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先进市州
长沙市 湘潭市 常德市
郴州市 怀化市 衡阳市

二、“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先进县（市、区）
长沙市：开福区 浏阳市
株洲市：石峰区 茶陵县
湘潭市：韶山市
衡阳市：珠晖区 衡东县
邵阳市：绥宁县 新邵县
岳阳市：平江县 岳阳县 汨罗市
常德市：武陵区 临澧县 安乡县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益阳市：资阳区 安化县
郴州市：安仁县 资兴市
永州市：零陵区 冷水滩区 宁远县
怀化市：溆浦县 辰溪县 洪江市
娄底市：娄星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 永顺县

三、“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先进单位：
长沙市：

长沙市工业与信息化委员会
长沙市公安局
长沙市烟草专卖局
长沙市地方税务局
长沙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芙蓉区司法局
岳麓区司法局
望城区司法局
宁乡县烟草专卖局

株洲市：
株洲市地方税务局
湖南省火电建设公司
北京师范大学株洲附属学校
荷塘区地方税务局
天元区司法局
醴陵市教育局
株洲县司法局
攸县卫生局
炎陵县国土资源局

湘潭市：
湘潭市司法局
湘潭市财政局
湘潭市地方税务局
湘潭市教育局
雨湖区财政局
岳塘区司法局

衡阳市：
衡阳市国土资源局
衡阳市第一中学
衡阳市实验中学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战部
雁峰区地方税务局
耒阳市卫生局
衡南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常宁市教育局
祁东县教育局

邵阳市：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邵阳市物价局
邵阳市第二中学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双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塔区状元中学
武冈市司法局
洞口县高沙镇人民政府
新宁县司法局
邵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岳阳市：
岳阳市地方税务局
岳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岳阳市卫生局
岳阳市烟草专卖局
岳阳市第十四中学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巴陵分公司
岳阳楼区教育局

常德市：
中共常德市委宣传部
常德市地方税务局
常德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电力公司常德电业局
鼎城区司法局
津市市李家铺乡
石门县财政局
澧县地方税务局
鼎城区司法局中河口司法所

张家界市：
张家界市地方税务局
张家界市烟草专卖局
张家界市第一中学
中国人民银行张家界市中心支行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张家界分公司
慈利县零阳镇人民政府

益阳市：
益阳市财政局
益阳市粮食局
益阳市烟草专卖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南县分公司
大通湖区第二中学
赫山区金银山街道西流湾社区
沅江市三眼塘镇

郴州市：
中共郴州市委宣传部
郴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郴州市国家税务局
郴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
郴州市第五完全中学
宜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嘉禾县水利局
桂东县教育局

永州市：
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永州分公司
冷水滩区地方税务局
祁阳县白水镇人民政府
江永县财政局
新田第一中学
道县濂溪街道办事处荷叶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华瑶族自治县贝江乡贝江村

怀化市：
怀化市林业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
鹤城区财政局
洪江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新晃侗族自治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沅陵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通道侗族自治县司法局
会同县国土资源局

娄底市：
娄底市财政局
娄底市国家税务局
娄底市烟草专卖局
冷水江市地方税务局
涟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新化县烟草专卖局
双峰县永丰镇中心学校本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方税务局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学
湖南省电力公司湘西电业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湘西分公司
吉首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省直机关：
省纪委省监察厅
省人民检察院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
省委老干部局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省林业厅
省审计厅
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省统计局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省物价局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省公安消防总队
省烟草专卖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沙海关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高等院校：
长沙理工大学
南华大学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有企业：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长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先进办公室
长沙市：

天心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长沙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株洲市：
株洲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攸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湘潭市：
湘潭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衡阳市：
衡山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衡阳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邵阳市：
大祥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城步苗族自治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岳阳市：
岳阳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临湘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常德市：
桃源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汉寿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澧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张家界市：
桑植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益阳市：
益阳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桃江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郴州市：
汝城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永兴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永州市：
双牌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东安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蓝山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怀化市：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芷江侗族自治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麻阳苗族自治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娄底市：
双峰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凤凰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保靖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先进个人
长沙市：

一等功：
蒋开明 长沙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市司法局法制宣传处处长
三等功：
陈新忠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陈大庆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
张红生 长沙市国家税务局法规处处长
王利娟（女） 长沙市地方税务局法规处副处长
雍 英（女） 长沙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宣教

处副处长
欧阳花（女） 长沙市烟草专卖局法制管理员
向章平 望城区司法局局长
钟海军 宁乡县司法局党组成员
唐 君（女） 芙蓉区司法局副局长
陈 林（女） 天心区司法局副局长
谈 红（女） 岳麓区司法局副局长
侯 莉（女） 雨花区司法局纪检组长
杨 青（女） 浏阳市司法局宣教科科长
闵 斌（女） 长沙县司法局宣教科科长

