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部办公厅
司办通 (2019J 57 号

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公共法律服务领域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务公开工作和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部署要求，根据中办、国办《关于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开展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 (2017] 42 号)和

国办信息公开办《关于做好各试点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制

定等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办公开办函 (2019J 1 号)要求，结

合司法行政系统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工作实际，

制定本标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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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 ，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全面推进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

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最大限度提高社会舆论监督，推

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二〉重妥意义。公开透明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深入推

进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的标准化规范化，是全面推进

司法行政系统政务公开的基础性工作，是立足基层实际、细化公

开内容、规范公开流程、完善公开方式的必然要求，是加快推进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

政府，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保障人民

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

(三)工作目标。 2020 年底前，全国县级及以下司法行政机
关、相关组织、单位参照本指引，全部制定完成本单位公共法律

服务政务公开标准，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公共法律服务领

域权力运行全流程公开、政务服务全过程公开。

二、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全国县(市、区)司法局、乡镇(街道)司法

所，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县(市、区)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的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

政务公开工作。

三、公开目录和事项标准

依据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权贵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

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事项一级事项 9 项，包括法治宣

传教育、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调解、法律查

询、法律咨询、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等，二级事项 18 项，其中行

政权力类 11项，公共服务类 7 项。基层司法行政系统各有关单

位应当参照本《指引))，根据地区差异和具体职责等实际情况对

公开标准目录进行适当调整，制定本单位的公共法律服务领域政

务公开标准，明确公开的主体、内容、时限、方式等。

四、流程规范

要切实加强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工作，全面推进

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最大限

度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打通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共法律服务

机构服务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全国县(市、区〉司法局、乡镇(街道)司法所，县(市、

区)法律援助中心、县(市、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乡镇(街

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实施细则)) (国办发 (2016J 80 号)规定，

按照"五公开"工作要求，加强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公开属性源头

管理、主动公开、政策解读、回应关切、公众参与等工作，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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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解读、回应有序衔接。

全国县(市、区)司法局、乡镇(街道)司法所，县(市、

区)法律援助中心、县(市、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乡镇(街

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制定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应当以表格的

形式(具体可参照附件) ，明确公开的事项、内容、依据、时限、

主体、渠道和载体、对象、方式、层级等，并动态更新，严格

执行。

省级、地(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加强对基层公

共法律服务领域政务公开工作的领导、指导和支持，强化监督、

评估，确保取得实效。

贯彻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司法部。

附件: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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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公开事 I~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全社 特定-级事 Ij;j 二级事 Ij;j
AE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群体

<<'1'jl，'l'央、
[目务院转发〈 �政府可站 CJì~;吁~~报
中央 Ti传部、 �两~~-~尾3 走审会 J听 1正告

司法部关于 .广播电优 �低Y贡 Wi4-
由公民中 Jf- ~1制作成 :::J.\~开查尚且3 政 j于瑕哥中，、

il、íI'如1iHtlfl止
1. il、1非 itl'l' 资讯: 展 itifrùf~ 获取该{主

司法 lf 此
口使民服开站.人户 jJÆJWih ~(.;'1:( f专

2. i~~tZJJ.-i-:i;，1m 敦市的第七 .t~，之11起 �祉Çi/企事业丰住/村公示拦(电 J ‘d J J.fll白 1111持
3. f丰 iti. 汁。lþ团的，Ui 手 个 Ii 句:l~立IJ 20 个 TI~

闻:n
于居)

(2016 H内公开 口情准才是注 .其他注律 (R羊
2020 年) >)) 阻

(XX 11 ..匕 ，主:有关叶开信息可拟i芷 A.归甚至
五. -~il~t!\! 本省级法律服井问.

t'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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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1j~叶'央‘
国再院转发飞 �政府月 Jõ 口政;厅公报

