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1 省纪委出台最严 “限宴令”
狠刹喜庆事宜操办歪风

2013 年 9 月，省纪委、省监察厅制定《关于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
定》，这项“宴请新规”对防治喜庆事宜操办过程
中的借机敛财、 铺张浪费等腐败问题和不正之
风， 具有标本兼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风清气
正、返璞归真、崇尚简约的良好氛围和局面正在
逐步形成。

1022 湖南法院启动人民陪审员
“倍增”计划

2013 年， 湖南高院启动全省人民陪审员
“倍增”计划，全省法院新增陪审员 2571 人，总
数达到 6755人。同时进一步优化人民陪审员队
伍结构， 新增人民陪审员三分之二以上由基层
群众担任。 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对于扩大人
民民主，推进法治建设，确保司法公正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1023 湖南法院全面推广运用司
法网络执行查控系统

2013 年，湖南高院联合中国银监会湖南监
管局、省银行业协会，全面推动司法网络执行查
控系统覆盖在湘全部银行机构。 通过省高院与
银行的合作，为快速获取执行财产信息、高效采
取执行举措、解决执行难问题创造了条件，对于
推进“数字湖南”、“诚信湖南”，打造良好的法治
环境具有里程碑意义。

1024 岳麓区检察院创新机制构
筑防止冤假错案的坚固底线

2003 年来， 岳麓区检察院转变执法理念，
强化工作措施，不断创新工作机制，用对党、对
人民、对法律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守防止冤假错
案的司法底线，有效防止冤假错案，保持十年无
罪案件零记录， 其经验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湖南省委政法委的高度评价。

1025 湖南公安全面推广“阳光警
务执法办案查询系统”

2013 年，湖南省公安厅在全省积极推广运
用“湖南阳光警务执法办案查询系统”。 作为全

国公安机关唯一的省级执法办案查询平台，该
系统的应用进一步深化了执法公开、警务公开，
保障了涉案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知情权和监督
权， 拓宽和畅通了人民群众对公安执法的监督
渠道，得到了公安部的高度肯定。

1026 长沙市公安局成功侦办葛
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涉嫌商
业贿赂案

2013 年 6 月以来， 长沙市公安局全力侦
办，查实了葛兰素史克公司采取现金直接行贿、
旅行社套现行贿、 赞助相关医药行业协会和给
予代理商推广服务费等方式实施“带金销售”的
犯罪事实。该案的侦破，重拳打击了医药行业的
不正之风， 对推进我国医药行业的纵深改革发
挥了积极作用。 该案被公安部列为 2013 年“十
大经济犯罪案件”。

1027 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出台《律
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规定》

为贯彻新修订的律师法， 切实解决律师会
见难的问题，2013 年 3 月 25 日， 省公安厅、省
司法厅联合出台《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规定》。《规定》要求办案机关、看守所对律
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必要的便利
条件，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同时也更好地维护
了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028 湖南省司法厅制定“12348”
法律援助热线管理办法

2013 年 3 月 15 日，省司法厅制定出台《湖
南省“12348”法律援助热线管理办法》。《办法》
包括 21 条规定，明确了“12348”热线的服务宗
旨，并提出了经费、制度、宣传三项保障措施，对
于规范“12348”法律援助热线管理工作，充分发
挥其法制宣传教育、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申请、
社情舆情分析等职能作用， 促进法治惠民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1029 唐慧案二审胜诉
2013 年 7 月 15 日，省高院就“上访妈妈”

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一案作出终审判决， 唐慧
胜诉。 该“民告官”案胜诉体现了对权力的社会
监督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法律公平所产生的积极

影响，从而引导公民依法争取自己的权利，继而
增添推动社会向前、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动力。
该案对我国劳教制度的最终废止也产生了较大
影响。

1030 湖南省森林公安局成功侦破
胡大儒等人特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
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2013 年 3 月 6 日，湖南省森林公安局对胡
大儒等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的行为立案侦查并成功破获该案。 此
案是省森林公安机关成立以来侦办的抓获人数
最多、收缴野生动物数量最大、涉案价值最高的
野生动物案，对于惩治犯罪，引导人们树立保护
野生动物意识具有积极作用。