株洲市：
二等功：
尹自力 中共芦淞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芦淞

公安分局局长
李益民 攸县司法局局长
三等功：
郭程辉 中国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党委宣传部部长
文 缨（女） 株洲市卫生局卫生法制与监督科副

科长
刘光辉 株洲市国土资源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尹军辉 株洲市广播电视局政研法规室副主任
庞建华 中共株洲市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
谭仕荣 株洲市教育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李 婉（女） 株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科

副科长
易勇军 荷塘区司法局普法依法治理股股长
刘 星 天元区泰山路街道办事处社区主任
吴宏亮 株洲县司法局局长
何柳望 中共醴陵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贺丽华（女） 茶陵县司法局副局长
邓名爱（畲族） 炎陵县司法局副局长

湘潭市：
二等功：
文孝男 中共湘潭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周向集 湘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
三等功：
赵德飞 湘潭县司法局副局长
宋善武 雨湖区正处级干部
朱郁葱（女） 岳塘区东坪街道办事处司法所所长
刘麦秋 湘潭市烟草专卖局局长
赵刚强 韶山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郑 辉 湘潭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法律监察工资

科副科长
张 敏 湘潭市审计局法制审理科副科长
王金兰（女） 湘乡市司法局副局长
胡 庆 湘潭市司法局法制宣传科副科长

衡阳市：
二等功：
周千山 中共衡南县委书记
邓光忠 中共珠晖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吉振君 衡阳市工商局局长
三等功：

唐学石 中共雁峰区委书记
刘 伟 衡山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廖瑞云 衡阳县教育局局长
邓 云 耒阳市司法局法制宣传股股长
周晓华 常宁市司法局局长
肖志东 南岳区司法局法宣股股长
王星皓 中共衡阳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
周 晖 中共衡阳市委政法委研究室主任
罗仲平 衡阳市城管执法局主任科员
何东会 衡阳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总经理
肖仲斌 衡阳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科长
曾 媛（女） 衡阳市烟草专卖局法规干事

邵阳市：
一等功：
赵河澄 邵阳市司法局局长
二等功：
陈美光 中共邵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孙美程 新邵县司法局局长
三等功：
刘家豪 邵阳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科长
仇湘中 中共邵阳市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
李宏志 中共邵阳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刘 浪 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务员管

理科科长
扈彬梅（女） 邵阳市财政局税政法规科科长
周 平 中共邵东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刘银秋 隆回县司法局局长
刘 玉 洞口县农业局工会主席
董德荣（苗族） 城步苗族自治县依法治县办公室

专职副主任
李进舟 新宁县司法局副局长
车飞舞（女） 邵阳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
莫海涛（女） 大祥区司法局红旗司法所所长
石小妮（女） 双清区司法局副局长
胡 婷（女） 北塔区司法局宣教股股长

岳阳市：
二等功：
刘美树 岳阳市财政局局长
施卫军 中共岳阳市委宣传部政工科科长
张 韬 岳阳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
三等功：
吴弄璋 平江县司法局局长
夏金华 华容县司法局局长
张水平 湘阴县司法局局长
龙群丽（女） 屈原管理区司法局副局长
李君霞（女） 云溪区司法局宣教股股长
蔡国兴 君山区教育局局长
湛海求 汨罗市司法局局长
李新科 中共岳阳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委副书记
钟晓岚（女） 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政工科副

科长
高 峰 岳阳市人民政府人事科科长
刘 端 岳阳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
张 新 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常德市：
一等功：
胡云武 常德市司法局局长
二等功：
何英平（女） 中共津市市委书记
冯泽强 常德市国家税务局副局长
刘承建 澧县司法局局长
三等功：
王 鳌 常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易泽龙 常德市劳动教养管理所科长
李宗翰 中共武陵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彭 勇 鼎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赵家发 桃源县司法局局长
谈先国 汉寿县司法局局长
周海云 安乡县教育局局长
黄 玲（女） 临澧县司法局科员
刘 辉（女，土家族） 石门县司法局楚江司法所司

法助理员
刘惠芳（女）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主任科员
李 俊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司法办司法员
何谷秋 西湖管理区司法局局长
高志华 西洞庭管理区民政局副局长

张家界市：
一等功：
李亚刚 张家界市地方税务局局长
二等功：
邓少文 张家界市烟草专卖局局长
陈红日 中共武陵源区委书记
三等功：
符佰高（白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张家界分公司营销部经理
李红灯（土家族） 桑植县广播电视台台长
万 玲（女） 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法规科副

主任科员
陈翠微 （女，土家族）永定区司法局副局长
胡少清（女，白族） 永定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