中央臼传部、 �两缺一端 口走布会/听证会

司法部关于 口厂播电视 口吉J'(I~媒体

1 将 l正内 ~l;~f'1)(化阵 在公民中 n 白市'J作 1'.\( �公开查网点 Oi~ 异服务中，、

f什，.法i白正化 地位 t:!，: !民法治'11.(专 ikJl<i主 I占 �使民服耳拮口气户/现场r--;nt1fJ!立
2 2 法 ~f:Ì/.化作品、产 ft 内的第七 ，t:!之门也 �社区/1世:*止单位吁:公吴祖(电 、4 J J J

服持 部门

saiul
个 1L;r:l见划 20 个仁{下 于原)

( 2016 r11句公开 3椅准报送 �其他法律服;二

20201P >)) 2
<<.'0 省"匕 ，豆:有关叶开信息可 f~Æ ，'<归甚至

且"巴 ;H、l见 丰省 i且 ;'J，律服#闷。
且:Jl

('1' 共中央、
lfl好院转发〈 �政坷 F习站 口政府公报

中央宣传部、 �壳微-端 二3 馆布会/吁 i正合
1. if 过去彰 j国知1， 且Jitm: ><1' �广播电视 .f 民盾媒体

l.jMti 白C[f专 2 先地 ~f 中何个人 '1' It 公民 'f>Jt (J巾1ftν且 Oi:- 开查 1可点 ::::HZ .~~!l.耳中、
J'lfi rfl 中做 拟在 (:~;:t'll< ): 展 i去iff宣传 iÎ，取该信

口]挝、lil吹
口便 lï'c咽鼻均~.-\ p /.iR.i母

3 11\显著 f戊绩的 3 拟去蜒的先 i1Ii仨休 敦白的机七 也之 fl.t 且 �社13:/企事业单位/材公示柱 t 白， J J J
自iHJ

')\f业和个人 i1I
元w: 个人 t 甲

个五年 )U'j 20 i、T作 子~')

1(1< 彰奖励 (2016 11内公吁 口精准挂运 �其俭，去悻 I.R再
4. M);}(li!

2020 í在) )>> 旦
<<xx 省"七 ;'i: 1j 是公开信息可根 i王或归 .f/-豆
1，"普法则 本喝玩，去律服#同.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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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

�政府月 2主 。政府仕报

�两做一端 3 吏布会/听证会

口广播电视 .1 氏晴媒体

对没 {f 取得 !l' 自串'J作成 3 公开查 i可在 2政每股耳中心

师执业 i，EI\U 行政处冈 山屯业 liU主 《中华人民 IU<ì在{占 口便良，~:t.~平g占 3 人卢，现场
司法 j il吹

.1 t-f~llj 1非由l'扫坦从事
处罚决定 H 共和1国律师 总之 H起 口挂区 1.企事业字位， iõ'"、天拦(~. J J J

i去!~才I~开 lih 挝、》 20个下作
部门

于居)

的处罚 H内公开 3 椅在推达 �其他注在事叹再

国
，豆:有是公开信息可根 i草或归 11-二至

本省级法律 JIl1.+问.

2政府河站 3 政呵公报

<<'1'华人民 自制作或
|2两械斗 口走布会/听 ìJ!.合

公 iiH进一般 ff:
共 fDlE公 ill 获取出信

口广播电视 :J i1i;"气媒体

un执 ~I~审核、 'ofÔJ'i(考核) ，{!:见Y去>><<公llE员 ，巴之H起
司法行政 口公开 ~i司在己 J立异服务中心

刁 ~~、ill 中1由人 J J
~I 主任 ilJ'、执业

执业管理办 20 个 1:作
剧门 :Jf吏民服辛 2占 3 气户"现场

可叶先
i止》 H内公开

3 社区 !1i:事业:单位/村处牙~~兰{电

于扉)

