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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省级法治文化示范项目带动工程，
16个省级法治文化示范项目全面通过检查验
收，带动各地投入法治文化建设资金 1100多
万元，建成了如湘潭九华法治公园、长沙红旗
法治广场、新化县法治宣传长廊、益阳法治花
鼓戏等一批富有特色、影响广泛、群众喜闻乐
见的法治文化项目。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出台了《关于加强全省法治文化建设的意
见》，在湘潭市召开了全省法治文化建设现场
推进会，省委主要领导、司法部法制宣传司司
长王晓光出席会议并讲话。 各市州政法委书
记、司法局长、法治办专职副主任、省直各有
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为今后一段时期我
省的法治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支持。

法治建设蹄疾步稳“六五”普法亮点纷呈
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

2011 年以来，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司法
部、全国普法办的具体指导下，我省各地各部门以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全省“六五”普法规划、全国人大决议和《湖南省法制宣

传教育条例》，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深入推进依法治理，
全面完成了“六五”普法规划任务，为推进法治湖南建设和全
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六五”普法期间，我省普法工作可圈可点，亮点纷呈。

为全面贯彻落实“六五”规划，深入推
进法治湖南建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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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
第七次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全面部署基层依法治理和“六五”普法工
作。 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主要领
导、各市州委主要领导、省人民检察院主

要领导到会。 时任司法部党组副书记、副
部长陈训秋到会讲话。 全国、全省“五五”
普法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及特邀省法
律顾问团部分成员共 260 余人参加了会
议。 首次与省人社部门联合发文表彰“五
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代
表，并对先进个人给予记一、二、三等功的
奖励。

高规格启动“六五”普法工作1

为认真总结我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
验，实现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法制化，进入“六
五”普法阶段后，省司法厅迅即加大与省人
大、省政府法制办的工作联系，就《条例》立
法联合开展调研、考察、论证工作，做了大量
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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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将法制宣传
教育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制度保障和一
些被实践证明的成熟经验以地方性法规的
形式确立下来，实现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
法制化，为推动该项工作的持续常态发展奠
定了法治基础。

出台《湖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2

突出加强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
学法用法工作，开拓新境界3

与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和国
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意见》， 将领导
干部和公职人员学法考法工作纳入年度考
核和综治考评，领导干部学法、考法、述法机
制进一步健全。 坚持每年编写普法读本，每
年以年度普法读本为考试内容组织全省近
百万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年度学法考试。 在全
国率先实施国家工作人员无纸化普法学法

考法，取得了初步成效。 利用“如法网”形成
学法考法“O2O”模式，今年全省在“如法网”
学法考法的国家工作人员突破 130 万人。经
过三年推广， 在 14 个市州全面开展了无纸
化普法工作。 我省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得
到全国普法办的充分肯定。 2015 年 12 月 2
日《人民日报》以“学法用法抓住关键少数”
为题对我省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作了长
篇报道。

持续开展年度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
暨法治事件评选活动，影响深远4

为盘点我省法治建设成效，树立法治典
型，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坚持每年在全省
范围内组织开展年度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
法治事件评选活动。 评选过程民主公开，评
选程序严格规范， 公众参与度越来越高，活
动影响力逐年攀升。 五年来共评选出年度最

具影响力法治人物 50 个， 最具影响力法治
事件 50 件。 2014 年 12 月 4 日，首个国家宪
法日， 省委主要领导亲自为当选的法治人
物、法治事件颁发奖牌和证书。 目前该活动
已成为我省弘扬法治精神、记录法治建设进
程的一个“拳头品牌”。

“你学法我送票，请你畅游张家界”
大型普法创新活动，反响强烈5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创新法治宣传的方式方法，2015 年 4 月 28
日至 10月 31日， 省司法厅联合张家界市人
民政府主办了“你学法我送票，请你畅游张家
界”大型普法创新活动。 网友登录“红网”参与
学法答题，10道题目全部答对即可参与抽奖，
中奖者获得由主办单位提供的价值 1314 元
的张家界“法治一票通”门票一张。活动一经推

出就受到各方的广泛好评和积极参与。活动期
间专题流量达到 500万， 参与答题人数超过
200万，送出门票 1.1万张。 参与答题的网友
涉及北京、黑龙江、广东等 20多个省市。 全国
普法办对此给予充分肯定，《人民日报》等主流
媒体进行了重点报道。 目前，“学法送票”活动
已经成为面向大众普法、将普法与助推旅游发
展结合起来的一个重要平台。

倾力打造“全媒体大普法”宣传体系，初具规模6
先后投入资金近 2000 万元，在《湖南

日报》、湖南广播电台、湖南经视、红网等开
通法治栏目、普法频道，或法治专版，移动终
端为平台的普法微信“微言说法”和“掌上法
宝”APP 正式上线运行。 2000 多台“法治宣
传”电子媒体机进入机关单位、商场酒店和
机场、车站、码头。 同时，大力推动市（州）、

县（市区）宣传平台建设，全省已在电视、电
台、报纸开设法治专栏(节目)240 个(档)，建
立普法专用网站 350 个，基本实现了报纸、
电视、电台、网络的全覆盖。 省司法厅还在
高速公路沿线投建了大型公益法治宣传广
告牌，改版升级并借力红网打造了全新的法
治湖南网。