1031 《湖南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
理办法》正式施行

2013 年 2 月 1 日，《湖南省医疗纠纷预防
与处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的实施，进一步
健全了我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机制， 对于有
效预防和处理医疗纠纷， 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
权益，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意义重大。

1032 湖南省招募 200 名保护湘
江“绿色卫士”

2013 年 10 月，省文明办、省志工办、省环
保厅、 团省委联合在全省招募 200 名保护湘江
的“绿色卫士”，依法对湘江流域广大企业的环
境守法、相关工作部门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对省
政府“一号重点工程”的实施提出合理化建议，
推动湘江流域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 获得社会
广泛好评。

1033 湖南警方率先为警察介入
家庭暴力确立规范

2013 年 4 月 9 日，省公安厅出台《湖南省
公安机关办理家庭暴力案件工作规定》（湘公发
【2013】28 号）， 文件明确公安机关办理家庭暴
力案件的工作原则和职责， 规范了办案具体程
序和方式方法。 该文件是我国首个由省级公安
机关发布的警察处理家暴案件工作规范性文
件，进一步完善了反家暴法规政策体系，受害妇

女和儿童将得到更为全面保护。

1034 长沙市大力建设社区法治
公园受市民欢迎

2013 年，长沙市大力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
设， 在开福区江滨社区、 岳麓区黄泥塘安置小
区、雨花区五一社区和侯家塘社区红旗广场、天
心区广厦新村社区公园和槐树塘社区公园、芙
蓉区火炬村古汉城社区公园、 望城区大泽湖重
建地公园建设中添加和注入法治元素， 让市民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律熏陶，受到市民欢迎。

1035 长沙砂子塘街道设立“群众
维权工作室”为民维权

长沙砂子塘街道探索基层群众法律维权新
举措，面向辖区普通群众和弱势群体，首创政府
买单式的“群众维权工作室”，推行一概点单和
一律免单的“1+1”法律维权服务新模式，为群众
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法律服务，受到广大群
众的欢迎和好评。

1036 衡阳市公安局成功侦破网
络大 V 格祺伟犯罪团伙案件

2013 年 8 月，衡阳市公安局成功侦破公安
部督办的网络大 V格祺伟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案
件，逮捕犯罪嫌疑人 6 名，破获格祺伟等人涉嫌
敲诈勒索案件 31 起，寻衅滋事案件 5 起，涉案
金额累计达 330余万元。该案的侦破，为打击网
络违法犯罪，净化网络舆论环境提供了样本。

1037 邵阳市全面建设市民法制
学校

2013 年，邵阳市决定深入开展市民法制宣
传教育， 全面推进基层市民法制学校建设，市
委、市政府两办下发了专门文件。目前已成立市
民法制学校总校和各县市区分校， 成立了市区
市民法制学校讲师团， 在社区和乡镇已建成基
层法制学校 300 多所，为全市基层村（社区）开
展法制宣传教育宣讲 2000余场，听课群众达十
余万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是健全社会普
法教育机制的有力举措。

1038 岳阳“5·2”假记者诈骗案
岳阳“5·2”假记者诈骗案涉案人员 34 人，

涉案金额达 38 万余元，被列为全国“扫黄打非”
督办案件，于 2013年 12月 4日结案。该案的成
功破获，严惩了犯罪分子，保护了受害群众的利
益，教育了广大新闻工作者，在全国产生了较大
影响。

1039 郴州市开展 “阳光进高墙”
亲情帮教项目取得显著成效

2013年， 郴州市团市委组织志愿者深入开
展“阳光进高墙”义工驻所帮教工作，将帮教工作
延伸至拘留所、戒毒所、看守所等，对 35 周岁以
下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进行心理疏导、 行为纠
正、情绪支持等专业服务，取得显著成效。 先后获
得省委、省政府首届“阳光进高墙”亲情帮教项目
奖、团省委第二届优秀青年志愿者项目奖。

1040 湖南省智慧法律公共服务
信息化平台面世

2013 年 11 月 9 日， 长沙市人民政府和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共同举办两化融合专题报
告会暨湖南智慧法律公共服务信息化平台成果
发布会， 启动湖南智慧法律公共服务信息化平
台， 平台的启用填补了我省法律服务信息化领
域的空白，对创新法律服务业态，推动法律知识
普及、促进法律服务的普及化、均等化、规范化
具有重要意义。

