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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项目是省法律援助基金会服务
群众的重要抓手，也是彰显基金会价值的
重要载体。基于这一共识，省法援基金会
在业务主管单位的支持下，紧紧围绕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重点对资助项目
工作进行改革创新，志在以公益项目建
品牌，以公益项目促发展，更好地发挥社
会组织的优势，服务更多困难群众。

多方调研
开辟法援公益事业发展新思路

作为我省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法
律援助社会组织，省法援基金会始终以
助推江苏法援事业发展为己任，切实践
行宗旨，累计资助办理法援案件 13万余
件，资助创建了法援扶贫、南京市雨花台
区岱山法律援助工作站等一批公益项
目。基金会连续获评“5A级社会组织”，
荣获“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江
苏省示范性社会组织”“最具影响力慈善
项目”等荣誉。

换届以来，基金会围绕办会宗旨，组
织召开资助项目建设座谈会，与省级机
关有关部门、国有和私营企业，与省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
等兄弟单位，与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管

理局、省律师协会等系统内单位进行调
研交流，总结经验，找寻良策，学习先进
做法，为推进项目管理实施、开辟资金筹
募渠道提供借鉴。

为督查项目实施成效，驻会负责人
带队，先后奔赴连云港、徐州、泰州以及
岱山法援工作站等地，抽查卷宗，听取汇
报，现场回访，实地验收资助项目，了解
项目实施情况，为资助项目延续和改革
拓宽思路。

传承慈善事业，践行公益使命。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统领，基金会确立了紧紧围绕省委省政
府民生工程，紧紧围绕全省司法行政中
心工作，以“法润江苏”为品牌，以“法援
惠民生”系列活动为载体，做实做优法援
公益事业的工作方向，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
出新的贡献。

集思广益
形成资助项目建设新理念

基金会组织召开的资助项目建设座
谈会，确立了今后一段时期项目建设的
新思路、项目管理的新方法和善款筹

募的新途径，在坚持办会宗旨的基础
上，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按照“四度四
高”的法律援助工作要求，立足“大法
援”理念，构建“大法援”格局，将资助
项目范围由传统的法律援助扩大至法
律服务有关业务领域，助推全省法律
援助高质量发展。

规范确定项目
融入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掀起党史学习
教育热潮，中央就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作出安排部署。基金会积
极参与党史学习教育，牢固坚持党建工
作引领，认真践行公益使命，规范项目申
报评审过程，做实做好资助项目，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今年，全省各有关单位向基金会申
报了 64 个法援资助项目。基金会收到
项目申报方案后，进行了科学、审慎、规

范的审定。
基金会对 64 个申报项目实施方案

认真分析，数次研判，反复筛选，确定对
省监狱管理局、省司法厅律工处、省律师
协会等申报的 24 个项目优先资助。对
其余申报项目，基金会召开项目方案评
审会，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审。专家们
对申报资助项目方案逐一打分，针对打
分情况提出专业评审意见，并对资助项
目的立项、实施等工作提出了具体建
议 。 按 照 公 益 性 、区 域 性 、专 业 性 相
结合的原则，根据项目方案得分和专
家评审情况，统筹考虑项目类型、实施
地区、服务领域等因素，依据项目资金
年度预算，基金会理事长办公会决定对
20 个申报项目予以资助。基金会最终
确定 2021 年度第一批资助项目共计 44
个，资助总金额 836.9万元。确定资助项
目分定向资助、资助案件、特色站点等
六大类型，有效融合了司法行政法律服
务事项。

立足新时代新发展新要求 开创法援公益事业新局面
编者按

2020 年 9 月，省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会换届，选举产生第三届
理事会。换届以来，第三届理事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紧扣
司法行政中心工作，在前两届理事会的良好工作基础上，集聚优势资
源，锐意改革创新，一手抓项目资助，一手抓善款筹募，为维护困难群
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应尽的贡献。

为进一步促进江苏公益法律服务事业
发展，提升江苏律师行业在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满足人民群众法律服务需求中的作
用，弘扬我省律师扶助贫弱、伸张正义、维
护司法公正的法治精神和心系群众、热心
公益、勇担社会责任的无私奉献精神，省律
师协会向全省各律师事务所、律师发出倡
议，号召律师事务所、律师向省法援基金会
捐赠善款，发起律师行业公益募捐活动。
各设区市律协广泛宣传、精心组织、积极动
员，一大批律师事务所、爱心律师踊跃参
与，795 家律所、律协和 3580 名律师累计向
基金会捐赠善款 4522020.76元。

