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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检察日报》 报道， 近

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马巧在办理杨

某涉嫌寻衅滋事案时发现， 杨

某没有委托辩护人， 她立即向

同心县法律援助中心发出 《法

律援助通知书》， 由法律援助

中心指派律师为杨某提供辩

护， 同时公函告知检察院。

辩护律师接到任务后， 第

一时间赶往检察院进行了阅

卷， 并到看守所会见了杨某，

及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从 “没人帮 ” 到 “主动

帮”，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在这一转变中向前迈出一大

步。 这得益于 2020 年 8 月以

来， 宁夏开展的审查起诉刑事

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

作。

通过这一工作， 将律师辩

护向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环节

延伸覆盖。 办案中， 试点检察

院受理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人的， 由

试点检察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

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原则

上指派同一名律师为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在审查起诉阶段、

审判阶段提供辩护， 确保律师

能够全面了解案件， 准确提供

法律帮助。

截至 2021 年 2 月 ， 石嘴

山市 、 银川市金凤区 、 同心

县、 西吉县 4 个试点检察院共

受理审查起诉案件 698 件 848

人， 所有案件均有律师提供专业

辩护。 其中检察院通知法律援助

机构指派律师 633 人， 占受理总

人数的 74.6%。

今年 3 月， 自治区检察院在

全区普通、 重大犯罪检察工作推

进会上， 对全面推开审查起诉刑

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作出

部署安排， 协调保障经费落实、

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等正在逐步推

进。

“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中，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更容易

接受辩护人的专业意见。” 银川

市金凤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主任邵玮的这份感受来自于她的

办案经历。

今年 2 月初， 邵玮办理了剧

某涉嫌盗窃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一案 。 在审查起诉阶

段， 剧某陈述了事情经过， 但不

认为自己涉嫌盗窃罪。 经过法律

援助律师多次耐心讲解释疑， 剧

某才认识到自己对法律不够了

解 ， 自己的行为确实触犯了法

律。 最终， 剧某在审判阶段认罪

认罚。

据悉，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在充

分调研基础上， 合理测算工作经

费， 协调司法、 财政部门落实经

费保障 ， 并就试点工作加强指

导。

各试点检察院进一步细化工

作流程， 积极协调司法、 财政等

部门， 一方面从制度、 经费等方

面为审查起诉刑事案件律师辩护

全覆盖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奠定坚

实保障 ； 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机

制、 去繁从简， 提升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落实效率。

截至目前， 4 个试点地区检

察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均

实现大幅提升。

同时， 4 个试点地区认罪认

罚案件的上诉率远低于其他非认

罪认罚刑事案件上诉率， 犯罪嫌

疑人 、 被告人认罪服判效果明

显， 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节约

司法资源、 助推社会治理方面起

到了积极作用。

（单曦玺）

在以往的司法实务中，

如果是基于合同纠纷提起诉

讼， 但同时又存在人格权受

损的情况， 当事人必须在违

约之诉和侵权之诉中作出选

择。

一旦选择违约之诉， 那么就意味着即使

人格权受损， 也不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随着 《民法典》 的实施， 在违约责任与

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 即便选择了违约之

诉， 只要 “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

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当事人仍可以在要

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同时， 一并要求精神

损害赔偿， 这事实上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的

适用范围。

近日， 宁波法院就判决了该市首例违约

精神损害赔偿案。 而这样的判决， 今后必然

还将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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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为精神损害赔偿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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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

举办法律专业人才招聘会

广东省惠州市司法局、 市律师协会日

前在惠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举办 “我为

群众办实事” 系列活动之 “法律服务机构

与法律专业人才见面招聘会” 活动。 在惠

州市司法局的指导下， 惠州市律师协会积

极组织有招聘需求的律师事务所参与招聘

会， 通过招聘会的牵线搭桥， 为法律服务

机构输送了法律人才， 加快惠州市法律服

务行业发展。

为精准落实 “六稳” “六保” 工作要

求，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以实际举措

加强惠州市律师行业队伍建设， 推动惠州

市法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活动吸引了包

括公证处、 律师事务所在内的 25 ?专业

法律服务机构作为招聘方参与招聘， 提供

了 100 余个法律专业就业岗位。

地址：恒丰路 399号达邦协作广场 33楼

电话：021-63546661

?供专业房产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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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人帮”到“主动帮”
———宁夏律师辩护全覆盖让嫌疑人的权利更有保障

深圳律师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据 《深圳商报》 报道， 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步伐持续深