222000111333 年年年度度度湖湖湖南南南省省省最最最具具具影影影响响响力力力
法法法治治治人人人物物物入入入围围围候候候选选选人人人

群众投票方法
湖南省内移动 、联通 、电信 CDMA

手机用户直接将候选对象的四位数编号
发送至 1062 6666 668（1 元/票 ,不含通
信费， 每个手机号码每 24 小时限投 1
票 ）； 湖 南 省 内 电 信 固 话 用 户 拨 打
16880088 按语音提示投票 （1 元/票，不
含通信费）。网络投票请登录红网或法治
湖南网有关专区按要求投票。

投票时间：2014 年 4 月 18 日 0 时—
2014 年 5 月 28 日 24 时。 （如有变化，以
红网公告为准）

群众投票咨询电话：0731-82204998
省委法治办电话：0731-84586213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六五”普法规划全面实施，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理念，促进法治湖南建设，
省委法治湖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湖南省法制新闻协会于去年年底下发通知，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 2013 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暨
法治事件评选活动。前阶段经省直部门、各市州和有关新闻媒体推荐，省委法治办研究审定，罗旿等 20 人和“省纪委出台最严‘限宴令’狠刹喜庆事
宜操办歪风”等 20 起事件被列为入围候选对象。 现将入围候选人和事件予以公示，欢迎大家来电来函提出宝贵意见，并积极参加群众投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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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和事佬义工队

罗旿，株洲市中级人
民法院立案信访局信访
办主任。 近 5年来，他个
人接待信访人 1100 余
人次，办理上级交办信访
件 120 余件， 为困难信
访人申报司法救助 48人
次 162 万元。 2013 年被
评为“全国优秀法官”。

付小勇， 岳阳君山区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他忠诚履职，修身立德，努
力践行司法为民， 得到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认
可。 他带领该院先后荣获
全国优秀法院等 70 余项
荣誉； 2013 年他被最高
法院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
人。

吴若辉，慈利县江娅法
庭庭长。从事基层法律工作
18年来，他兢兢业业，默默
奉献， 办结案件 2238 起，
无一错案、无一上访，为维
护一方的平安与和谐默默
贡献自己的力量。先后被授
予 “湖南省第七届杰出青
年卫士”、“湖南省优秀法
官”等荣誉称号。

冯丽君， 湖南省人民
检察院公诉三处助理检察
员。 从检 18 年，她承办各
类刑事案件 1000多件，无
一错案， 无一被举报或投
诉。 先后获得“湖南省十佳
公诉人”、“湖南省三八红旗
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
手”等荣誉称号。2013年被
评为“年度中国正义人物”。

王祁平， 祁阳县人民
检察院党组成员、 纪检组
长。 20多年来，他先后 60
多次路见不平，勇斗歹徒，
10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抗洪
抢险救火救灾， 救助遇难
群众 70多人，为受害人和
群众捐款捐物 10多万元。
先后被评为省市道德模
范、全国见义勇为好人。

杨善平， 安乡县检察
院预防办主任。 他忠于职
守，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 他负责
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创造
了成功经验， 得到了湖南
省委书记徐守盛 2 次批
示，被《人民日报》内参转
发， 获得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曹建明肯定。同时，
他坚持数十年传播宣传法
律知识， 为社会不断传递
着正能量。

邓光坛，郴州市公安
局副局长兼交警支队支
队长。 任职期间，他循法
治警， 铁纪整顿交警作
风，为郴州市获得“国家
交通管理模范城市”称号
立下功劳。 他创新举措，
执法便民，赢得百姓一致
好评。 近两年来荣获“优
秀公务员”、“一等功”等
荣誉。

李海清， 常德市公安
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处
长。他立足岗位忘我工作，
放弃休息长期作战， 保持
了火灾隐患整改的高压态
势， 排除整改了大量火灾
隐患， 为常德市消防安全
作出突出贡献。 被公安部
评为全国“清剿火患”战役
先进个人、 党的十八大消
防安全保卫战先进个人。

张建成， 娄底市公安
局正处级干部。 从警 31
年，他在逆境中谋发展，在
平凡中创辉煌的人生轨
迹，从事的打黑除恶、大案
侦破和信访维稳等工作都
作出了不俗的业绩。 曾获
“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全
国信访工作先进个人”等
荣誉称号。

