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益工发〔2020〕17 号

益阳市总工会 市司法局 市律师协会
关于开展 2020 年“尊法守法·携手筑梦”

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的通知

各区县（市）总工会、司法局，市律师协会、市产业工会、市直

属工会工作委员会：

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农民工法律服务工作，切实维护农

民工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根据《湘工发

[2020]17 号》文件精神，益阳市总工会、市司法局和市律师协

会决定继续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

服务行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益阳市总工会
益阳市司法局
益阳市律师协会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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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根治欠薪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加大农民工

公益法律服务力度，激动广大律师和工会干部勇于担当、主动

作为，以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为主要着力点切入点，充分

发挥律师专业特长和职业优势，运用法律手段促进解决农民工

权益维护问题，引导农民工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增强法

律意识，以理性合法方式维护自身权益，督促企业经营者依法

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活动内容

（一）积极做好政策理论宣讲。向广大农民工深入宣讲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依法

治国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宣讲中央、省、市有关农民工工作

政策，宣讲中国工会十七大、省工会十六大和市工会六大精神，

引导广大农民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充分激发

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在不懈奋斗中共同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

未来。

（二）加强劳动法律法规宣讲。根据广大农民工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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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讲解《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安全生

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就业促进法》《工伤保险条例》《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维

护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具体内容，重点宣传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

的法律及政策措施，以及解决劳动争议的途径、方式，引导农

民工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以建筑工程和制造业

领域为重点，组织律师志愿者深化“送法到工地、到企业”等

活动，宣传欠薪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督促企业增强法律意识，

依法履行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义务。要结合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工作要求，积极宣讲疫情防控法律法规知识，引导

农民工依法防疫、科学防疫，主动配合做好防疫工作，支持并

参与企业复工复产。

（三）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志愿者为农民工

提供法律咨询、劳动争议调解、代书、代理等公益法律服务，

引导、帮助农民工及时申请法律援助，以理性合法的方式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组织律师志愿者加入“护薪”行动，积极参与

拖欠农名工工资争议调解处理工作，引导、鼓励农民工与企业

通过协商、调解方式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继续关注企业特别是

劳动用工法律风险诊断评估、法律决策咨询等综合性“法治体

检”服务，特别是针对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的法律体检服务，指

导帮助企业规范劳动用工，健全劳动关系矛盾预防化解机制，

助力企业健康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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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方式

（一）实地服务。组织律师志愿者深入农民工集中的乡镇、

街道、社区及建筑工地、车站、码头等场所，紧紧围绕农民工

实际需求，举办讲座或通过漫画、相声、情景剧等农民工喜闻

乐见的形式，宣讲劳动法律政策、传授依法维权知识，开展现

场法律咨询、调处劳动争议，引导法律援助，为涉及仲裁、诉

讼的农民工提供公益法律服务。各级工会法律援助机构对被拖

欠工资的农民工一律免于审查经济困难条件，努力做到当场受

理、当场审批、当场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推动将劳动法律

法规政策的普及宣传纳入“就业创业援助月”“一户一产业工

人”培养工程的必修课程，加大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力度。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活动主题开展法律知识竞赛、以案

释法及送法进企业、社区和园区的文艺演出等。

（二）网上服务。切实发挥网上法律服务覆盖面广、时效

性强、传播速度快等特点，面向基层工会和农名工群体退出简

单、方便、易懂以及内容丰富的“互联网+”法律服务。依托网

站和“两微一端”等平台，加大欠薪违法、依法支付薪酬的普

法宣传。引导广大农民工运用“12348 中国法网”（特别是农民

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12351 职工维权热线电话、“湘工 E

家”“益阳工会”等微信、手机客户端等网络平台和工具，寻

求法律帮助。加快推广网上受理法律咨询，积极开展“互联网+

劳动争议调解”，着力提高对一线农民工服务的精准度和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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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通过举办网络法律知识有奖竞答，开辟“两微一端”普法

专栏、律师答疑热线等方式，方便农民工省时、省力、省心解

决学法用法的实际问题。

四、时间进度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0 年 6 月中旬，各区县（市）总

工会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具体实

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并进行动员部署。

（二）组建分队阶段。2020 年 6 月下旬，全市拟组建 10

个服务分队，重点推进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活动。每支队

伍至少由 3 名律师和 1 名工会干部共同组成，队内工会干部负

责分队统筹协调、安全、宣传等工作。组建分队采取自主申报

原则，由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协调做好动员工作，以律所

为单位向所在地总工会进行申报，申报内容包括志愿律师基本

情况、拟开展活动计划（附件 1）等。由各区县（市）总工会会

同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对申报情况进行综合评定，各区

县（市）组建 1-2 个分队。各分队组建后，由各区县（市）将

组建分队情况（附件 2）和本地区活动计划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之前报送活动协调办公室（市总权益保障部）。

