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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律师走上街头，为纳税人提供涉税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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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法治惠民工程，提升人
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今年以来，青山
区全力推进依法执政、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积极营造公平正义的
法治环境。
青山区在全区街道（管委会）和执法
（司法）部门中筛选出 7 个与百姓生活结
合紧密的法治惠民项目，回应群众关切，
全方位满足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
“
法治教育进课堂”项目编发了全市
首套小学生法治教材，并实现该区 24 所
小学法治课堂全覆盖。“
三旧”改造法律
服务项目为群众在征收补偿安置中遇到
的问题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意见。“
纳税
人维权中心” 项目为纳税人提供全程的
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
回到初心”家庭
纠纷调处项目引入社会力量，为闹离婚
的夫妻提供免费心理咨询。“
创新创业人
才安居”项目为大学生建设人才公寓，并
制定区域性优惠政策。“精准扶贫法治
化”项目将精准扶贫工作深入扎实推进。
“
一月一法宣传教育讲座”项目充分发挥
社区律师作用，帮助群众树立法治思维。
策划：青山区委政法委 青山区委法治办
执行：长江日报法治文化传播中心
撰文：耿珊珊 谢玲 吕少英
摄影：刘斌
供图：青山区国税局 青山区法院

钢城 19 小五（2）班学生迎来新学期第一节法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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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是谁的财产？ 能不能上锁？ 8
日上午 9 点，钢城 19 小五（2）班 30 多名学
生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节法治课。 这次课
上，孩子们有了自己年级专用的法治教材。
“他人财物不可占。 ” 课上，班主任苏
琳以同学间“赠送”铅笔和共享单车为例，
告诉孩子们财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
别， 培养孩子们从小树立正确对待财产的

“三旧”改造法律服务
今年， 青山区配备专属律师护航“三
旧”改造工程，还创新性地成立了法治文艺
宣传队，在各街道进行巡回演出，帮助群众
答疑解惑。
青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已在红钢城
街、新沟桥街、冶金街、红卫路街、钢花村街
等街道成立征收项目部法律服务团， 组织
熟悉征收政策、了解征收实际的律师，为群

纳税人维权中心
事前、事中权利告知，事后电话回访
求评价，有法律问题随时可咨询。 青山区
国税局深入推进“纳税人维权中心项目”，
成立全市国税系统首个公职律师工作
室——
—“李桂平工作室”，为纳税人提供全
程贴身的法律服务，将法治惠民工作落到
实处。

编写全市首套小学法治教材
法治理念。 课上还组织了一个模拟法庭，由
学生扮演法官、原告、被告、律师等角色，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法律知识。
今年起，青山区把落实“法律进课堂”，
加强青少年普法教育作为实施“七五”普法
规划的重点工作项目加以推进。
考虑到中学课时安排不能满足法治教
学的需要， 通过多次沟通协调， 最终确定

青山区法院
“
回到初心”家庭纠纷调处项目走进社区

全区 24 所小学实现法治课全覆盖
“法治进课堂”在全区 24 所小学先行先试，
然后逐步推行到初中和高中。
为做好该工作， 青山区早在今年的 4
月份就开始着手准备， 针对不同年级特点
编写了《小学生法律意识养成读本》。 据悉，
这是我市城区编写的首套小学法治教材。
开学前 2 个月， 为加强法治师资力量，
区普法办、区司法局、区教育局聘请了华中

师范大学知名教授和具有丰富法律知识及
办案经验的一线政法干警给全区 24 所小学
50 名骨干教师进行法治培训。 通过培训，有
效提高了教师的法律教学水平。
据了解，9 月份开学后青山区各小学已
将法治教育纳入了教学计划， 根据小学课
时的总体安排， 从每学期思品课中调剂 8
课时，进行法治教学，保证了课时的落实。

配备律师全程法律咨询 “
三旧”改造法律服务获百姓好评
众在征收补偿安置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法律
咨询和法律意见。
今年 5 月， 家住红卫路的市民张先生
因质疑房屋拆迁的合法性， 迟迟不愿意配
合搬迁工作，甚至一度要做出过激行为。 法
律顾问团得知消息后， 主动派出律师和张
先生联系，了解问题的症结，并进行法律分
析。 原来，张先生并不是不同意拆迁，而是

