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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4
日是第十三个全国法
制宣传日， 也是现行

宪法颁布实施 31 周年。 党的十八
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对大力学习宣传
宪法、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
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为做好
今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
宣传活动，省委宣传部、省委法治
办、 省司法厅联合编辑了这期专
刊，展示湖南省“六五”普法中期工
作取得的部分成果。

最近，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组织
对我省 “六五” 普法中期工作进行了督导检
查，充分肯定了湖南取得的成绩和经验。2011
年以来，在湖南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和司法
部、全国普法办的具体指导下，全省认真贯彻
实施“六五”普法规划、《法治湖南建设纲要》
和《湖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为全省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良
好的法治环境。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

2011 年 7 月 29 日， 省第十一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高票通过 《湖南省法制
宣传教育条例》，并于同年 9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 9 月 15 日，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下发了
《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公民中深
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
（2011—2015 年 ）》（湘发 【2011】12 号 ），各市
州、县市区及各部门也相继出台了“六五”普

法规划。 9 月 16 日，湖南省委、省政府召开全
省基层依法治理暨第七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会议，全面部署基层依法治理和“六五”普法
工作。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司法部领导到
会讲话。

普法宣传重点突出 措施有力

“法律进机关”活动富有成效。 建立和完
善了党委中心组学法、法制讲座、领导干部任
前法律资格考试、年度学法考试、领导干部年
终述廉述法等制度。

“法律进学校”活动有声有色。 各地积极
构建和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
青少年法制教育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学校课
堂主渠道作用，每年开展全省青少年法制宣
传教育周活动，大力推进法制副校长队伍建
设。

“法律进农村”活动形式多样。 每年结合
全省“五下乡”活动，组织法律服务队深入农
村开展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赠送法律书籍、
慰问金和生活物资。 每年 5月，协调省直有关
部门开展全省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月活动，突

出加强对乡镇干部和“村支两委”人员的法律
知识培训。

“法律进社区”活动大张旗鼓。每年以“12·
4”全国法制宣传日暨全省社区法制宣传日为
载体，积极推动法律进社区“四个一”（一个法
制宣传专栏、一所社区法律学校、一个法律图
书阅览室、一支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

“法律进企业”活动丰富多彩。 通过开展
法制培训、法律咨询、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等手
段，对企业进行法律“体检”，促进企业依法经
营。

普治并举 以治为重

2011 年 7 月，湖南省委九届十三次全会
审议通过了《法治湖南建设纲要》，标志着我
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迈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

2012 年 2 月，省委办公厅发文成立了省
委法治湖南建设领导小组， 与省依法治省领
导小组合署办公，办公室继续设在省司法厅。
6 月，成立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依法经营、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
等六个专项工作协调指导办公室。

2012 年 6 月，通过省委办公厅下发了省
委法治湖南建设领导小组的工作职责； 明确
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
专项工作协调指导办公室的工作职责， 建立
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

2012 年 2 月 29 日， 主要领导同志参加
了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就法治湖南建
设组织领导和推动机制建设、 年度工作安排
进行专题研究。同年 6 月，召开法治湖南建设

推进会，总结、交流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纲
要》的工作经验，部署下阶段工作任务。 9 月，
举办全省首届基层法治论坛和法治工作业务
骨干培训班，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孙建
国亲临指导、充分肯定。

2012 年 6 月， 发文部署法治先进城市、
法治先进县（市、区 ）、依法办事示范窗口单
位、 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创建工作， 目前全省
14 个市州和 128 个县（市、区）已全面开展创
建工作。

着力创新 寻求突破

每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年度 “全省最具
影响力法治人物暨法治事件”的评选活动，产
生较大社会反响。

与湖南日报社创办的《法治湖南》专刊年
均组稿专版 10 余期，全面展示了各地各部门
开展普法宣传和法治建设的各项成果。《法制
手机报》开创了手机普法新途径，“法治湖南”
电子媒体机也在更多的楼宇大厅及电梯口实
现了落地宣传。 与湖南红网携手打造了全新
的法治湖南网。

2011 年省政府出台文件，支持城市户外
法制宣传设施、法治文化基地建设。一些市州
县区在街道社区积极建设法治广场、 法制宣
传长廊、大型法制宣传标牌等固定设施。