参加活动的律师要求政治信念坚定，具有大局意识、责任

意识、服务意识；业务娴熟，熟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有一定

的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经验，有农民工法律服务相关工作经验；

热心公益事业，热心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有良好的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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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作风扎实。鼓励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

（三）推进实施阶段。2020 年 6 月起，各区县（市）按照

活动主题和行动实施方案，有计划地组织律师志愿者深入农民

工工作、生活场所开展公益法律服务，重点为来自贫困偏远地

区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提供调解

仲裁和诉讼等帮助。同城的队伍可以优势互补，共同组队开展

活动。确有必要时，可通过异地联合服务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

权益。

（四）总结交流阶段。2020 年 11 月-12 月，总结活动情况，

交流工作经验。服务分队、各区县（市）总工会应及时将总结

报告（包括为被拖欠工资的农名工提供公益法律服务的专项情

况）、照片、视频等材料报送至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五、活动要求

（一）统筹组织安排。各区县（市）总工会会同司法行政

部门和律师协会周密部署，精心组织，主动加强与当地人社、

法院、检察院、工商联、法律援助等机构的沟通交流、信息交

共享和共同协作。要将公益法律服务行动与“万名工会干部进

企入户”暨为城市困难职工常态化送温暖活动、农民工工资支

付专项检查行动、“法援惠民生 助力农名工”法律援助品牌建

设、民营企业“法治体检”等活动统筹衔接，与各区县（市）

维权服务月、送温暖、春风行动等活动密切结合，尽可能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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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同部署、同推进。各区县（市）总工会、司法行政部门要

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经费预算，保障活动开展。司法行政部门和

律师协会要对律师开展公益法律服务工作加强指导，提高服务

工作质量和水平。

（二）突出服务重点。各区县（市）总工会、司法行政部

门要把“根治欠薪”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密切结合当地有关部

门开展的根治欠薪专项行动，以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为重点服

务对象，以及时有效化解集体性工资拖欠争议为重点工作，组

织工会干部和律师志愿者贴近一线职工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服

务。为被拖欠工资农民工提供服务的工作情况要有专门记录，

进行专项报告。同时，要善于敏锐发现容易引发大规模群体性

事件的敏感信息，准确识别以讨薪为名讨要工程款的事件，及

时向有关职能部门报告。

（三）广泛开展宣传。各区县（市）要充分运动各类传统

媒体和新媒体对公益法律服务活动进行跟踪报道和专题宣传，

注重运用公交车、的士等公共交通线路上的媒体平台进行报道，

让活动宣传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加大对活动中涌现出的典型

人物事迹、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通过鲜活生动的事例和精彩

感人的画面，全面展现服务分队和律师志愿者的风采，大力弘

扬法治精神和志愿服务精神，扩大活动的社会影响力，营造有

利于活动开展和整体工作的良好氛围。

益阳市总工会法律保障部联系人：周玲，联系电话：422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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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37-4229856），电子邮箱：yyszghqbb@163.com

益阳市司法局联系人：陈 民，联系电话：18890506830

传真：0737-4221721，电子邮箱：1124217892@qq.com

益阳市律师协会联系人：郑冬莲，联系电话：17773792292，

传真：0737-4230725，电子邮箱：119246046@qq.com

附件：1. 2020 年度全省“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名工

公益法律服务行动申报表

2. 2020 年度全省“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名工

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分队名单

益阳市总工会 益阳市司法局

益阳市律师协会

2020 年 7 月 3 日

mailto:hnlx198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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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度全市“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
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申报单位 所属律协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律师志愿

者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执业

年限
专业领域

拟开展活

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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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工会

意 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综合评定

意 见

市（州）级（省

直工会）工会

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司法部门

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所属律协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四份，区县（市）级总工会、司法局、律

协各一份，上报市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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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度“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
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分队名单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分队编号 姓名 性别 执业机构/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第一分队

第二分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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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总工会办公室 2020年 7月 3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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