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彩助力法律援助
为弱势群体撑起“保护伞”

体彩7星彩今日开奖
截至第21098期
奖池余额为

229066232.74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28期开奖公告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投注方式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直选 9973注 1040元 10371920元
组选3 29631注 346元 1025232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0元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5 5 2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28期开奖公告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58注 100000元 5800000元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5 5 2 8 9 销售金额：14753478元。

销售金额：318652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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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实施的目的是降低法律援助
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范围，使更多困难群
众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服务，通过法律的
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由彩票
公益金助力的法律援助项目，为弱势群体
撑起了“保护伞”。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020年 12月，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张行进律师收到一份特别的法律援助申
请，申请人是正在山东某监狱服刑的女士
郭某。

原来，郭某在服刑期间，被其丈夫翟
某诉至法院。翟某请求法院判令二人离
婚，同时请求法院判令二人独生女归自己
抚养。郭某同意离婚，但不同意将女儿交
由丈夫抚养。

“与一般政府公共预算所提供的法律
援助相比，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
项目是对有特殊需求群体开展的，需要采
取特别关爱措施的法律援助。因此，尽管
郭某目前属在押服刑人员，其合法权益，
我们依然要给予支持。而且，本案涉及到
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一直是
我们非常重视的工作。”张行进表示。

张行进立即开展工作，得知郭某和翟
某于2010年结婚，2011年生育一女，其女
出生后一直随郭某之母共同生活。经询
问，其女愿意继续随姥姥共同生活，并出
具书面材料一份。然而，一审中，法院认
为郭某正在服刑，刑满释放时其女已年满
18岁，客观上不具备抚养子女的条件，因
此判决其女随父翟某共同生活直至独立
生活之日。

“通过调查取证，证实翟某没有抚养
过女儿，女儿自出生已随姥姥生活了近十

年。法院即使判决抚养权归翟某，女儿也
不可能跟他一起生活，反而帮翟某逃避支
付抚养费。因此，我们提起上诉。”庭审
中，张行进据理力争，并请郭某之母出庭
作证。郭某之母表示，外孙女自幼由其照
顾，愿意继续照顾。最终，翟某不再要求
直接抚养女儿，愿负担女儿的教育费用，
同时另行每月支付600元抚养费。

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

5月 12日，浙江义乌某法庭外，老王
夫妻两人紧紧握着义乌市外来农民工法
律援助工作站律师蒋昶华的双手，边流泪
边道谢：“谢谢律师！谢谢法律援助工作
站！”原来，蒋昶华刚帮他们度过了一道无
比艰难的坎儿。

老王今年76岁，小时候右腿落下残
疾，30多岁才娶上媳妇，婚后有了儿子小
王。老两口对这个独子千般宠爱，含辛茹
苦将其养大，帮他娶妻生子，不料2019年
旧村改造后，一切发生了大转变。

当时，老王把全部积蓄交给儿子，让
儿子把自己老两口的宅基地和儿子一家
的宅基地并在一起，建成 4 间 5 层的新
房。本想着，建成后与儿子一家一起住进
新房，从此颐养天年。然而事与愿违，新
房建好后，儿媳为了多收租金竟将老两口
赶出了家门。

老两口被赶出来后，多次到村委、街
道寻求帮助，而村委、街道派去的调解人
员总是无果而返。村委会也很为难，老两
口有房有儿子，儿子条件还不错，不符合
救助条件，即便如此，还是为老王协调安
排了村里扫地的工作，但收入微薄，只够
老两口基本生活。

走投无路之际，老两口听说义乌市外

来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免费帮人打官
司”，于2020年底辗转找来。工作站领导
高度重视，指派经验丰富的蒋昶华律师带
队承办。

蒋昶华与同事立即前往，向村民、村
委了解情况。看到小王4间5层楼房高大
气派，除了自住房间外，其余均已出租。
蒋昶华两次上门试图与小王协商，均被拒
绝后，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他先后驱车3
次到农村、镇街调查取证，工作站替老王
支付诉讼费后将小王告上法庭，要求小王
提供住房让父母居住以及每月支付赡养
费。

经法庭审理与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协
议：一是小王尽快腾一间房给父母居住；
二是每月支付给老王夫妻赡养费 2000
元。

维护残疾职工合法权益

两个月前，北京隽格律师事务所周赛
律师刚帮一位工伤九级、精神残疾三级的
职工邓某维权成功，帮邓某要回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28924.6元，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 59460 元，未休年假工资
5103.9元。周赛很开心：“维权成功，一定
能让他感受到社会的美好与温暖。”

邓某，现年60岁，于2002年入职北京
某公司，2010年与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2017年，因工伤被确认为职工工
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九级。2018年，
被诊断为精神残疾三级。日子可谓一波
三折。期间，邓某除因工伤休息了近半年
外，一直坚持正常上班。

然而，公司自2018年7月起便无故减
少其工资，且怠于为其申报工伤，还拒不
支付工伤期间工资及相应加班费用等。

去年9月，邓某向公司提出辞职，并向北京
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解除劳动合同
补偿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未休年
假工资等。公司于当月同意解除劳动关
系，但仅同意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并将邓某诉至法院。