公室专职副主任
向世林（土家族） 慈利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

室专职副主任
杨 芳（女，土家族） 张家界市交通运输局法制科

科长
益阳市：

二等功：
刘 新 益阳市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三等功：
戴国扬 益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

局局长
李焕新 赫山区司法局沧水铺司法所所长
刘瑞安 赫山区卫生局法制监督股股长
谢岸军（女） 资阳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专

职副主任
胡新宇 南县司法局副局长
李春辉 南县房地产管理局法制股股长
蔡光辉 中共沅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丁运才 沅江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
汤平浩 桃江县桃花江镇政法书记
魏浩洋 安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普法专干
徐 钢 大通湖区广播电视台台长
曹世帆 益阳高新技术开发区政法工作办公室干部

郴州市：
二等功：
李向阳 中共桂阳县委书记
何雪君（女） 中共郴州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常

务副书记
袁少雄 郴州市司法局局长
三等功：
李雪莲（女） 郴州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世成 中共郴州市委组织部副科级组织员
袁志元 汝城县物价局局长
徐方仪（女） 中共苏仙区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主任
罗雄飞 苏仙区司法局宣教股股长
邝利华（女） 临武县司法局宣教股股长
肖武岗 临武县教育局局长
欧荣瑶 宜章县司法局副局长
李德笑 中共嘉禾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李泽林 中共永兴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县综治办

主任
郭庆锋 安仁县地方税务局局长
何德明 桂东县司法局局长

永州市：
二等功：
周明礼 中共永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蔡富强 中共永州市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
三等功：
袁 芳（女） 中共永州市委办公室政工室副主任
艾德华 永州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综合

科科长
肖白果（女） 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监察室主任
徐华慧（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州市委员

会办公室纪检员
欧阳军 永州市教育局法制科科长

吕国善 永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科
科长

韩俊民 永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总工程师
王双云 湖南省建华精密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
唐勋忠 冷水滩区环卫局局长
于德满 东安县教育局党委书记
赵绍华 道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刘名山（瑶族） 江永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宋玉华 江华瑶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
陈红兵 新田县龙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陈社生 中国人民银行蓝山支行行长

怀化市：
二等功：
黄跃龙 怀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务员管

理科科长
张莉蓉（女，侗族） 鹤城区司法局副局长
向开南 洪江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
黄泽春（苗族） 中共沅陵县委书记
三等功：
刘美祖 中共怀化市委宣传部副处级研究员
杨 莉（女） 怀化市教育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杨廉喜（侗族） 中共会同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李宗志 中共沅陵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县综治办

主任
满维成（苗族） 中共芷江侗族自治县委组织部副

部长、县人事局局长
谢贤妹（女，瑶族） 辰溪县司法局局长
刘国云 通道侗族自治县财政局局长
武清勋 溆浦县司法局局长
张开全（苗族） 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院长
廉小辉（土家族）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渠阳镇渠

阳管委会党委书记
张 鹰（侗族） 新晃侗族自治县依法治县领导小

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张 娜（女） 中方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
易小刚 洪江市司法局法制宣传教育股股长
张春林 沅陵县司法局官庄镇司法所所长

娄底市：
一等功：
刘富华 娄底市司法局局长
二等功：
刘初莲（女） 中共娄底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

联党组书记
陈可象 娄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策法规

科科长
三等功：
林 荫 娄底市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梁 毅 中共涟源市石马山镇党委书记
朱希芳 中共双峰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聂永红（女） 娄星区司法局局长
毛小平 娄星区乐坪街道办事处蜜蜂社区党总支

书记
伍翼鹏 新化县桑梓镇党委书记
陆华春 冷水江市司法局局长
赵志军 娄底经济开发区政法工作部普法专干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二等功：
吴志云（女，苗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司法

局律师管理科科长
符登松（苗族） 泸溪县司法局局长
三等功：
张世平（苗族） 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政

法委副书记
石耀华（苗族） 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组

织部副部长
秦 平（土家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局局长
王庭甫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电视台新闻中心

记者
胡光勇 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系

统工会主席兼宣传科科长
徐 慎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税政法规

科副科长
林宗武 乾州街道办事处竹园社区综治专干
向光金（土家族） 中共古丈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吴贵平（苗族） 凤凰县落潮井乡司法所司法助理员
全朝富（土家族） 中共保靖县委正处级干部
陈尤兵（土家族） 龙山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省直机关：
一等功：
彭 迪（女） 省妇女联合会权益部副部长
二等功：
骆 辉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社科规划办主任
伍迪庆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基层办、组织指导

处主任科员
三等功：
龙曙光（侗族）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保密法规宣

传处处长
邓 海 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办公室主任
熊小华（女） 中共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机关

党委调研员
谈敬纯（女） 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
尹平生 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处长
曾伟城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机关党委副处级纪