每年定期组织全省普法骨干进行集中培
训，加强对普法志愿者、法制文艺工作者和村
（居）“法律明白人”的扶植和培养。

下发进一步加强法治湖南建设督查团建
设的通知， 定期就全省法治建设工作中的重
大问题开展调研、督查活动。

2011 年以来，长沙市委、市政府
紧密结合改革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新
形势，深化重点对象学法用法和重点
法规学习宣传，广泛开展“法律六进”
活动，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强化领导干部表率作用。 近几年
来，全市各级领导干部以 “撰写法律
论文”、“学习课堂”、“专题法制讲座”
等形式，邀请全国、全省知名专家学
者， 举办高层专题法制讲座 10 余场
次。 今年该市还组织沿湘江区（县）委
中心组专题学习了《湖南省湘江保护
条例》。

加强公职人员学法考法。 市依法
治市办每年部署开展“百个机关百场
法制讲座”活动，组织普法讲师团深

入市直机关单位开展法制讲座 。 各
区、县（市）司法局通过“集中轮训 ”、
“假日课堂”、“订单式普法” 等形式，
开展岗位学法活动和业务知识培训，
规范公职人员的执法行为。

培养青年学生法律意识 。 近年
来 ， 该市认真落实青少年法制教育
“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的要
求。 2011 年至 2013 年，组织实施了以
“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 ”、“与法同行
健康成长”为主题的青少年法制宣传
教育活动、法制报告会进校园和青少
年法制宣传“三万工程”（万本法制读
本、万张法制挂图，万场法制电影）进
校园活动。

创新农民群众学法载体。 “六五”
普法以来，全面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

育 “四个一 ”建设 ，即每个乡镇 （街
道）、村设立一所法制学（夜）校，一个
法制宣传栏 ， 一家法律书屋 （阅览
室），建立一支普法志愿者队伍，并纳

入当地社会管理综治考核，纳入全市
普治工作目标管理考核。

（长沙市委法治长沙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

近日， 省委法治湖南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委法治办）、省法
制新闻协会联合下发通知， 决定在全
省组织开展 2013 年度“湖南省最具影
响力法治人物暨法治事件”评选活动。

通知规定，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凡本省公民中或

本省范围内出现的引起社会公众广
泛关注， 对社会生活产生较大影响，
并对推进我省民主与法治建设、弘扬
法治精神、繁荣法治文化产生积极作
用的法治人物和事件均可参评。 活动
候选人物及事件主要以各市州、省直
和中央在湘各部门 、高校 、新闻媒体

为单位组织推荐，同时其他社会组织
及公民个人也可向评审机构推荐（自
荐）申报。

2014 年 3 月，由评审委员会全体
评委对入围的候选人物和候选事件
进行正式评选，并以入围候选人物和
事件的公众投票票数为参考依据，最

终确定 2013 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
法治人物和法治事件”评选结果。 结
果将通过下发文件和组织湖南日报
《法治湖南》专刊、红网、法治湖南网、
法治湖南媒体机及其他省级新闻媒
体发布并深度报道。 （湖南省委法治
湖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法治湖南建设纲要》 颁布实施
后，湘潭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坚
持和谐发展，建设法治湘潭”的目标，
与富裕湘潭、宜居湘潭、文化湘潭互为
依存、共同发展，组成“幸福湘潭”的四
张名片。2012 年，法治湘潭建设领导小
组确定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
法等重点工作，迄今已取得卓越成就。

以科学民主决策为核心， 不断提
升依法执政能力

湘潭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认

真落实“一规划两规定六办法”，切实
推进行政程序建设， 完善行政决策机
制。一是完善决策制度。二是强化领导
干部学法用法制度。 三是进一步规范
了党内规范性文件的报备工作。

以规范行政执法为抓手， 不断加
大依法行政力度

一是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
2011 年完成了全市 46 个行政执法单
位执法依据清理工作，2012 年开展了
45 个行政执法单位的行政强制实施、

执行主体的清理工作。 二是进一步推
进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重心下移。 三是
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四是贯彻实
施《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开通并公
布了 12345 社会服务平台和市长热
线。 五是扎实开展行政复议和应诉工
作。

以司法制度改革创新为保障，不
断提高公正司法水平

一是狠抓思想教育。 认真开展政
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 深化创先争

优活动，强化廉政教育，引导干警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执法观。二是
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改革。深入推进“三
调联动”， 加强了人民调解和司法调
解、行政调解的对接工作。三是进一步
完善司法公开。 全市法院推进庭审直
播， 已有多起案件进行了电视直播和
网络直播， 明确规定除特殊情况外都
当庭宣判，当庭宣判率达到 60%以上。
四是不断创新社会管理 。 全面推进
“613”工程，扎实开展群众工作，人民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近
年来湘潭市在全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民意调查中排名不断跃升， 已进入省
民调市州排名第二。（湘潭市委法治湘
潭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日前，一场精彩纷呈的“廉政文化
进校园” 演讲比赛在湖南生物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报告厅举行。 来自于不同
专业的 6 名参赛选手以“知荣辱、树新
风、倡廉洁”为主旋律，用饱满的激情、
生动的语言诠释了各自对廉政文化建