�梢，草推运 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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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政府河功 2 玫府 í;'报 洼幢楼

l 给 fi 主 ln!1J 的决定
自市Jfl 旦I D 两前一端口吃市去/听 i正合 助申请

1\ ， 们去1~1在jj!J
ik 耳.(i去fr1

二3广播 tt!.iJ: Oi 民屑媒体 人受指

;1、1卡援助 II~持 ".不F法律拔 JI!J决定 是1'IJ))<<川省
，也之F1起

法 1/11世ωJ ~i 斗开查网点口攻异吸 JI-ψ ，，:.，: 泛的悼。 J J
1\ 法律援助条

20 l'、U1
机构 口使民服开站 'JA 户/现场 币事辛

1列B 'Ji.i:! 王/企事业单位/材公呆住(电 听或其3 扣j"';<边知 1\ 11内公开
于应) 他组织

.抖准推工 t 2 其他 等
←一-

=:1i'z押河站 己 lZ 抨公报

白收 j'Ij公 =:1;呵做--;届 3 走偌告/听 i正合

法 !r 援助办案
<<i主门:t~11J的

JfrlJì古之 口广播~.夜 3抵震台掌体

法 1Hlill!J 人员办案补贴 束 fHI 贴自位 'l1:仪表 条例>><<川省
f1起 "0 个 ildrl>!wJ 口~.'开查坷，占1改导服号 'f' ，\.-'，

中1青气 J J
的巾版发 fii iJJl! 援助革

Tl1'HI'j
机构 口便 ~~a 异站 3 八卢 /JÆ场

1叫》
公开

口 lt 区/:企事业等位/中':"i.' 灭性《电
于扉)

�情，宣推~ 2其他
』一一

口政府月 1占 3改呀:.'报

自收到公
=:1'可做一瑞 34在布会'吁证金

付~î、u，搜WJlll
W，!!，j(J 山

Jf 巾 i市之 3广播电视 :Hlt 唱 iï1本

构不 H'! 四J决 处理问定刊 条 1，，)))<<口也
lî也 20个 司，士h战 口公开 Iti 司点 or~生 Jf!R 斗中，ι民 4归 1占人 . J

Æ:异议的审 1']'
i1;I/1，重ßMf:

lH 吁1巾问 部 l丁 口便走照号站 3人户 J现场
f，'J>> :=Jìi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在 .t ($

公 Jf
于 1/1)

�椅准推运 口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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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且且皿

�政府网站 口政吁公 I~
.~可做一端 口~~市合/勾fit. 合

l 评边表彰 i且知， �广播电现 �抵晴蝶!本

，'t(di 、n叶是 giJ 2 先 j址集体和个人巾 f 挝、1I!J在WJ
自古'Jf乍1-& 口公开查阅点口攻异服井中..: ...'

仁作中作 11:突 报导电{空白夜)， ik取 i辈 f言 3 使民照;;.，占CJ ìl.户/现场
提例 1 <<Xx省 司法 ifJl'，(

9 11:贡献的组织
3 拟表彰的先地集体

也之 fh'坦 .ii 区/企事业单位"中 7公天，兰{电 J J J
iH 非援助 !f< 部门

fl!个人过行友
jU1t个人朽 'tl.: 例》

20 个下作 于 Ijf)

彰奖励 问内公 ff 口梢准推 i兰�在他洼像吸各
1. 去由~1}~定

旦
，王�有*叶开 f古息可 4fii王或归品五
阜省级法律服鲁问 a

←一一
Hí刺巾 'j( ~乎所
拒绝 ii 与11'lli!UJ
机构指派，不 .攻，吁.可站 口政府尘报

丘 ti，本所 lMÞ
自制作战

�河快一端 3 吃市合 f 听证会
.f}l'RiHN 盘山 !i主WJ提 !UJ 口广播宅促 ~mf~ 煤(士

案件、 1例市尤 行政处罚 ;}~iË此行政 ;1'，1如'11 lxx ，(ì
iiO[l(i辈Ui

iilil~fjd 立 3 二c吁查混在 3 政 þ. 叹各中心
10

处罚 j)~茧!J\ ，~，之H起 J J J
iE.~JI唱 11I拒绝 illltJIiWJ 来 部n 2使民服开站口气，白/现场
J在~. l向自终 lýIJl

20 个 U1
口 f土区/企事业革 tι'Ih 二、手气t主《电

r1内公开
JU主 iNíH协定 于居)

fb 且J土i~!i去11' 口楠，住J1tì~ 口其他

搜 Jl!J;在{丰收取
财物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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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月治 口政府公报