不满意拆迁的补偿标准， 要求政府进行信
息公开。
律师经过调查后， 对此事出具了专业
法律意见书， 并将张先生的诉求向相关部
门反映，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张先生说，本
以为拆迁过程有很多“猫腻”，原来都是依
法依规进行。
同时， 法治文艺宣传队组织人员了解

为纳税人提供全程法律咨询

组建全市国税系统首个公职律师工作室

“李桂平工作室” 吸收 10 名有法学背
景的业务骨干，积极开展税法宣传，解决群
众矛盾，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今年 5 月， 某商贸有限公司股东李辉
（化名）来到国税局，要求为他的公司重新
办理金税卡。 李桂平接待了他，原来，这里
面涉及一起非常复杂的经济纠纷。

2016 年，李辉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法
院判决解散该公司， 并指定了清算组对公
司清算工作。 这次李辉到国税局来主张重
新办理金税卡，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李桂
平耐心宣讲了有关法律规定， 让李辉明白
了其中的法律流程和相关规定， 顺利解决
了矛盾。

拆迁过程中热点、难点问题，收集素材，创
作出数来宝《除旧建新迎拆迁》，小品《拆迁
一家人》等文艺作品，并在全区巡回演出，
正确引导拆迁居民自觉依法依规拆迁。
截至 8 月底， 通过律师的全程贴身法
律服务， 青山区共调处房屋征地纠纷 56
件，受到百姓的一致好评。

截至目前，“李桂平工作室” 对区国税
局出台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出具了多个法律
意见；审查区国税局政府采购、劳务派遣合
同 5 份；代理诉讼 1 起；为同事、群众免费
提供法律咨询 40 人（次）；化解群众矛盾 30
余起。

“
回到初心”家庭纠纷调处

家庭成员打官司先心理咨询

青山区法院率先引入社会力量化解纠纷

人人都期盼“家和万事兴”，可真要面
对婚姻破裂的残局， 家庭成员也要能调和
心态，坚强面对。 今年，青山法院深入推进
“回到初心”家庭纠纷调处项目，率先在全
市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纠纷化解， 避免因家
事纠纷产生恶性事件。
今年 6 月，张女士因婆媳关系恶劣，夫
妻感情破裂为由，向丈夫李先生提出离婚，
并向青山法院提起诉讼。 李先生无法承受

这一打击，竟写好遗嘱后开煤气自杀，幸好
被及时发现才未酿成严重后果。 此后，他整
日情绪低落，对生活失去信心。
青山法院了解到该情况， 家事审判团
队安排“回到初心”家庭纠纷调处项目的心
理咨询师分别约谈张女士和李先生。 在心
理老师的引导下，张女士回忆了双方相识、
相恋、结婚、生子的经过。 回想到当初的夫
妻恩爱，又想到如今婚姻的摇摇欲坠，她放

声痛哭。
通过张女士的表现，心理咨询师判断张
女士对这段婚姻仍有不舍。 记录下张女士的
内心诉求后，心理咨询师和李先生进行了长
谈。 通过长达一个月的心理疏导，帮助李先
生树立了生活的勇气，分享了夫妻相处的技
巧、方法。 他听后幡然醒悟，表示早知道要这
样处理，双方不会闹到这个地步。
夫妻面对面调解”环节，李先生当场
在
“

“双创”人才安居
“没想到从申报到拿钥匙只用了半个
月时间。”21 岁的新疆籍大学生潘虹霖今年
从湖北经济学院本科毕业， 目前在青山一
家银行上班。 大学毕业后，经申请，入住了
新桥花园一套 54 平方米的人才公寓。
她说，屋子里家电家具齐全，小区环境
也不错，租金只有 870 元，比市场价便宜了
一半。 每天从公寓到单位上班，坐公交大约

精准扶贫法治化
“红卫路街大数据线索核查台账资料
是真查真核的样板，值得大力推广。 ”近日，
省大数据精准扶贫第一巡查督导组对我市
开展第二轮巡查督导时， 组长马世永在翻
看青山区红卫路街精准扶贫问题线索核查
台账时感叹， 主动为精准扶贫审查流程建
章立制的真不多见。
到底是不是贫困户？ 补贴有没有发到

