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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上游新闻” 报道， 四

川宜宾筠连县商人郭永柱与四

川世成房地产公司发生债务纠

纷， 聘请当地律师刘孝彬进行

相关诉讼 。 2020 年 7 月 29

日， 郭永柱以刘孝彬没有尽到

律师义务， 给自己造成千万损

失为由， 将其投诉至宜宾市司

法局。 随后， 宜宾市司法局、

四川省司法厅先后作出行政决

定， 对刘孝彬和其所在的四川

玉壶律师事务所作出处罚， 但

郭永柱对此表示不认同， 向成

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

政诉讼 。 5 月 14 日下午 ， 该

案进行了开庭审理。

2015 年 3 月到 4 月 ， 郭

永柱通过民间借贷方式， 向当

地四川世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世成房产公司） 共借出资

金 565 万余元， 世成房产公司

一直未还款。

2016 年 3 月 4 日 ， 郭永

柱聘请四川玉壶律师事务所律

师刘孝彬代理其与世成房产公

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3 月

7 日， 刘孝彬代郭永柱制作了

《财产保全申请书》， 请求查封

世成房产公司修建的位于筠连

县筠连镇 “定水盛景住宅小

区 ” 靠腾川路一楼商铺 3 至

20 号 。 郭永柱先后两次向刘

孝彬律师的个人账户转账支付

代理费、 诉讼费共计 15 万元。

郭永柱随后在执行阶段发现，

刘孝彬并未向当地法院申请保

全相关财产， 认为这样的不履职

行为， 给自己造成了上千万的财

产损失。

2020 年 7 月 29 日， 郭永柱

将自己的代理律师刘孝彬投诉至

宜宾市司法局 。 9 月 27 日 ， 宜

宾市司法局作出 《关于郭永柱投

诉刘孝彬律师涉嫌私自收费等问

题的回复 》， 并依照相关规定 ，

分别对律师刘孝彬、 四川玉壶律

师事务所作出处罚。 同年 11 月

15 日， 郭永柱向四川省司法厅

寄送 《复议申请书》， 认为宜宾

市司法局相关处罚决定仅对刘孝

彬私自收费未出票一事进行了处

罚， 但对其他投诉事项未做切实

调查和明确回复， 对刘孝彬是否

未依法尽到代理义务一事不予正

面答复， “实有包庇纵容之嫌”。

12 月 21 日， 四川省司法厅作出

行政复议决定， 维持了宜宾市司

法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2021 年 1 月 6 日 ， 郭永柱

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递交行

政起诉状， 起诉了宜宾市司法局

和四川省司法厅， 请求依法判令

撤销宜宾市司法局作出的 《关于

郭永柱投诉刘孝彬律师涉嫌私自

收费等问题的回复》 和四川省司

法厅作出的川司复决 （2020） 47

号 《行政复议决定书》； 请求依

法判令被告四川省司法厅重新作

出行政复议决定等。

5 月 14 日下午 ， 成都市青

羊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郭永柱代理律师称 ， 2017 年 3

月 2 日， 刘孝彬律师就因违规收

案等事由被宜宾市律师协会给予

公开谴责处分， 四川玉壶律师事

务所因违反利益冲突被给予训诫

处分。 宜宾市司法局和四川省司

法厅在作出行政处罚时， 却没有

对刘孝彬律师及四川玉壶律师事

务所的前述违法行为， 予以充分

考虑并加重处罚。

四川省司法厅在答辩中认为

“宜宾市司法局所作的 《回复 》

并无不当”。 宜宾市司法局则答

辩认为， 经过该局调查， 刘孝彬

确实存在私自收费、 不出具发票

的违法行为， 玉壶律师事务所相

关责任人未对刘孝彬进行有效监

督管理、 纠正其违法行为， 故宜

宾市司法局对刘孝彬处以停止执

业 5 个月、 玉壶律师事务所停业

整顿 2 个月，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

罚款处理的行政处罚， 相关程序

和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对于争议最大的 “申请财产

保全” 这一问题， 宜宾市司法局

认为 ， 此投诉事项属于民事纠

纷， 不属于该局的主管范围， 具

体事项的裁决应当由人民法院主

管。 根据 《律师法》 相关规定，

私自收费将处以其 3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的行政处罚， 宜宾市司

法局认为其给予刘孝彬 5 个月停

止执业处罚是合理的。

5 月 14 日庭审完成了举证、

质证等程序后， 青羊区人民法院

没有对案件当庭宣判。

（沈度 冷宇）

近日， 湖北省武汉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发生于 2019

年的一起 “大学生撞伤横穿

球场老人” 案进行了二审判

决， 法院认为， 被撞者李老

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 看到球场上在进行对抗性的篮球比赛，

应当预见到横穿球场的潜在风险， 其横穿球

场应视为 “自甘冒险” 行为， 损害后果应由

其自行承担;而撞人大学生小张已尽到了合

理注意义务， 并不存在主观过错， 因此判其

不担责、 不赔偿。

本案不但是又一起适用 《民法典》 “自

甘冒险” 制度的案例， 而且明确判定横穿篮

球场即视为 “自甘冒险”， 扩大了相关条文

的适用场景。

随着 《民法典》 的实施， “自甘冒险”

已在多起涉及文体活动的案件中得到适用，

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 也起到了普及“自甘

冒险” 相关法律、 强化“自甘冒险” 意识的

作用。

随着今后更多此类案件的出现， 自甘冒

险、 自行担责的意识将越来越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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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甘冒险

自行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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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与残疾人“1+1”帮扶