二3两做一端 口吃市去 r听证全
自制作 !'X

3广播电视口纸质媒体
J."i!i.tll' J旧好 4基层 i.tli! 获取 L生 f占

司法 ii 政 3公开查阅点 D政年 ~R哥 Z芋'，'II Tf 下占，J\ ，IH虫 不于安理 J且如书 l旧岛 1作古 坦之日起 申请人 J J
管理办材、》 20 个丁:f~

而:fJ 2使民叹阜 1占 3 八卢 J现场1ft门可
3社区/企事止罩住 I~'i.. 示兰{屯

H内公开
子后)

�椅，佳拔工号 3其他

�政府 ;;']fr!占 口政府~.~、捉

.窍坷-}串 3 吱布 'i~/听证会

lJ.~Wtl 在
3广播屯叹�纸喷娘'丰

付挂 lJ!i.t1l'JJ11 自 f!JIJ作必 3 公开 Ei 司占口 t土耳服辛中年
好所、基层，去

n~持 l哥甘地
获取该 fJd ::11妻良 lil 卉 r占 3 人户 f 观场

基层法律 行政处罚决定必行政
办法~ <<J.U" új il;jiff~12 ll'n~hr:fh"

处罚 (J~i，Ë书 YJ、之f，起 3社区/企事止单位/村公天住( ，在 J J J!什D于 法律 nÆ岛 r 部 r j
地 iti1! 叫 ii J.J

ih'nrf1 办
20 个士作 子，军}

的处罚 H内公 n :::J'~ 准推 it .其也去 i军服务
;)、》

旦
;主:有是合开信息可拍且呈现归甚至

*'，占级浩律服务网。

.，，~府可拮 3政府公报1. j'~远去畅通知:
<<Æ在 liW 、11' �两做一端 3 吃市去/听证会

2 先 i!t 骂:休阳个人巾 1111持 191管 J'l!
1'1巾1Ji1'旦旦

.广播电视�抵质跟体，-1基层 il、11'1自
1Hz 该信

再!听、基If<ì.t ，iLl" (空白表)，
办法 ìì<<革后 司法行政 口合开查阅，击 3政辛服耳中，心13 3. 拟表白的先边集体 ，lj 之 H坦 J J Jlr 服持 T 作布 法 11'服务 I 出j:1J :::Jf~ 民服~!占口入户/现场

，也if <<畅奖励 先 i!t 个人名单 作茜管理办
20 个 rn

.ji 区/企事业单位/材公示拦(电

i圭》
R 内公开

4 衰草3决定 于扉)

口精准推送 �其他洼律服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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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
，主.有关企开信皂可椎 i丘或归果至
本省级法律服#问.

�政府两站 =:H王府公报
�开枪一端 口吱布会/听 i正去

对自突 :1:贡献
I.il 边<<币2通知. �广播电夜 .!i 丘屑悚体

的人民间解委
2 先j丘集体和个人巾 《中华人民 自串IJfhl( 口公开查两点二 JJ!走开服斗中，七

员会和人民 iJ~J JI!表(空I~j1占) 只有 Ir~人民 ikl" i圭 (:1
司法行政

口 f~ i\':用虫子 z占口人卢/现场
[4 人民 i时解 3. 拟 !i 彰的先过集体 i司解iH <<xx U 之 H 起 �社区/企事止孚位/村公司~~(白L J J J解员 f在阳W1家 部门

顷，È给 f衰弱 先 ill 个人名 l~\;
行人民调解 20 个1:f1 于且)

条 f!IJ>> F1内公开 3椅准 J惟 1主�其他法住在服务
奖励 1 农彰决定

因
，主�有关公开信息可拉过 A归某至
本省纯法律服#问.

