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政府的法律援助服务 

政府设立了法律援助中心，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和

部分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咨询、代理、刑事辩

护等法律服务。 

二、申请流程图 

 

 

 

 

 

 

 

 

 

 

 

 

 

 

 

 

三、什么情况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1. 经济困难公民、特殊案件当事人在遇到法律问

题或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2. 福利院、孤儿院、养老机构、光荣院、优抚医

院、精神病院、SOS 儿童村等社会福利机构，

因维护其合法民事权益需要法律帮助的； 

3. 社会组织依法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的； 

4. 盲聋哑人、智力残疾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

及可能被判无期徒刑或死刑的。 

---《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 11-15 条 

四、对经济困难有什么具体要求？ 

1. 申请人的家庭属于低收入户 

2. 申请人个人及家庭没有价值较大的资产 

---《广东省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规定》 

五、以下情况无需提交经济困难证明 

 享受特困供养待遇的； 

 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其家庭被认定为低收入困

难家庭的； 

 因意外事件、自然灾害或

者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其生活出现暂时困难，

正在接受政府临时救济的； 

 由政府出资供养或者由慈善机构出资供养的； 

 困难残疾人家庭、重度残疾且无固定生活来源

或者一户多残的； 

 因民事诉讼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且获得批

准的； 

 因经济困难申请并获得法律援助之日起，一年

内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 

 刑满释放、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后未就业、生活

无着的； 

 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待遇的； 

 追索赡养费、抚养费、

扶养费的； 

 其他根据国家和地方人

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应当

视为经济困难的。 

广东省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名录 

法律援助处 地址 电话 

广东省 广州市下塘西路 5 号 020 - 83507323 

广州市 广州市仓边路 42 号 020 - 83562631 

深圳市 
深圳市景田路 72 号天平

大厦 1 楼 
0755 - 83053918 

佛山市 
佛山市季华五路 28 号行

政服务中心三楼 
0757 - 83322148 

东莞市 东莞市东城西路 189 号 0769 - 22314325 

珠海市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

96 号 
0756 - 2662088 

中山市 中山市博爱五路 68 号 0760 - 88363928   

惠州市 
惠州市惠州大道江北段 86

号 
0752 - 2167148 

江门市 
江门市迎宾大道中 99 号

五邑大学伟伦中心二楼 

0750 -3887860 

0750- 3299939 

肇庆市 
肇庆市景泰路 1 号肇庆市

司法局一楼 
0758 - 2723004 

韶关市 
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芙蓉

园行政服务中心 
0751 - 8877866 

汕头市 汕头市华山路 16 号 0754 - 88160072 

清远市 
清远市小市新城区连江路

市司法局大楼 
0763 - 3639018 

法律援助热线 12348 

法 律 援 助 

无效 

有效 

 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    

 提交经济状况证明表    

 提交身份证明及案件材料 

提出申请 

审查 

 3 个工作日内  

 若无需提交经济困难资料的，

则 2 个工作日内 

 案情复杂的，6 个工作日内   

符合条件

给予援助

书面通知申请人 
办理委托手续 

不符合条件 

不给予援助 

若有异议， 

可申请复查 

不提供法律援助 提供法律援助 



 

 

 

 
 

 

 

【案例】刘某以老乡身份主动联系受害人，冒充律师以

骗取他人信任，并虚构“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救助基金

会北仑分会”，谎称可办理伤残等级评定、处理工伤事

宜、劳务纠纷等,共骗取 10 名工人近 27 万元。 

当遇 到 劳 资 纠

纷、工伤赔偿等问题

时，工友会考虑到聘

请律师，咨询法律问

题，希望通过法律途

径维护自身权益。符合法援条件的可申请免费的法律

援助，但有些工友基于各种考虑，可能更信任老乡朋

友介绍的委托律师代理案件。 

然而，很多工友对于找律师打官司经验不足，假

律师往往抓住外来务工人员病急乱投医、不懂法律的

心理炮制各种骗局，最后，事情没办成反倒被坑一笔。 

火眼金睛识别真假律师 

 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所以聘请律师一定

要到正规的律师事务所办理聘用手续，并现场要求

出示律师执业证，切勿相信丢失、未带等简单理由。 

 查看律师执业证与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名称是否一

致、注册日期是否过期；并留心查看执业证最后一

页上有无该律师受处罚的记录。 

 正规律师会在律师事务所接待当事人，且按规定须

以律师事务所名义与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

办理相关手续。而假律师往往喜欢在一些非正规场

所接待当事人，且经常不与当事人签订书面合同。 

 正规律师收费会给当事人开具正

规发票，假律师一般出具的是费用

收据甚至是白条。 

资料来源：东方网 

收费标准 

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

实施办法》粤价[2006]298 号，以下为代理诉讼案件一

个审级或仲裁案件的收费标准： 

❶计时收费 

200-3,000 元/小时，允许

上下浮动 20% 

❷民事、行政诉讼 

 不涉及财产的： 

3,000－20,000 元/件 

 涉及财产的：在收取 1,000－8,000元基础费用上，

再按其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计算 

❸风险代理收费 

只收取基础费用，其余服务报酬由律师事务所与

委托人就委托事宜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

定支付费用；不能实现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最高

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 30%。 

例如关于职业病的民事赔偿案件代理，属于风险

代理，需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

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  

 

注意：1.律师服务费和办案费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

律师个人不得向委托人收取任何费用；2.律师代理仲裁

或一审，需进入下一审理阶段的（如二审），则按原标准

减半收费。 

温馨提示 

 一般代理和特别授权代理 

【一般代理】是指代理人仅有出庭、收集提供证

据、辩论、起草代写诉状等法律文书等诉讼权利。 

【特别授权代理】即代理人享有处分被代理人实

体权利和义务的诉讼代理行为。即有权代为承认、放

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以及提起反诉或上诉。 

简单来说，若与律师签订“特别授权代理”，律师

就可以自行与厂方协商和解。虽然方便了，但若工友

对赔偿款不满意，最后都没办法了！ 

 投诉监督 

【遇到假律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冒充

律师从事法律服务查证属实的，公安机关将责令其停

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 5,000 元以下罚

款、15 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律师违规】律师出现违法、违纪和违背职业道

德的行为，可以向其执业的律师事务所，也可以到所

在地的司法局或者律师协会投诉。 

 加强学习，保持联系 

大部分律师都会按照法律规定努力维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但是靠山山倒，靠人人倒，只有靠自己

最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多了解相关法律知识，与律师

保持联系，积极跟进案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请注意：安之康绝不介绍任何收费律师！ 

 

 

 

 

周日至周五

（13:30-21:30）

电话：020-81574255 

手机：13927242139 

QQ：1157580713 

电邮：ohcsgz@gmail.com

职安健知识及劳动保障

法规查询：

http://www.ohcs-gz.net/

安之康
信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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