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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周刊

北京

公安局百名“公职律师”上岗

7 月 18 日， 北京市公安局首批 100 名

公职律师在国旗下庄严宣誓， 他们将坚定

法治信念， 充分发挥自身专业和实践优势，

身体力行、 投身实践， 在各自岗位助推首

都法治公安建设深入发展。

据悉， 建立公职律师制度， 是全面落

实依法治国方略， 深入推进法治公安和执

法规范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北京市公安局

将推行公职律师制度作为深化全局法律智

库和法律专业人才建设的一项新举措， 纳

入全局执法规范化建设年度重点任务， 并

与已建立运行的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度

相结合， 统筹研究内外两支法律专业人才

队伍的管理使用， 构建立体化专业人才库，

全面助推首都法治公安和执法规范化建设。

宁波

刑事辩护律师库首次启用

近日， 一起涉及 50 余名被告人的诈骗

案在宁波市宁海县人民法院正式开庭， 数

十名律师从宁波各地赶到宁海为当事人提

供辩护。 据悉， 这是自去年 11 月宁波市刑

事辩护律师库成立以来首次启用。

今年 3 月初， 宁海县司法局法律援助

中心接到宁海县人民法院通知， 需要为 52

名涉嫌诈骗案中的被告人指派律师提供辩

护。 由于涉案人数众多， 宁海本地执业两

年以上的律师数量无法满足需求 。 于是 ，

宁海县法律援助中心迅速与宁波市法律援

助中心对接联系， 请求启用宁波市刑事辩

护律师库， 即由宁海本地指派 11 名律师参

与辩护， 另 41 名从宁波市法律援助中心的

刑事辩护律师库中统筹调配， 有效保障被

告人的辩护权。

一周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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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长江日报》 报道， 继