“一月一法”宣传教育讲座
民间借贷的利率有没有法定标准？ 借
款的借条该怎么打？ 8 月 3 日上午，在青山
区红卫街康苑社区， 来自湖北欣安律师事
务所的向玲为居民开展了一场关于民间借
贷的法律知识讲座， 面地面为市民讲解民
间借贷的注意事项，受到群众欢迎。

大学生申请公寓有章可循

率先在全市出台人才公寓分配“法案”

半小时，而骑共享单车只需要一刻钟左右。
为让以潘虹霖为代表的大学生留在武
汉、留在青山，2015 年 11 月，青山区就出台
了 《青和居大学生创新创业公寓登记配租
实施方案》，这是全市各区最早通过文件固
定下来的人才公寓分配区域“法案”。
今年 3 月，青山区结合省市的相关政策
出台了《人才创新公寓配租暂行管理办法》，

贫困户建档全程跟踪管理

通过法治思维营造青山区人才创新创业氛
围，解决区内创新创业人才的后顾之忧。
这一系列办法的出台， 相当于给青山
人才公寓分配制定了“法案”。 凡是符合申
请人才公寓条件的大学生， 不论户籍、年
龄、毕业年限，均可以享受这一红利。
“这都是法治思维引领，才有了这些办
法。 ”青山区房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无规

矩不成方圆，要落实招才引智工程，人才公
寓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筹码， 只有居住安定
才能安心工作。
目前， 青山区大学生人才公寓有青和
居 项 目 的 1092 套 和 商 品 房 配 建 的 1760
套。 据悉，共有 137 人申请该区大学生人才
公寓， 其中 125 人通过审核， 登记配租 48
人，已发放钥匙 22 把。

精准扶贫审查流程建章立制

位、有没有被冒领？ 为监督检查开展精准扶
贫等惠民政策落实情况， 青山区监察局为
贫困户建档全程跟踪管理， 并将精准扶贫
审查流程建章立制。
为确保核查真实性， 在核查台账规范
管理上， 青山区监察局给每张入户核查登
记表及所附的佐证材料制作证据目录，让
“一户一档” 通过一张清单就可以一目了

打造社区律师“升级版”

向张女士道歉并保证在今后的生活中会承担
家务、多体贴、关心原告，绝对不会再发生暴
力行为。 张女士听后很感动，当即同意撤诉。
据悉， 青山法院每周都会固定 2 天时
间专门开展“回到初心”家庭纠纷调处项目
当事人接待工作， 针对当事人及家庭成员
之间在关系构建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给予
正确引导。 截至目前，已顺利调解家事矛盾
数十起。

然。 在核查责任的落实上，核查组长和核查
人在每张入户核查登记表上签字背书，以
责任压实倒逼责任落实。
细致扎实的调查核实工作， 准确揪出
了精准扶贫政策落实中违规领取的“耗
子”。 对白玉山街某幼儿园学生胡某某“领
取学前教育资助学生不是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的问题线索核查时，发现其家庭早在几

年前就办理城市低保， 其母亲王某还曾花
费大笔资金购买商铺。 目前已责令其退还
违规领取的教育资助金。
“只有建立完整的监管章程，才能防止
扶贫成为空谈。 ”青山区纪委负责人说，要
在调查核实情况准确真实的基础上， 对落
实政策不上心、不负责的管理者严肃问责，
督促完善管理工作机制。

社区居民每月听一次普法讲座

2013 年，青山区为全区 82 个社区“一
对一”配备社区律师。 每周四，律师到社区
法务室坐班，面对面接待群众法律咨询，指
导参与调解纠纷， 并定期为群众开展法治
讲座。
今年，青山区将开展“一月一法”法治

讲座列为重点法治惠民项目。 区司法局与
区民政局在全市首次联合制发 《关于深入
开展“一月一法” 宣传教育讲座活动的通
知》的文件，广泛深入开展社区律师“一月
一法”活动，把社区律师被动式坐班服务与
主动式宣传服务互动起来，实现“动”“静”

结合。
通过社区律师
“
一月一法”活动，有针对
性地开展了
“
高空抛物的危害”
“
青少年远离
毒品”“反对家庭暴力”“住房城乡建设行政
复议” 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治讲座，
受到社区、群众的广泛好评。

青山区
“
互联网 + 法治宣传”
微集群
—
——“指尖上”的青山法治

美丽青山

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武汉青山检察

平安青山

武汉青山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