入， 深圳律师行业在推进学习

教育过程中不断强化 “执业为

民” 价值导向。 今年以来， 深

圳市律师协会引导广大深圳律

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律工作

者的专业优势， 走进社区， 走

近百姓， 踊跃参与全市法律援

助、 人民调解、 法律咨询、 公

益普法等活动， 帮助基层群体

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积极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为基层群

众办实事， 以实际行动诠释深

圳律师的社会责任。

支援边疆法治建设

去最需要律师的地方

深圳律师积极参与 “1+

1” 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

旨在为我国贫困地区、 律师资

源不足地区提供法律志愿服

务， 满足中西部地区困难群众

法律援助需求， 切实维护群众

合法权益 。 深圳 市 律 协 自

2012 年参加此项法律援助公

益活动至今， 共有 22 位律师

（48 人次） 参加 “1+1” 法律

援助志愿者行动， 足迹遍及西

藏、 新疆、 内蒙、 云南、 广西

等全国 33 个中西部偏远贫困

地区。

深圳志愿律师在援助地积

极开展法律援助、 提供法律咨

询、 举办法律讲座、 调解群体

事件、 化解社会矛盾、 宣传普

法等工作， 切实维护了当地困难

群众的合法权益， 为促进当地政

府依法行政与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 得到了援助地党

委、 政府及百姓的高度赞扬和一

致好评。

深入基层服务居民

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

深圳市先后共有 5000 余人

次律师投身于村 （社区） 法律服

务顾问工作中， 深入基层、 服务

居民， 实现了全市 681 个社区法

律顾问全面覆盖。

2021 年 1 月至 4 月 13 日 ，

全市社区法律顾问共向市民提供

服务数量 323124 件， 其中， 提

供法律咨询 228675 次， 法治宣

传 26624 次 ， 出具法律意见书

11593 份 ， 参与人民调解 22881

件， 参与法律援助 904 件， 其他

32447 件。

持续关注弱势群体

助力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深圳市律协联合深圳市妇女

联合会成立 “深圳市妇联律师法

律服务志愿团”， 旨在为广大妇

女儿童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

助， 为各级妇联的工作提供法律

支持， 为基层妇女儿童提供法律

帮助， 为律师搭建和提供执业平

台及与社会各界的交流渠道， 彰

显深圳律师良好形象及社会责

任。

2021 年 1 月至 3 月底 ， 志

愿团律师们尽职尽责 ， 热心付

出， 累计义务接待 200 人次， 义

务服务 58 天 ， 145 小时 ， 参与

调解案件 200 多宗， 为有需要的

妇女、 儿童及老人提供法律咨询

和帮助， 得到来访群众的一致好

评。

建立公益服务平台

增强市民法律意识

深圳市律协联合深圳市图书

馆创建 “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服务平台志愿律师充分发挥专业

优势， 弘扬法治理念， 担当社会

责任， 传播法治文化； 定期以法

律咨询和律师讲堂的形式， 与市

民共话当前社会热点焦点法律问

题， 维护市民合法权益， 增强市

民法律意识 ， 服务法治城市建

设， 积极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深入工业园区

服务城市建设者

深圳市律协联合市司法局、

市总工会于每年 1-4 月组织公

益律师分成 10 支服务队伍， 深

入全市各区工业园数量多、 企业

种类多、 员工职数多、 纠纷矛盾

多的地点， 开展 “尊法守法·携

手筑梦” 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

务行动。

今年以来， 深圳律师实地普

法宣传活动累计 44 场次， 解答

群众法律咨询累计 1800 余人次，

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累计 20000 余

份， 惠及农民工人数累计 16000

余人次。

关注校园法治建设

建青年律师普法志愿团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努力使青少

年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

者、 自觉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

自觉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 ， 深圳市律协成立了

“深圳市青年律师普法志愿团”，

组织志愿团律师深入全市各级学

校开展校园普法活动。

2021 年 4-6 月， 100 余名志

愿团律师将进入深圳市福田区

45 所中小学讲授 442 节 “民法

典” 系列普法课程， 受益学生预

计 20000 余人。

关注听障群体权益

成立手语法律服务团

为提升深圳市听障群体的法

律意识， 提升全市律师服务听障

群体的业务能力， 助力深圳公益

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深圳市律协

成立了深圳市律师手语法律服务

团， 为听障人士提供专业法律手

语服务， 并举办法律手语培训，

加强对听障人士的权益保护及犯

罪预防 ， 引导社会关爱听障人

士。 （张玮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