<<'1'典中央、
国持院转发〈

巾央也传部、

司法的关 r �政 J吁月站 ëP立吁~~..~民

在公民 '1'汗 自制n 旦旦
�两做一端 口走布全 J听 ìJE合

I. i1<!非法~!1!1年 l吨 I止此
!IW，itîí'1.传 I!:ij，i直 f占

口广播吧 it ëJ抵明姥体
j圭Wi'"ii!ù iH 非法规拍案 链按: 司法行政 口公开查阅在 3政异服..中，、1.1 2 典 !\l~~提f!:J闻:网I且成 教育的第七 ，口之日起 J J J服务 例怡东 1111持

个 li.:手规划 20 个Tf 下
部门 口使民 !RJ车站口气尸 /i.rt..场

链』在 口社区/企事业单位/材公示在飞电(201fi 一 Fi内公开
2020 年) >>>

于罩)

3精准 1住迭。其他
《川省"七

五"曾法规

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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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坷站 口政 fffí.'报

销|反内的冲帅、公证、
.，写~t一端 3 吏布会/听证会

3 广播电视 3 低 I/i.媒体
基层 ití~JIÆ丹、司法

自制fhll .扯开查 l可占 �政存 ;R 务中心
法律服好相 i W~í.主、仲歧，人民训

获取该信 �由民服年站 3 八户/现场
构、人 1;1Uí.也 桥等 i1:1I\1111搭机构和 f政府倍，~.

IU之|斗起
司法行政

3 位区 /2 事止单位 /1: 公夫拦(电16 J J J
人员何关基本信息、

公 Jfil'd时E 20 个 1作
部门

市 i白tlNU持 于居)

从业信，~.刷]{;11O I/i ，臼 i斗内公开 =:11奇，曾推迁 �其位法 1拿叹号

等 叫卢

，主�有J豆叶开 1古色可推送^归呆至

丰省规法律服#问.

.JÍ.~;吁竹站 3 攻月号公报

.'可快一端 3 宣布会/听 1正合

3 广播电视口封\ ~有慨你
fij i去 liJ! 组

自制fl' "Ji
部|丁、公 j 仁

.0开查两点 .JZ务服耳中 U
公共法 il' 服务 公)，il 、í1'NlI持'文11‘、 IU ，ì宝!言 .f 建民 ~aJí-;，:占3λf'/ 现场

U;Hti(i i句实体中台、执
热线、网约干台法{军

H'/J(f( 言，tu ití非服持 ::H主区/企事业单位/材公只兰飞电lì '，jzt-L 包 J J J J
服务线、 1'，台、问绵

i'i iúJ1111捍指南
公 If 条例》 巾心、~~Jt

20 个工 11' 于应)
千台咨由 tlllll好

日内公开
法 f~Ilfl持

二3精准报 j王�其他在体服务
1".0古山

二1
，王�有是公开信色可椎 i草或归某王

本省优法律 l~ 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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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公共法体服持平台

ltilHH 关规划: �政府月站 �政府公报

2. 公共法律服务巾 �河西t 一端 �堤布会/听证会

心、下作 ili具体地址:
司法行政

�广播电视口纸屑煤体

3. 12:148 公共法伸服 白制{\ι是 �公开置 i"l 在口政异服斗中心

公共 i占 lJt版持 iJ，以该1主
部门、公共

.(更iVil 异乡占口 λ 户 :l~ 场
公J，法!itJIII 持热线号问. 《政府{古巴 法律服务

18 ':tf 中、热 tQ、 1 中国法律 ßU持网和
息之|斗起 �社区J企事止革 1ft/ 村公 jf-t 兰〈电 J J J J

持中台 公开 if.-f叫》 中心、公共
网络寸4行信U

各省级法 U!J1U并 I叫 r'q
20 个仁{\，

法WHU每
于事〕

Fl内公汗 口将准推 it .其他法律服开
t且: 仁{t ，，~

ld
5. :::火中台捉供的公 注:有关告开信息可椎送或归县至

兵法 1在服务项 Jm泊申 丰富级法律服~间.

及服并指 I~j

注 2 公开标准口录中所选公开渠道和载体仅供参考，各地在制定本地公开标准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确保取得公开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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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z 市场监管总局、国办信息公开办。
部领导，办公厅、立法一局、普法治理局、促进法治局、律师
局，信息中心、法援中心。

司法部办公厅 2019 年 5 月 22 日印发

川自翩翩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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