遥

徐卫民今年到了退休年龄袁但因公
司缴纳的社保年限不足袁导致他无法办
理退休手续袁享受退休待遇遥 正是在王
建军的帮助下袁徐卫民依据有关法律条
款与公司进行协商袁最终顺利拿到待遇
补偿遥

野变化的是形式袁不变的是初心遥 我
们优中选优袁 不仅注重律师业务能力袁
更重视公益心和耐心遥 冶常州市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主任许冬梅介绍说袁名优律
师团野法律门诊冶成立以来袁先后接待群
众来电来访 500 多人次袁 办理法律援助
案件近百件袁广受群众好评遥

何中文告诉记者袁截至 2021 年 1 月袁
延庆区 85 名野法律门诊冶律师已累计服务
62497 人次袁代写法律文书 239 件袁提供
法律援助 46 件袁 协助村居修订完善村规
民约 73 条袁审查村居经济类合同 147 份袁
一系列法律服务获得村民广泛认可遥

针对群众身边的诸多烦心事袁重庆
市把大量野法律诊所冶设在农村和社区袁
提前介入矛盾纠纷处理袁 功效逐渐显
现袁矛盾纠纷数量不断下降遥

野以前袁 我们将太多的精力用在解
决矛盾纠纷上袁没有精力谋发展遥 有了
耶法律诊所爷后袁大量矛盾纠纷得到有效
处理袁 村干部可以一门心思抓发展袁工
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了遥 冶在重庆市南

川区红锋村当了 22 年村支书的姚成云
感叹道遥

专家学者高度肯定

针对部分山区距离城区较远尧律师
和市民时间错位的情况袁延庆区的野法律
门诊冶增加野预约垣分诊冶服务袁精准定位
服务对象和时间安排袁使受惠群体更加
广泛遥

不仅如此袁有的野法律门诊冶还开进
了企业园区遥

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开发区内企业
众多袁有职工近 30 万人遥 近年来袁园区所
在的虹梅街道结合辖区实际袁探索出野企
业法务沙龙冶野午间法律门诊冶野法治共建
委员会冶等法律服务形式袁有效推动各方
法律服务资源进园区尧进企业尧进楼宇袁为
企业和职工提供扎实有效的法律服务遥

野耶法律门诊爷作为法律服务的基层
延伸袁可以解决群众家门口的矛盾纠纷袁
将其化解在萌芽状态袁既有利于社会和
谐稳定袁又能减轻因大量矛盾纠纷涌入
法院带来的司法办案压力遥 冶中国政法
大学教授刘静坤认为遥

刘静坤告诉记者袁野法律门诊冶是新
时代野送法下乡冶的重要体现袁有助于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袁这种
面向基层的法律服务创新已然成为国家
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河南省政协委员尧中国政法大学政
治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云雷认为袁野法
律门诊冶在新形势下能够满足人民群众
对公共法律服务多样化尧个性化尧多层次
的需求袁使受惠群体更加广泛袁法律服务
覆盖面越来越广袁服务质量越来越高袁更
加精准地为村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法律服
务袁增强村民野遇事找律师冶的意识遥

刘静坤建议袁各地可以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袁进一步完善和推广野法律门诊冶袁
为当地群众送上更多法治关爱与温暖遥

蔡长春

核酸检测收费
将加强监督检查

加强核酸检测尧防疫物资等价格收费监管曰加强米面油尧
肉蛋奶尧蔬菜尧水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监测监管遥记者 7 日从
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袁针对这些重点领域加大价格监管和反不
正当竞争力度袁服务保障就地过年群众遥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叶关于做好近期价监竞争重点工
作的通知曳袁要求着重加强生活必需品等价格监测监管袁满足
人民群众过年基本生活需要遥 加强米面油尧肉蛋奶尧蔬菜尧水
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监测监管袁对供应偏紧尧价格上涨较快
的袁严厉查处囤积居奇尧哄抬价格尧价格串通等违法行为袁确
保市场供应袁稳定价格秩序遥

通知要求袁着重加强核酸检测尧防疫物资等价格收费监
管袁服务疫情防控大局遥 强化核酸检测机构价格收费监督检
查袁确保落实价格收费政策袁不得自行增加收费项目尧扩大收
费范围遥 指导第三方检测机构按规定做好明码标价袁不得利
用服务套餐等手段强制捆绑收费袁增加群众负担遥

持续加强对口罩尧检测试剂尧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保供稳价
工作袁密切关注新冠病毒疫苗免费政策落实情况遥 在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袁按照当地政府防控要求袁严禁开展直销员或经销商
线下培训袁严禁召开招商会尧宣讲会等线下聚集性活动遥

加强对线上平台促销行为监管袁督促平台企业规范明码
标价行为袁重点打击虚标原价尧虚假宣传尧虚假折扣等不正当
价格竞争行为遥 指导外卖平台在开展满减尧发放红包等活动
中袁履行价格承诺遥严厉查处景区门票不执行政府定价尧不落
实减免政策等违法违规行为袁规范景区门票明码标价遥 倡导
住宿尧餐饮企业诚信经营袁密切关注文化娱乐市场价格遥加强
对小型客车通行费免收政策尧鲜活农产品运输野绿色通道冶政
策尧流量通信优惠政策尧铁路民航退改票政策的监督检查袁严
肃查处不落实优惠政策和不履行价格承诺的违法行为袁不得
擅自变更价格优惠政策适用条件遥 赵文君

茛2 月 11 日袁 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机动四中队官兵在三沙永兴岛
巡逻执勤遥

从首都北京到万里边海防袁从车站码头到街头巷尾袁武警部队近 20 万
名官兵除夕坚守执勤岗位袁忠实履行职责使命袁用实际行动为祖国和人民
守岁遥 雷辙 摄

“法律门诊”打通法治惠民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