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 市律师协会在

律协会议室隆重举行了双方合作共建协议

签署和 “关爱残疾人 让爱进家门” 公益

行活动启动仪式， 在全国率先探索创设律

师与残疾人 “1+1” 帮扶工作机制。

由南京市残联推选 100 位残障人士

（劳模、 立功人士、 残疾人运动员等优先

入选）， 由南京市律协和律所推荐 100 名

热心公益的优秀律师， 以律所为单位对百

名残障人士进行包括法律咨询、 生活帮助

在内的 “1 对 1” 结对帮扶， 让残障人士

感受到来自律师的关爱和社会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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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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未办保全致千万损失
委托人不满处罚太轻起诉司法局

湖南为律师执业“保驾护航”
据《湖南日报》报道，近日，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人民

检察院、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公安厅、 省国家安全厅、 省

司法厅等 16 家单位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依法保障律师调

查取证权利的若干规定》 （以

下简称 《规定》）， 对保障律师

调查取证权利进行了明确规

定。

随着 《规定》 出台， 3 年

来， 湖南律师执业权利形成了

基础制度性保障框架， 相关制

度机制日益完善， 长期困扰律

师执业普遍难题得到缓解， 律

师执业环境不断优化， 全社会

尊重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氛

围进一步形成。

保障调查取证权

打破“壁垒”见成效

“打官司打的是证据 ”。

调查取证是律师 “最前置” 执

业要求， 但之前因各个行业部

门管理规定不一致， 架设在行

业间的这扇门如同 “壁垒” 一

般， 使得律师调查取证权利难

以充分实现。

湖南省有 1.8 万余名律

师， 他们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的重要力量， 也是矛盾纠纷调

处的第一道防线， 保障他们的

调查取证权， 就是保障当事人

合法权益。

几经酝酿和反复协调 ，

“破壁行动” 终于触动了 “第

一块砖”。 2020 年 8 月， 湖南省

公安厅、 省司法厅联合印发关于

《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查

询人口信息管理工作规定》， 明

确提出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因承办法律事务， 可以按照规

定程序在当地公安部门查询全国

户籍人口等登记信息。

据了解， 湖南将查询范围扩

大至全国户籍人口信息， 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权利

保障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具有重

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此基础上， 此次由 16 家

单位联合印发的 《规定》 明确：

“律师为办理诉讼、 仲裁及非诉

讼业务， 在本省范围内调查核实

与其承办的法律事务有关的情

况， 依法享有调查取证权。”

“《规定》 破除了行业之间

的信息壁垒， 为律师执业带来根

本性保障。” 湖南省律师协会会

长杨建伟表示， 今后， 律师可凭

规定的相关证明， 到相关单位获

取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证据、

信息材料。 同时， 该 《规定》 明

确了律师在非诉讼业务领域调查

取证的权利， 范围涵盖律师办理

的仲裁及大量非诉讼业务， 较好

地适应了律师执业的客观需求，

将助力律师在服务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突出问题导向

改善执业环境

2018 年 ， 由省委政法委牵

头， 湖南进一步完善律师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 实现了由起初的 6

个部门 “小合唱” 到 14 个部门

“大合唱” 的历史转变， 推动了

律师制度改革在湖南逐步落地。

而最先解决的， 就是律师执业环

境的改善。

3 年间， 以律师执业调查取

证难、 会见难、 阅卷难为问题导

向， 湖南重点发力， 相继审议出

台贯彻 “两高三部” 依法保障律

师执业权利规定的实施办法， 制

定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

诉讼权利保障的意见》 《关于进

一步依法保障律师会见权利的规

定》 等保障律师会见权、 推行律

师调查令、 构建新型律检关系等

8 个制度文件， 使律师执业权利

保障制度机制日益完善。

同时， 湖南建立健全维护律

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

从制度完善、 机制健全等方面保

障律师依法依规诚信执业。

2018 年 ， 湖南省维护律师

执业权利中心成立。 随后， 省、

市、 县三级政法各单位开辟律师

快速维权 “绿色通道” 60 余个，

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害后投诉无

门、 维权低效局面根本扭转。 3

年来， 全省共成功处置维权申请

108 件， 协调解决成功率逐年攀

升。

执业“获得感”

激发“使命感”

5 月 6 日， 记者随机采访几

位律师， 谈及执业环境改善是否

有切实感受时， 他们不约而同地

表示： 执业环境日益好转， 律师

职业地位显著提高， 执业 “获得

感” 激发 “使命感”。

“人口户籍信息、 企业登记

书式档案资料的查询现在十分便

捷。” 湖南仲声律师事务所入职

不久的张静律师表示， 去年底以

来， 他已代理 10 多起民事案件，

职业认同感被激发。

“律师对刑事案件关键证据

的调取， 有时会改变定罪或量刑

的方向， 事关司法公平正义， 也

彰显了司法进步。” 湖南湘行律

师事务所边均福律师十分看重调

查取证权， 他目前是省法律援助

中心重大疑难案件办理律师团成

员。

“如果没有调查， 执行就可

能会停留在一纸空文上。” 湖南

茶源律师事务所向波律师表示。

2020 年初 ， 在古丈县法院强制

执行下， 该县默戎镇九龙村 25

户村民， 拿到了拖欠 1 年多的全

部劳动报酬 2.79 万元。 这结果，

正是向波律师调查收集到了能够

证明对方拥有可供执行财产证据

的情况下， 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

申请 ， 才有了全部到位的赔付

款。

律师执业环境不断优化， 人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能得到更好保

障 。 2020 年 ， 湖南省律师共办

理法律援助案件 3 万余件， 为群

众挽回经济损失约 3 亿元。

（沙兆华 周纯 蒋泞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