2017 年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

作经验交流座谈会上， 武汉就

大力推动 “红色引擎工程” 作

交流发言， 武汉基层党建新品

牌在全国再次隆重亮相。 7 月

19 日 ， 中央组织部 、 司法部

在北京召开全国律师行业党的

建设工作座谈会， 武汉作为 6

家发言单位中唯一副省级城市

代表， 在大会上作经验交流，

介绍推进律师行业党建的新经

验、 好做法。

武汉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人称， 这是武汉持之以恒加强

行业党建工作， 以律师行业为

突破口， 推动行业党建全覆盖

全规范全统领的重要阶段性成

果。

本次会议是继 2008 年全

国律师行业党建工作会议后，

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工作的又一

次重要会议， 也是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行业党建

全国性会议。

会议研究部署新时代律师

行业党建工作， 强调要旗帜鲜

明讲政治， 坚持和加强党对律

师工作的全面领导， 着力扩大

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 大

力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强化党

建工作责任和力量， 充分发挥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武汉市有律师事务所 357

家， 执业律师 6228 人， 其中党

员律师 1678 人， 建立律所党组

织 122 个。 于 2018 年 4 月成立

全市律师行业党委， 着力推动律

师自身发展， 推动律师事务所健

康发展 ， 推动律师行业规范发

展，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保障民

生尊严幸福。

近年来， 武汉市委以深入实

施 “红色引擎工程” 为抓手， 始

终坚持和加强党对律师工作的全

面领导， 把律师行业党建纳入全

市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推动组织

有效覆盖、 工作有效开展、 作用

有效发挥。

武汉在会上的交流发言从三

个方面， 介绍了推进律师行业党

建工作的具体做法：

首先是突出一条主线， 切实

加强律师行业政治引领。

坚持把律师行业党组织建设

为政治核心， 在全市律所推广党

组织班子成员和党员管理层人员

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 ， 已有 23

家中大型律所实现双向进入、 交

叉任职；

充分发挥党员律师的 “头雁

效应”， 选优配强 122 名党支部

书记， 设立党员示范岗、 推行党

员律师服务承诺制度等， 武汉全

市 党 员 律 师 在 行 业 占 比 达

26.94%。

其次是抓住两个关键， 着力

实现党的建设在律师行业有效覆

盖。

推动组织网络全覆盖， 确保

党建工作不留盲区、 不留死角，

全市共设立市级律师行业党委 1

个、 独立党组织 107 个、 联合党

支部 15 个；

推动党建工作规范化， 规范

党员组织管理、 工作制度、 阵地

建设、 常态督导。

最后是把握三个切入口， 推

动党建工作与行业发展深度融

合。

聚力服务中心工作， 集中开

展 “法润民心———万场防范非法

集资讲座” 活动， 惠及群众 50

余万人；

聚力服务保障民生， 推行诉

求代理、 意愿代言、 事务代办的

“三代机制”， 组织千名社区律师

与所在社区共建 1300 余个微信

群， 打造全覆盖的 “手机里的社

区律师”；

聚力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先

后有 5 名党员律师被评为全国优

秀律师， 3 家红色律所被评为全

国优秀律所， 105 名律师被推荐

到全国 、 省 、 市 、 区四级党代

会、 人大和政协任职。

（宋磊）

近日 ， 最高法发文规

定 ，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

件， 经双方当事人同意， 可

以设置不超过 3 个月的冷静

期。 冷静期内， 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案件情况开展调解、 家事调查、 心理

疏导等工作。

对于此举也有人提出质疑， 认为有干涉

婚姻自由尤其是离婚自由之嫌。

对此本期 “律师圆桌” 中讨论认为， 最

高法发文中明确设置 “离婚冷静期” 的前提

是 “双方当事人同意”， 因此法院不可能干

涉离婚自由， 事实上也干涉不了。

而在离婚案件审理中设置 “冷静期”，

不但不是法院对审判工作的推脱， 反而可能

增加法官的工作量， 因为 “离婚冷静期” 并

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冷冻期。 对这样的 “冷

静期”， 还应冷静看待。 陈宏光

冷静看待

“离婚冷静期”

图为全国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现场。 资料照片

主笔 话闲

据 《河南日报》 报道， 刑

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期

限将至， 如何保障每个犯罪嫌

疑人都有律师为其辩护？

7 月 24 日 ， 河南省司法

厅举办了全省刑事案件律师辩

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培训班， 对

此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

2017 年 10 月， 最高人民

法院、 司法部联合出台 《关于

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试点工作的办法》， 河南省成

为 8 个试点省份之一， 试点期

限为一年。

9 个多月过去了， 试点工

作取得哪些成效？ 还有哪些需

要完善 ？ 记者采访了相关人

员。

辩护率大增

部分地区达100%

目前， 我国刑事案件律师

辩护率只有 30%左右， 开展刑

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

作是推进司法改革和律师制度

改革的重要举措， 也是我国人

权司法保障的一大进步。

河南省司法厅副厅长石英

介绍说， 推进刑事案件辩护律

师全覆盖， 河南省依托法律援

助制度已进行了 6 年多的探索

实践 。 2012 年 4 月 ， 河南省在

济源市、 永城市等 6 个试点地区

进行了先行先试。 没有聘请律师

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只要提出申

请， 就能得到从侦查到审判阶段

的全程法律援助。

2017 年 ， 河南省法律援助

全覆盖试点工作扩大到 31 个县

（市、 区）。 今年年初， 河南省试

点地区再次扩大到 90 个县 （市、

区）。

石英告诉记者 ， 2016 年以

前， 河南省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

率不足 30%。 截至今年 6 月， 试

点地区律师辩护率达到 86.8%。

濮阳市和全省其他 31 个县 （市、

区 ） 已基本实现律师辩护全覆

盖。

担当意识不强

短板有待补齐

把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做

好， 关乎每一名刑事被告人依法

应当享受的基本诉讼权利， 更关

系到能否为全国提供 “河南样

本”。 但从目前看， 试点工作还

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

“部分试点地区司法行政机

关担当意识不强， 寄希望于上层

推动， 没有理顺与法院之间的工

作机制， 工作推进难度大、 见效

慢。” 石英说， 试点地区司法行

政机关一定要加强和法院的沟通

协商， 进一步健全工作制度。

随着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

盖试点工作的推进， 律师资源紧

张的局面开始出现。

汝南县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

韩笑建议， 要积极推动建立刑辩

律师名册， 实现律师资源跨区域

调配， 解决部分地方律师资源短

缺问题。

“今年上半年， 商丘市审判

阶段法律援助刑事案件增幅达

44%， 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压力

较大。” 商丘市法律援助中心主

任张伟建议， 建立多层次经费保

障体系， 解决经费紧张的问题。

“律师一方面要维护社会正

义， 另一方面也得养家糊口。 目

前刑事审判阶段法律援助的补贴

标准为每个案件 1500 元， 这确

实有点少。 建议提高补贴标准，

进一步激发律师辩护的积极性。”

不少地市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表

示。

（孙欣）

刑案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

河南省辩护率大幅度提高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