本次捐赠活动所募善款，将全部定向用
于资助律师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活动、支持江
苏律师为中西部地区提供志愿服务、培养青
年法援律师等工作，促进江苏公益法律服务
事业健康发展，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贡
献律师行业力量。

序号 地区 金额 （元）
1 南京市 379350
2 无锡市 856498.88
3 徐州市 278916
4 常州市 305050
5 苏州市 992803
6 南通市 267800
7 连云港市 163580
8 淮安市 158661
9 盐城市 230100
10 扬州市 141605
11 镇江市 302300
12 泰州市 256768.88
13 宿迁市 188588

⬇ 资助案件项目

⬇ 高校法援项目

律师行业向省法援基金会捐赠善款

452

万余元

各设区市律师协会组织公益捐赠金额

⬇ 法援宣传项目

1 法援案件·宜兴 宜兴市司法局 为宜兴市范围内农民工、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军人军属等特殊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办案服务。
2 劳动争议、土地纠纷专项法律援助 徐州市司法局 办理徐州地区劳动争议、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和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

及延伸社会救助服务·徐州 集体收益分配权等相关案件并提供救助。
3 法援案件·徐州 徐州市司法局 为徐州地区农民工、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军人军属等特殊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办案服务。
4 法律援助“助苗”关爱行动 睢宁县司法局 通过法律援助、心理咨询、法治教育等形式，为留守及特殊人群家庭未成年人提供合法权益保护。
5 失独家庭“援”手相助 常州市金坛区司法局 为常州市金坛区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及其家庭成员提供法律咨询、法律风险评估、诉状及相关法律文书的代拟、

案件办理等公益法律服务。
6 重大交通事故、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连云港市司法局 为连云港地区重大交通事故、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提供调解、案件办理等法律服务。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调解服务·连云港
7 法律援助渔家驿站 连云港市赣榆区司法局 办理连云港市赣榆区范围内涉及从事与近（远）海渔船捕捞作业相关的农民工及其亲属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办案服务。
8 劳动争议、土地纠纷专项法律援助 淮安市司法局 办理劳动争议、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和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

及延伸社会救助服务·淮安 集体收益分配权等相关案件并提供救助。
9 重大交通事故、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盐城市司法局 为盐城市重大交通事故、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件提供调解、诉讼代理等法律服务。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调解服务·盐城
10 法律援助·泰州 泰州市司法局 通过邮政渠道为泰州市范围内的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经济困难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宣传服务，

为有需求的公民提供法律咨询、案件办理等服务。
11 农民工维权 泗洪县司法局 为泗洪籍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案件办理等法律援助服务。

12 《法律援助进万家》短视频 南通市司法局 资助南通市司法局以“法律援助进万家”为主题制作 48集短视频，并在省市媒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播放宣传。
13 灌云县伊云湖法治文化公园 灌云县司法局 在灌云县伊云湖公园基础上建设法治文化主题公园，植入载有《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法律援助条例》

《水污染防治法》等法治元素的景观小品，着力打造集市民休闲娱乐和法治教育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法治教育基地。

14 江苏省律师公益法律服务品牌创建 省司法厅律师工作处 开展全省优秀律师公益法律服务品牌评选活动，并适时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通报表彰和宣传。
15 “1+1”法律援助及无律师县志愿律师资助及补贴 省律师协会 资助参加“1+1”（含援藏）志愿服务活动的江苏籍律师，为中西部贫困地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16 村（居）法律顾问人员补贴及培训 省律师协会 开展村（居）法律顾问培训活动，并对苏北、苏中经济欠发达地区担任村(居)法律顾问服务的律师进行奖励表彰和经费补贴。
17 未成年人法援案件律师回访 省律师协会 开展涉及未成年人法援案件律师回访工作，对在法律援助案件结案后仍存在法律需求的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帮助。
18 全省十佳优秀法律援助律师评选 省律师协会 开展全省优秀法律援助办案律师评选活动。
19 全省十优十好法律援助案例评选 省法律援助中心 开展全省年度法律援助优秀案例（十优十好）评选活动，适时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通报表彰和集中宣传。

20 我助妇儿康·女性伤害援（救）助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 资助江苏省妇女儿童维权中心开展针对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普法宣传、案件办理等法律援助服务。
21 岱山法律援助工作站 南京市雨花台区司法局 通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展广场法律咨询活动和法律知识讲座、拍摄法律知识小视频等方式，

为南京市岱山保障房片区及周边有法律诉求的经济困难居民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22 “大李小李有道理”投诉调解、综合普法平台 江苏蘅远律师事务所 以无锡交通电台、无锡市司法局开辟的《空中法援》节目，新吴区人民调解委员会驻大李小李有道理调解工作室为平台，