探索推进市（村）民法治学校建设，成效显著7
为了健全法治宣传教育网络，打通基层

普法宣传最后一公里， 实现把普法阵地建
到老百姓家门口， 我省积极探索推进市
（村）民法治学校建设，并在邵阳市开展试
点。 2012 年至 2015 年 5 月底，邵阳市已建
成市（村）民法治学校 5055 所，村民法治学
校建成率达到 92.5%。三年来法治学校共上

法治课 5.5 万场，免费发放各类法治宣传资
料 150 多万份， 直接受教育的群众累计超
过 300 万人次， 为群众提供各类法律服务
1.8 万余件， 预防和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
纷。《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湖南日报》
等主流媒体先后对此作了重点报道， 各级
领导给予充分肯定。

法治建设的“湖南样本”成效不断彰显8
2011 年 7 月《法治湖南建设纲要》颁布

后，2012 年 6 月，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省
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又及时下发了《关于加
强法治先进城市、法治先进县（市、区）创建
工作的意见》， 对创建工作进行全面深入的
动员和部署。 目前全省 14 个市州和 128 个
县（市、区）全面部署开展了创建工作，全省
法治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 9 个县（市区）
通过验收， 成为首批法治创建工作示范县。
目前，“法治湖南”已经成为“四个湖南”建设
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张名片。“法治湖南”建设
的主要作法曾被媒体称为地方法治建设的

“湖南样本”。 2014 年 10 月 22 日，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召开期间，《法制日报》推出头版
头条“法治中国的湖南探索”。 全国先后有
20 余个省（市、区）来湘考察学习。 以“加强
法治建设、提高法治化管理水平”为主题的
“依法办事示范窗口单位” 创建活动深入推
进。 全省 916 个基层执法单位先后被授予
“全省依法办事示范窗口单位”荣誉称号，带
动了各部门（行业）执法、管理和服务水平的
整体提高，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 在
全国第七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我省
作了经验发言。

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
活动，影响力不断增强

为了加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集中营造
青少年普法宣传声势和影响， 我省将每年 9月
的最后一个星期定为全省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
周，每届宣传周活动都确定一个普法主题，通过
举办法律知识竞赛、法治征文比赛、法治专题讲
座、法治小品剧进学校、警示教育图片展等主题
活动， 集中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2012年 6月，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联合宣传、
教育、广电、文化等相关部门，在全省开展了以
法治宣传教育读物和电影免费进校园为内容的

“学法快乐行，明天更美好”青少年法治教育大
型公益活动；2014 年部署开展了全省青少年

“法治阳光照我成长”有奖征文大赛，并联合《小
天使报》编辑出版《湖南省青少年法治阳光伴我
成长有奖征文优秀作品专刊》，得到各学校和广
大中小学生的普遍欢迎；2015年开展法治文艺
进校园全省巡演活动， 联合省话剧团编排法治
小品剧《为了明天》，在全省各地巡演 54场，得
到了家长和学生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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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法治宣传教育
活动惠及“三农”

每年 5 月协调省直有关部门统一组织开
展声势浩大的全省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活
动，并形成制度。在为期一个月的农村法治宣
传月活动中，突出加强了对乡镇干部和“村支
两委”及“法律明白人”的法律知识培训。 同
时，围绕农村山林水土、征地拆迁、环境污染、
移民安置、集体资产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
通过现场咨询、发放资料、主题宣读、文艺演
出、张贴横幅标语等多种形式，开展有针对性
的法治宣传，着力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不断促
进农村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省司法厅组织编
辑的《农村法律明白人常用法律知识解析》
（案例版），免费发放 5 万册，深受基层法治工
作者和农民朋友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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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组织“12·4”
国家宪法日
暨全国法治宣传日活动，

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六五”期间，特别是国家宪法日实施以
来，我们将“12·4”国家宪法日作为调动各方力
量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法治氛围的重
要平台，精心组织，取得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2014年 12月 4日， 首个国家宪法日湖南系
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红网演播中心举行。由
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教育等单位和长
沙市组建的 6支代表队在演播厅开展了以宪
法知识为主题的法律知识抢答赛。 2015 年

“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宣传日活动在中南
大学礼堂隆重举行，省委主要领导及 1000多
位各界群众参与主会场活动。 千人诵读宪法、
法治人物和法治事件颁奖、“法润三湘”志愿者
队伍授旗、启动“你学法我送票天下凤凰任你
游”活动，“六五”普法成果展……红网、微言说
法等进行现场直播，10多家中央、省级媒体进
行了采访报道。我省的“12·4”活动已经打出声
势，形成品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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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取得新进展12

2015 年 4 月 28 日下午 3 点，“你学法我送票———请你畅游张家界”
大型公益普法活动启动仪式在红网演播中心举行。

成绩属于过去，荣誉交付历史，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
“六五”普法奠定的夯实基础必将掀起“七五”普法的精彩开局！群众观看法治建设成果展。 劳作闲暇也学法。

2015 年 12 月 4 日，湖南省 2015 年国家宪法日暨法治宣传日现场活动在中南
大学铁道学院礼堂举行。

2014 年 11 月 23 日，厅级干部暨国有大型企业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考试
（株洲考点）。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省司法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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