检员、普法专干
贾 涛 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主任科员、普法

专干
文海鹃（女） 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
王 歆（女，土家族）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

会办公室综合调研处主任科员
夏葛桉 省公安厅法制处科长、普法专干
李 铖 省司法厅主任科员、普法专干
屈天安（女） 省司法厅法制宣传处副调研员
李 娟（女） 省财政厅主任科员、普法专干
陈荣鑫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法规处副处长
陈战军 省环境保护厅法制宣传处处长
曾激波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调研员
袁继伟 省核工业地质局宣传处副处长、普法专干
周广宇（女） 省知识产权局主任科员、普法专干
李羽中 省国家税务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杨丽华（女，回族） 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副处

级干部
吴 琪 省地方海事局法规处副处长
段苏华 省畜牧水产局质量安全处副处长、普法专干
胡晓峰（女）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普法专干
周杰韩 湖南调查总队法规处调研员
孙彩宏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普法专干
金 毅 湖南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普法专干

高等院校：
二等功：
王彬辉（女）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三等功：
张若飞 中南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陈晓文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江华丽（女） 湘南学院宣传统战部科长
潘清远 湖南科技学院宣传统战部副科长
彭子美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李淼阶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保卫处副处长
王 宇（女）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普法干事
赖早兴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国有企业：
二等功：
周友文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南方工程局

董事长
王丰力 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
三等功：
王环斌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主管
何国新 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审

计部副部长
刘志刚 湖南省国立投资有限公司资产法律部经理
刘亚明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部长
孙志能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

务部部长

肖世利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
顾问

唐志国 湖南省国资委政策法规处主任科员

六、“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先进工作者
长沙市：

二等功：
王 军 长沙市司法局法制宣传处副处长
唐亮清（女） 开福区司法局局长
杨能武 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
株洲市：

一等功：
刘文清 株洲市司法局副局长
二等功：
曾柏仔 株洲市司法局法制宣传科科长
三等功：
刘冬发 中共株洲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宣传部

部长
湘潭市：

一等功：
吴建军 湘潭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
三等功：
潘 旭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高级

管理师
衡阳市：

一等功：
万春生 衡阳市司法局局长
三等功：
邓小银（女） 石鼓区司法局副局长

邵阳市：
二等功：
王勇奇 邵阳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
三等功：
朱芴青（女） 武冈市司法局副局长

岳阳市：
三等功：
江小平 岳阳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毛晋锋 岳阳南湖风景区社会事业管理局局长

常德市：
三等功：
吴敏娟（女） 常德日报传媒集团人力资源部副主任
张 章 鼎城区司法局宣教股股长

张家界市：
三等功：
李凤侣（女，土家族） 武陵源区依法治区领导小

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王 芳（女） 张家界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科员
益阳市：

一等功：
韩志明 益阳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
二等功：
吴三军 安化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
郴州市：

三等功：
周学良 郴州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
何春梅（女） 北湖区司法局宣教股股长

永州市：
一等功：
吴永友 双牌县司法局局长
二等功：
罗 蓉（女） 永州市司法局法制宣传科副科长

怀化市：
一等功：
罗高其 怀化市司法局党组书记
三等功：
孙丽萍（女） 溆浦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专

职副主任
娄底市：

三等功：
戴晚霞（女） 涟源市司法局副局长
刘岚平 中共新化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二等功：
谢朝旭 花垣县司法局局长
三等功：
田 雯（土家族） 龙山县司法局副局长

省直机关：
一等功：
王淑明 省烟草专卖局法规处调研员
孔建辉 省地方税务局法规处调研员
二等功：
曹 希 省水利厅法规处处长
三等功：
刘军阳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普法专干

高等院校：
一等功：
李连英（女） 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科长

国有企业：
一等功：
毛育新 湖南省国资委政策法规处处长

七、“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先进普法讲师
长沙市：

三等功：
王超海 长沙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系副主任

株洲市：
三等功：
丁建平 中共株洲市委讲师团教授

湘潭市：
三等功：
徐德刚 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衡阳市：
三等功：
张鑫洋 中共衡阳市委宣传部副主任科员

邵阳市：
三等功：
义 瑛 邵阳学院法律专业教师

岳阳市：
三等功：
徐祖林 湖南理工学院副教授

常德市：
三等功：
丁伟志 湖南南天门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家界市：
三等功：
邢国锋 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

益阳市：
三等功：
刘益希 中共益阳市委讲师团副主任

郴州市：
三等功：
邓启红 湖南福城律师事务所主任

永州市：
三等功：
刘少兵 中共永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怀化市：
三等功：
张喻忻（女） 怀化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娄底市：
三等功：
李思义 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主任

湘西自治州：
三等功：
潘春光（土家族） 古丈县司法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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