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
方略，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要更加
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
要作用。

———摘自十八大报告

那么如何理解“法治” 是治国理政的基
本方式？ 怎样“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
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盛夏时节，
笔者走进辰溪大地， “法治辰溪” 建设蓬勃
态势给予了正确有力的答案。

在县城纪念大会堂， “法治辰溪” 推进
大会正隆重召开， 省司法厅副厅长傅莉娟等
省市司法部门领导专程莅临会场指导， 县委
书记杨一中全面部署“法治辰溪” 建设，
500多位县乡领导干部深刻领悟了“法治”
内涵。

在谭家场乡政府机关， “法律面对面”
法律讲堂正式开课， 就 《婚姻法》、 《继承
法》 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结
合自身办案经历， 县法治宣传讲师团成员、
县司法局副局长舒健面对面与80多位乡村干
部交流学法用法体会。

在火马冲镇兴隆村， “法治文化” 专场
晚会正火热开演， 在原村妇女主任刘必寸带
领下， 30多位姐妹们青春洋溢， “平安兴
隆”、 “劝君莫赌博” 等10多个节目精彩纷
呈， 300多位村邻接受了生动法治教育。

沅水欢歌， 53万城乡干群正携手阔步
迈向“法治”。

县委书记杨一中告诉笔者， 自2011年以
来， 围绕“法治湖南” 建设和县委“一化四
建” 发展战略部署， 以争创全省、 全国“法
治创建先进县” 为目标， 以“法治完备、 用
权规范、 监督有力、 服务高效” 为核心， 县
委、 县政府大力推进“法治辰溪” 建设， 为
县域经济跨越新发展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

科学决策：
确立法治建设战略

作为一个山区农业大县和省级贫困县，
正处于后发赶超阶段的辰溪发展任务十分繁
重， 加强法治建设迫在眉睫。

为此， 立足境内资源丰富和区位优越等
优势， 结合省委“四化两型”、 “法治湖南”

战略部署， 在广泛调研座谈基础上， 2011年
下半年， 新一届县委审时度势， 果断确立了
“一化四建” 发展战略， 即大力推进新型工
业化建设， 建设文明、 绿色、 平安、 法治辰
溪， 法治建设由此成为了富民强县发展战略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 县委书记杨一
中予以了生动诠释， “一化四建” 发展战略
是一个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整体， 即经济
为中心， 文明促进步， 绿色可持续， 平安很
重要， 法治来保障。

为切实推动法治辰溪建设， 县委常委会
先后3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成立了由
县委书记任组长， 县长任第一副组长， 5名
县级领导任副组长的法治辰溪建设领导小
组， 下设办公室于县司法局， 由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兼任办公室主任。 制定出台了
《法治辰溪建设实施方案》 等系列文件， 明
确法治辰溪建设实施目标管理考核， 并纳入
全县综合绩效考核范围， 力争通过5年创建，
努力实现全国法治建设先进县等创建目标。

县主要领导率先垂范推进“法治辰溪”
建设， 去年来， 县委书记杨一中先后专程深

入公安、 司法等部门调研
法治建设， 及时为法治建
设排忧解难。 县委副书记、
代县长周详则分别深入火
马冲、 潭湾等乡镇调研，
实地检查各乡村党务、 政
务公开工作， 竭力推动法治建设深入开展。

依法行政：
诠释法治建设内涵

“推进法治辰溪建设， 关键在于严格落实
依法行政， 切入点就是全力规范公共权力运
行。” 县委副书记、 代县长周详郑重强调。

该县着重规范领导决策机制， 先后制定
出台了 《中共辰溪县委工作规则》、 《县人
民政府工作规则》、 《县人民政府重大决策
程序规定》 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重点对县
委、 县政府工作职责、 议事和决策程序、 日
常工作制度等依法实施规范， 逐步实现了县
委、 县政府工作和决策的制度化、 程序化、
科学化、 法制化。

着力规范部门办事流程和执法行为。 一
是依照“简捷、 便民” 原则， 围绕全县全民
创业工作， 今年7月， 该县切实规范商务、
发改、 工商等10多个职能部门办事流程， 制
定了 《辰溪县全民创业项目行政审批及工程
建设基本程序流程图》， 明确创业者申办项
目可由县创业办等3个部门全程代办， 基本
项目审批务必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等。 二是
切实规范交通事故善后处置和医患纠纷调
处。 率先出台了 《辰溪县医患纠纷预防与处
置暂行办法》 等文件， 重点对两类纠纷的预
防、 组织领导机构、 责任单位及职责、 处置

程序等环节逐一细化规范， 两类纠纷的调结
率由此显著提升。 三是切实规范各级各部门
执法行为， 除分批建立执法人员个人执法档
案外， 还不断完善执法质量考评机制， 聘请
了500多名社会监督员， 重点对政法机关及
各执收执罚部门予以动态监督评议。