设的理解。 他们精彩的演讲不时赢得
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和阵阵喝彩。

廉政文化演讲比赛是学校众多校
园法治文化活动中的一个。 学校每年
都会根据各系学生特点， 开展一系列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校园法制文化

活动。如邀请派出所民警来院进行《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讲座，开展“敬
廉崇洁、诚信守法”主题活动，举办宪
法法律知识竞赛、“模拟法庭” 等文化
活动。

“依规立校、依法治校”的办学理

念已经深入到湖南生物机电职院的每
一名师生当中。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法
治校园文化熏陶， 学校的各项工作走
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依法治校
的必然结果是各项工作进一步科学发
展，各项荣誉接踵而至。 2011 年以来，
该校先后获得了 “全国绿化模范单
位”、“全国教科研先进单位”、“全国青
少年农业科普示范基地”、“湖南省文
明单位”、“湖南省平安高校”、“湖南省
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 等多项荣誉
称号。 （吴政清 周宏久）

突出重点 锐意创新

我省全面推进“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湖南省委法治湖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长沙市深化重点对象学法用法
“法律六进”活动富有成效 天心区致力打造新亮点

实现法治建设长效常态

2013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
暨法治事件”评选活动启动

湘潭市积极探索法治建设新模式

法治文化推动“依法治校”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加强法治校园文化建设

编者按：

树品牌 注重法治文化引领

近年来，长沙市天心区深入实施“六五”普法规划，组织开展
了“共建法治天心，共享和谐天心”流动人口法制宣传、“关爱明
天、普法先行”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农村法制宣传教育“五个一”
等特色活动；推行法制宣传教育“一街一品牌、一校一个特色”，重
点培育了睦邻法治文化节、城南法律大讲堂、法治纳凉晚会、法律
义工在行动、青少年模拟法庭、少年特警学校等区域普法品牌。

有效组织各成员单位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治文化
建设活动，大力促进法治文化与机关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
乡村文化的有机融合。 三年来， 全区共发放各类资料 24.6 万余
份，开展各类普法活动 165 场次，服务居民群众 10 余万人次。 在
赤岭路街道广厦新村社区打造社区法治公园，并以点带面，在全
区形成了尊崇法治、厉行法治的社会氛围。

强举措 着力维护和谐稳定

长沙市天心区坚持用法治化解矛盾纠纷，打造社会矛盾纠纷
化解网络等“六大防控网络”，创新开展矛盾纠纷化解“12344”活
动，建设区、街、社区（村）、家庭“四级联动”和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三调对接”机制，实现基层矛盾纠纷调解率及调解
成功率“两个百分百”。

三年来，共调处矛盾纠纷 5890 起，调处率达到 100%。以标准
化、常态化、规范化为目标，以网格化、信息化、社会化为重点，以
“天网”、“夜鹰”、“红袖章”工程为载体，仅去年一年，共破获刑事
案件 1862 起，抓获刑事犯罪作案人 1017 人，摧毁犯罪团伙 63 个
成员 288 人，有力地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切实提高群众的安全
感和满意度。

创特色 深化社会管理创新

长沙市天心区坚持以法治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并着眼
于社会管理热点、难点问题，寓法治建设于社区特色亮点打造之
中。 注重亲情服务，充分利用市民学校、就业服务站、出租房管理
站等平台，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了惠民政策服务向流动人
口的全覆盖。

坚持爱心、诚心、耐心“三心”理念，落实管控到人、帮扶到底、
安置到位的“三到”措施，全力推进特殊人群的管理服务，形成了
以新开铺新天社区居家养老、 金盆岭狮子山新芽社区矫正工作
室、天剑社区刑释解教和戒毒康复中心等为代表的特色亮点。

同时， 城南路街道白沙井社区智慧防控中心 、 人民调解
“110”、爱心家园特殊人群安置基地、法伴我行法律义工工作站、
社区民主自治园、以及龙珠英、邹美红、周北辰等一批个人专业调
解室等工作品牌，充分展现了该区基层法治创建的成果。

（天心区司法局）

“阳光的梦想”法治湖南暨“六五”普法文艺晚会现场 （省委法治办供图）

全
国
“六
五
”普
法
中
期
督
导
组
考
察

长
沙
电
视
台
政
法
频
道
。

（长
沙
市
委
法
治
办
供
图
）

“法治天心”启动仪式 （天心区委法治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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