刘洁泉， 冷水滩区司
法局法援中心主任。 他心
系弱势群体， 投身法援事
业， 竭力维护公平正义。
2013 年，他承办法律援助
诉讼案 36 件， 件件高质
量， 得到受援人的一致好
评。先后被评为“感动冷水
滩十大人物”、创先争优优
秀共产党员。

龙先进， 保靖县毛沟
司法所所长。 11 年中，他
办理各类纠纷 278 件，防
止群体械斗 17 件 698 人，
处理污染、 融资等重特大
群体事件 12 起 1535 人
次， 开展法律援助 19 件，
为群众挽回损失 163.2 万
元。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政
法党员干警”、“全国优秀
司法所长”、“全国模范人
民调解员”等称号。

陈晓英， 汉寿县司法
局龙潭桥司法所所长。 8
年来,� 她组织或参与调解
各类矛盾纠纷 500 多件 ,
无一例因调解不及时转化
为刑事案件和群体性事
件 ,� 无一例矛盾纠纷积
案， 真正做到了小矛盾不
出组、一般矛盾不出村、大
矛盾不出乡。 被司法部授
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荣誉称号。

张强， 省国土资源厅
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他坚
决贯彻落实国家法律法
规， 积极推进国土资源系
统依法行政，认真履职、扎
实工作， 圆满完成了各项
工作任务。 2013 年，省国
土资源厅被评为全国国土
资源系统“六五”普法中期
先进单位、 全省依法行政
优秀单位。

陈战军， 省环保厅法
制宣传处处长。 他努力推
进环境立法和环境司法，
加大环境普法宣传力度，
严格规范环境执法， 近年
来无一起被撤销的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 维护了部
门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
去年，荣膺“2013 年度十
大政务微博人物”，并于日
前入选了“潇湘风尚大典”
的“风尚公务员”。

陈春华， 省林业厅政
策法规处处长。 她积极参
与推动《湖南省植物园条
例》的出台实施，填补了我
国对区域范围内全部植物
园进行立法保护的空白；
她牵头起草的《湖南省长
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
保护条例》 也获得国内国
际的广泛关注， 为推进湖
南林业法治工作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詹益彬， 桃江县质量
技术监督局党组书记、局
长。 他办理各类案件 700
多起， 查处违法货值金额
近 2000 万元，打掉制假、
售假窝点 80多个，为企业
和消费者挽回损失近千万
元， 成了质监系统有名的
“办案能手”、“打假高手”，
多次荣获省质检系统办案
能手和先进个人称号。

郑国桢， 株洲市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他身先士卒，刚直不阿，带
领着同志们用实际行动剔
除社会中传播的“淫秽色
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
等文化垃圾， 守护着人民
群众的精神家园。 多次被
评为“全国扫黄打非办案
有功个人”、“全省新闻出
版版权工作先进个人”。

方拯， 湖南建工集团
总法律顾问。多年来，他以
丰富的法律知识， 极强的
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致
力于法制宣传教育， 积极
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
建设， 完善企业法律风险
防范体系建设， 为保护国
有资产安全， 维护农民工
权益， 推动建工集团持续
健康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
的贡献。

廖永安， 湘潭大学法
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他长期致力于湖南基层调
解的研究与培训， 在调解
领域率先推出“六个一”工
程，并为“法治湖南建设与
区域社会治理” 协同创新
中心成功申报做了大量富
有开创性的工作，为“法治
湖南”和“两型社会建设”
作出了积极贡献。

“和事佬”义工
队， 益阳市民间调解
志愿者组织。 3年来，
“和事佬”义工们行程
15万公里，深入基层
和群众， 以“化解矛
盾、 促进和谐” 为主
旨， 宣传“万事和为
贵， 人和万事兴”，共
调处化解纠纷 800
多起，61名上访老户
因此停访息诉。

1001 罗旿 1002 付小勇 1003 吴若辉 1004 冯丽君 1005 王祈平

1006 杨善平 1007 邓光坛 1008 李海清 1009 张建成 1010 刘洁泉

1015 陈春华1014 陈战军

1019 廖永安

1013 张强

1018 方拯

1012 陈晓英

1017 郑国桢

1011 龙先进

1016 詹益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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