大力推行党务、 政务、 警务、 审批等事
务公开。 一方面， 明确除国家规定的保密事
项外， 其他涉及干部人事、 计生、 修路等事
项， 各级各部门务必依程序对单位干部职工
或向社会公开， 并广泛征询城乡干群意见，
确保百姓享有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 另
一方面， 在辰溪县政府门户网等开设政务公
开栏， 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向社会公开政策
依据、 办事流程、 服务承诺等信息， 接受群
众网上问政和监督投诉， 成功架起了干群
“连心桥”。

全民普法：
筑牢法治建设基础

“推进法治辰溪建设， 大力开展全民普
法是基础， 目的就是深化学法用法， 努力实
现人人学法用法、 户户懂法守法。” 县委常
委、 政法委书记谢开翰一语破的。

开展全民普法， 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
用法是关键。 县委中心组学习带头学法， 每
期学习均安排专人上法制辅导课， 先后邀请
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 博士研究生导
师薛刚凌等专家赴辰开展专题讲座， 有力地
带动了全民普法工作深入开展。 同时， 切实
完善领导干部普法考试机制， 除将普法工作
列入干部培训计划外， 还明确部门、 乡镇主
要领导拟任前务必先过法律知识考试关， 一
般领导干部职工则统一参加年度普法考试，
考试成绩与年终考核、 晋级等挂钩， 广大党
员干部学法用法由此蔚然成风。

全力扩大法治宣传教育覆盖面。 以城乡中
小学校为普法主阵地， 为每所学校配备了一名
法制副校长， 一名法制辅导员， 青少年法制教
育由此实行了“课程制”。 以“3·8” 妇女维权
周、 “法律六进” 等活动为载体， 由县司法部
门牵头， 除在县电视台开设“政法时空” 专栏
外， 还组织1000多名县乡干部送法下乡， 确
保了法律常识进村入户、 家喻户晓。

与此同时， 该县还深入开展了依法治理
街道、 民主法治示范 （村） 社区等创建， 大
力推进依法治村等工作。

自“法治辰溪” 建设启动实施以来， 该
县发放各类普法资料30多万份， 40多万人次
接受了普法教育， 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显著提升， 12个村 （社区） 先后荣获省、 市
“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 称号， 6个基层
执法单位被授予全省“依法办事示范窗口单
位” 荣誉称号。 近年来， 该县连续3年被评
为全省平安县， 全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
县， 全省“五五” 普法先进县。 伴随着法治
环境显著改善， 辰溪县域经济呈现了喜人新
气象。 自去年来， 全县共新引进项目46个、
合同资金33.24亿元， 实际到位资金31.41亿
元等。 今年1—6月， 该县规模工业增速达
10%；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9.5亿元， 增速达
27.8%； 完成农业增加值4.18亿元， 增速达
3.5%等。

罗泽鹏 杨晓 张德欢 谭子勤 米宝

———辰溪县大力推进 “法治辰溪” 建设巡礼

迈开“法治” 新步伐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力开展职务犯罪预防警示教育讲座。

日前， 享有“神州瑶都” 美誉的江华瑶
族自治县又传来喜讯， “瑶都” 荣获“全国
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成
绩还远不止这些， 江华连续7年将湖南省
“平安县” 称号收获囊中； 7次被评为全省社
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县； 作为“全国文明县
城” 的少数民族县,�这样一份“平安成绩单”
似乎已成为江华对“又富又安” 科学发展的
最好诠释。

近年来， 江华瑶族自治县委、 县政府紧
紧围绕“四大战略、 五个打造、 六个全国第
一， 建设全国民族经济强县” 的发展战略，
以服务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 以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主线。 据悉， 全县八类
主要刑事案件连续下降， 仅去年， 全县各级
调解组织共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093件，
调处成功2049件， 调处成功率为97.9%； 真
正做到隐患在一线排查， 问题在一线解决，
平安在一线创建。

对于这份靓丽的“平安成绩单”， 江华
瑶族自治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何勇认为，

“这主要得益于我们深化平安江华建设、 推
进法治江华建设、 加强过硬队伍建设， 为江
华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
环境、 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
务环境， 也是我们践行法治湖南建设的最好
注脚。”

检察院：
甘做“平安瑶都” 忠实守护者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是一个地处
湘南边陲， 属于国家级贫困帮扶县和典型的
“老、 少、 边、 山、 穷” 地区的基层检察院。

为亲身感受该院的“强化法律监督， 维
护公平正义” 的检察工作主题， 笔者深入基
层， 与检察院工作人员一道体验履行法律监
督职能， 加强检察队伍建设， 深入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给广大瑶族百姓带来的福音。

公开资料显示， 自2007年以来该院连续
三届被省院授予“全省先进基层检察院”，
2008年—2012年连续五年在永州市基层院考
核中获评先进基层检察院， 工作处于前列，