“公司认为邓某自2016年起便已丧失
正常劳动能力，已经不能再正常提供劳
动，之所以继续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支付工资是公司基于人道主义关怀。”周
赛介绍，“如果没有律师专业的法律援助，
邓某可能无法获得应得的实际报酬。”

通过梳理案件，周赛明确本案的难点
在于公司因当事人有精神残疾而提出劳
动者无法正常劳动的主张，但仅凭邓某本
人陈述一直在工作，这是无法赢得诉讼
的。因此，周赛与邓某家人积极沟通，搜
集整理证据，用事实击碎公司的谎言。庭
审中，她与对方针锋相对并逐一反驳，最
终帮弱势的邓某“讨回公道”。

据了解，2021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单位共602家。为维
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有法律援助服务需
求的群众可以登陆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官网，查询当地法律援助项目实施单位。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自
2009年设立以来，共投入资金12.5亿元，
已资助办理案件约64万件，为96万余名群
众挽回经济损失超过365亿元。中国体育
彩票全国统一发行27年来，已累计筹集彩
票公益金超过6000亿元，为体育事业和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国
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为推进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贡献力量。/王红亮

近日，长春市公安局
净月分局彩宇大街派出所
破获一起诈骗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一名。

8月12日20时许，彩
宇大街派出所接到汪某报
案称，其在2021年7月21
日至2021年 8月11日期
间，被在网络结交的新男
友戴某通过伪造多项证明
性文件以办理“社保、医
保”为由，骗取10万余元。

接到报案后，所长张
波高度重视，立即指派副
所长孙晓宇、警长庄秉麟
组成专案侦查小组开展工

作。经对现有证据的进一
步分析研判和对戴某的调
查，初步认定戴某涉嫌诈
骗犯罪行为，当日 21 时
许，戴某被抓获。

经突审，戴某对诈骗
汪某的犯罪行为供认不
讳，经进一步工作，彩宇大
街派出所为被害人汪某追
回被骗人民币10万余元，
诈骗所得钱财被其归还贷
款、租赁豪车等挥霍。

目前，戴某已被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 吕闯 报道

长春女子被网友骗走10万余元

“我想表扬一下我们社区书记，
他为我们业主解决了一件几乎解决
不了的难题！”8月 16日上午，家住
长春市民康街道西门里社区新八楼
的赵女士打来电话，言语中非常激
动，她表示在社区书记的积极协调
下，淤堵多时的管道终于疏通了。

管道堵塞二楼“遭殃”
七旬夫妇淘一周脏水

赵女士告诉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就在7月20日那天，她父母所居
住的新八楼突然从厕所内开始往外
返脏水，“我父母住在二楼，一楼住
户早前私改了管道，所以管道一堵
塞，生活脏水就都返到我父母家
了。”赵女士说，卫生间返出来的水
又臭又脏，将家里弄得一片狼藉，无
奈之下，她已经七十多岁的父母只
好用盆往外淘水，在持续一周的时
间里，两位老人天天都在为脏水的
事犯愁。

除了每日淘脏水外，赵女士还帮
父母找了多个施工队来通下水，但
治标不治本，即便当时通开了，过几
天又会堵上。无奈之下，赵女士向
社区进行求助。

社区书记上门做工作
终于促成了维修协议

7月27日，赵女士来到了西门里
社区，向社区党委书记奚刚反映了
情况，在了解情况后，奚刚当场向赵
女士表示，“这个事我来解决，一定

办好”。
第二天，奚刚找来了专业的管道

疏通团队，经过专业人员分析：管道
之所以堵塞是因为管道年久失修，
加上管道错位导致，如果想要彻底
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对整栋个单元
一侧的管道进行施工。

但对整个单元一侧管道动工需
要一到八楼所有业主的同意，而且
各家还需要平摊费用，这个工作谁
来做？社区党委书记奚刚再一次站
了出来。奚刚告诉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为了做通业主工作，他带着网
格长李卓十余次去业主家敲门解
释。“好说歹说，终于把工作做通了，
二到八楼的业主同意平摊维修费用
了，一楼业主也同意在他家卫生间
内施工了。”

管道疏通了 业主就想夸夸办
实事的社区书记

8月15日，困扰赵女士一家近一个
月的管道终于施工完毕了。8月16日
当天，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在新八楼看
到，赵女士所在单元已经施工完毕，“这
个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根本就是解决不
了的难题，我就是把嘴皮子磨破了楼上
业主也不会同意平摊维修费用的，幸好
是遇到了负责任的奚刚书记。”赵女士
笑着说，她就想把这个好事宣传出去，

“夸一夸为我们办实事的社区书记！”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这是我应该

做的！能够解决老百姓的难点、痛点，
我心里就舒服了，感谢你的理解与支
持！”奚刚书记表示。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摄

管道老化二楼返脏水
社区书记多番沟通促成问题解决

8月26日是全国律师咨询日，我国相当一部分律师都从事过法律援助工作。2009年，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设立
法律援助项目，围绕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未成年人开展法律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