为苏锡常地区的群众提供投诉调解、法律咨询和公益普法服务。
23 “守护花开”妇女儿童权益保护 淮安市守护花开巾帼律师 通过走进校园、社区、企业、乡村开展公益普法讲座、普法小剧场等服务活动，为淮安市范围内妇女、

公益联盟 儿童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24 “家暴法援找小曹”妇女维权 响水县司法局 通过反家暴宣传、案件办理、法律知识讲座、心理疏导工作、课题研究等形式，为响水县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老人、

儿童等家暴受害者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25 “半边天”妇女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站 射阳“半边天”法律援助中心 通过深入各乡镇、社区、街道、企业开展普法讲座、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活动，为射阳县及周边范围内的留守儿童、

妇女、农民、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26 “八姑娘”律师公益法律服务 江苏瀛尚律师事务所 通过开展法律宣传讲座、开通反家暴维权热线等多种方式，为镇江地区妇女、儿童、

失独及空巢老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27 “彩虹伞”法护未成年人普法宣传 泰州市彩虹伞公益服务中心 运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普法讲座、普法情景剧、模拟法庭、普法微视频、普法微讲座等活动，

为泰州市的青少年提供多元化的普法学习路径及相关的法律服务，提升青少年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

28 南京大学学生法学社会实践 南京大学 面向外来务工人员、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军人军属、在校学生等特殊群体，开展法律咨询与援助服务、
普法宣传与教育，建立涵盖微信公众号和QQ群等系列新媒体平台，并为特殊群体提供定制式菜单公益法律服务。

29 南京师范大学学生法学社会实践 南京师范大学 以校园和周边社区为中心，辐射高校师生、中小学学生、劳动者、消费者等群体，特别针对社区困难群众，
提供法律咨询、草拟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意见、代理诉讼事务等公益法律服务。

30 江苏师范大学学生法学社会实践 江苏师范大学 为经济困难群众、劳动者、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办案服务；通过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普法宣传；
针对“新乡贤”等群体进行法律赋能培训，提升其公益法律服务能力。

31 经济困难服刑人员家庭及未成年子女救助 省监狱管理局 对服刑人员家庭成员遭遇重大疾病、伤亡或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特困家庭服刑人员
未成年子女存有失学、流浪或其他特困情形的，新入监服刑人员在入监教育期间存在生活困难的，给予帮扶救助。

32 维护服刑人员合法权益法律援助 省监狱管理局 对全省监狱服刑人员中有经济纠纷、劳动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法律援助需求，且家庭经济困难需要委托法律援助律师的，
对法律援助律师接受委托办理案件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给予资金支持。

33 特困刑释人员安置援助 省监狱管理局 对全省监狱刑满释放人员中因患有精神疾病、身体残疾、工伤等原因导致生活不能自理，存在刑释安置困难的，给予帮扶救助。
34 全省监狱罪犯教育攻坚转化援助 省监狱管理局 对重点服刑人员教育转化攻坚工作室、来监参与服刑人员教育攻坚转化的帮教志愿者，给予资助支持。
35 社会治理创新(后续照管) 省戒毒管理局 为江苏籍签订照管协议的特困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提供联系提醒、沟通引导、帮扶救助、跟踪回访等服务。
36 培育戒毒典型千人工程 省戒毒管理局 在戒毒人员中筛选可塑性典型个体，进行重点跟踪、帮扶、培育，培养、树立一批多层次、规模化的成功戒毒典型。
37 内观戒毒疗法推广应用试点 省戒毒管理局 面向 2020年至 2021年从全省司法行政戒毒场所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回归人员，开展普法宣传、内观治疗、生命线访谈、

绘画测验、心灵日记、小组分享等服务，推广有效戒除毒瘾内观疗法。
38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法律援助 省戒毒管理局 为戒毒人员、后续照管对象及其未成年子女学习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有效路径，并通过法治讲座、法律咨询、

诉讼代理、就业指导等多种方式，帮助戒毒人员、后续照管对象解决实际问题。
39 戒毒警示教育基地示范点 省戒毒管理局 资助建设扬中市戒毒馆，运用实物、多媒体、VR等技术，为后续照管、社区康复、社区戒毒、社区矫正四类对象以及社会

大众提供禁戒毒知识宣传、普法教育等服务。
40 法律援助·宿迁 宿迁市司法局 资助宿迁市司法局开展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法援宣传、法律咨询等法律援助工作。
41 法律援助·涟水 涟水县司法局 资助涟水县司法局开展案件办理、法援宣传、法律咨询等法律援助工作。

⬇ 培训、表彰项目

⬇ 特色站点项目

⬇ 定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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