其中三年位列全市第一， 执法状况考核连续
三年被评为优秀， 民意调查连续两年排全市
前列； 举报中心被省院命名为“省级文明接
待室”。

“我们的工作之所以能结出这些硕果，
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及时了解、 掌握人民群众
在解决诉求、 治安等多方面的新要求， 密切
检民关系， 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基本要
求， 大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切实改进检察机关作风。” 江华瑶族自治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华清向笔者表示。

笔者从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提供
的一份公开资料获悉， 两年来， 该院共查办
贪污贿赂、 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多起，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涉案人员

均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有罪判决率100%。
访谈中， 笔者从该院一位负责刑事犯罪

案件的法官处了解到， 该院在参与社会管理
综合治理工作中， 精心部署攻势， 重拳打击
刑事犯罪。 及时发动以集中打击黑恶势力、

“两抢一盗” 为主的“夏季攻势”， 以打击
“黄赌毒盗抢” 为主的“冬季会战”， 配合公
安机关开展“清网行动”， 快速批捕起诉，
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 有效
地维护了全县社会治安秩序和经济发展环
境。

据公开数据统计， 该院2011至2012年共
依法受理群众各类来信来访335件 （次）， 件
件有回音， 事事得处理， 实现了入检信访
100%化解在基层， 解决在当地， 消除在萌芽

阶段。

司法局：
编织百姓心中“平安网”

江华， 地处五岭北麓， 湘、 粤、 桂三
省 （区） 结合部。 该县共有11个乡镇场56个
行政村112个村民小组与广东 、 广西6县
（区） 接壤， 省 （区） 际边界线300余公里，
边界多民族交错居住， 社情民意相对复杂。

近年来， 随着经济体制、 管理格局和利
益分配的调整， 不可避免地出现矛盾纠纷。

江华瑶族自治县司法局在县委、 县政府
的领导下， 以健全调解机构为重点； 以加强
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人民调解员业务素质为
突破口； 以构筑“大调解” 格局为目标， 坚
持“调防结合、 以防为主” 的工作方针， 深
入扎实地开展了人民调解和社会矛盾纠纷排
查调处工作， 及时有效地化解了各类社会矛
盾纠纷， 在江华百姓心中编织起了一张“平
安网”。

数据显示， 近三年来， 江华司法局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 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普法
教育宣传工作191次， 省际联动化解边界矛
盾纠纷180起， 其中婚姻纠纷48起， 林业纠
纷34起， 其他纠纷98起， 调解率、 调解成功
率均为100%， 有效维护了省际边界地区的
社会稳定。

江华司法局局长朱治武向笔
者坦言， “为加强交流沟通， 实
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 有效预
防和化解省际边界矛盾纠纷， 促
进省际接边地区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从整合资源着手， 创建联调
工作机制。”

据了解， 江华司法局十分注
重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 对推动
文明乡风建设和维稳工作的开展
形成有力支撑。 特别是针对边界
群众法制知识参差不齐的特点，
江华司法局积极开展普法宣传，
促进文明乡风建设开展多层次、

多形式法制宣传活动， 将边界群众法制宣传
与当地民俗民风相结合， 有效地创新普法宣
传模式。

在笔者的走访中， 群众对江华司法局的
接边地区群众工作赞不绝口。 江华司法局在
日常工作中， 注意突出重点， 筑牢边界联调
体系， 建立健全了接边地区县、 乡、 村、 组
四级联调人民调解组织， 形成了“横向到
边、 纵向到底、 上下联动、 左右协调、 依靠
基层、 多方参与” 的大调解网络体系。

据朱治武局长向笔者介绍， 江华司法局
近年来重点突出日常排查， 突出疑难纠纷调
处， 充分利用“三调联动” 机制化解难题，
筑牢边界联防联调体系。 对跨省的矛盾纠纷，
首先是做好己方群众的思想工作， 防止事态
的扩展， 不单方面作出调解决定， 而是由司
法行政部门牵头， 充分利用人民调解、 行政
调解、 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 机制， 协调
两地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处理， 有效破解
了接边地区矛盾纠纷情况难了解， 责任难分
清， 协议难达成， 处理难落实的难题。

创建和谐边界， 奏响幸福乐章。 在这几
天的采访中， 笔者深刻地体会到江华瑶族自
治县司法行政人正用“忠诚、 为民、 公正、
廉洁” 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作为工作的价
值体现， 守护公平正义和民族团结， 用饱满
的工作热情编织起保“神州瑶都” 平安的一
张大网。

““““““““““““““““““““““““““““““““““““““““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谱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篇
———江华瑶族自治县依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下）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胡华清检察长 （左三） 带领干警深入贝江乡慰问涔
天河水库移民群众。

今年7月22日召开的法治辰溪建设推进大会现场。

为推进辰溪法治建设积极献计献策。

罗新求 罗泽鹏 宁玲 文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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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由江华瑶族自治县委政法委提供）

（本文图片由辰溪县委政法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