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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弘扬法治理念，提
高全民法律意识，省委法治湖南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司法厅于 2015
年年底启动了 “2015 年度湖南省最
具影响力法治人物暨法治事件评选”
活动，以梳理盘点过去一年中我省民
主法治建设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
进步与成就，宣传具有法治意义的典
型人物和事件，进一步推动法治湖南
建设。 活动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省
直有关部门及新闻媒体的高度重视
和大力支持，经层层推荐评审，截至
2016 年 3 月中旬， 评审办共征集到
各地各部门共 50 余个单位报来的法
治人物和事件推荐材料 400 多份。
法治人物涉及到 26 个行业， 法治事
件涉及到 17 个行业。 经过综合归纳
和分析对比，评审办确定了入围候选
人物 20 名，入围候选事件 20 起。

为扩大活动社会影响，省委法治
办联合红网等相关媒体对活动进行
了集中宣传。 4 月 13 日，红网、法治
湖南网均刊发了入围候选人物和事
件的公示， 同时成立活动报道组，对
法治人物候选人开展深入采访报道，
增加了社会公众对法治湖南建设成
果的了解。 4 月 18 日至 5 月 16 日，
通过网络投票、微信投票、短信声讯
三种方式进行了公众投票。 在 28 天
时间里，候选法治人物和事件的投票
数累计达到了 1000 多万票，产生了
较大的社会反响。

5 月 31 日，省委法治办、省司法
厅召开评审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候选
人物与事件进行客观、 公正的评价、
审议， 通过与会 23 名评委的慎重投
票，结合公众投票，最终评定了 10 名
法治人物和 10 起法治事件。 6 月 13
日，省委法治办正式对外发布了评选
结果。

希望各地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
积极组织学习和宣传本次评选出的
最具影响力的法治人物和法治事件，
广泛宣传他们的典型事迹，以法治人
物、法治事件为例，教育广大干部职
工和人民群众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
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模范守法，
为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
的法治环境。

李德厚，泸溪县达岚镇五德村退休教师。 他坚持义务普法 10
余年。他自制展板、横幅，自费 20万元，步行 4万余公里，把民间文
化与法治文化结合，开展法治和党的富民政策宣传。当地称他有为
名的“政策通”“法律通”“法治大夫”， 免费解答群众法律咨询
3000 余人次，帮助调解民间纠纷 110 次，用法律劝导调解纠纷 25
起，预防打架斗殴 130余人次，劝阻无理上访 41人次，制止本村违
法选举 1次。 他所在村 10年未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李德厚同志先
后获全省“最美志愿者”,�“湘西州最美家庭”提名奖，湘西州“五老”
风采人选。

罗晓峰，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 他从警 23
年来，逐步从一名基层民警成长为基层派出所所长、机关大队大
队长，先后荣获全省“治爆缉枪”先进个人、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
党员、“抗洪勇士”等称号，荣立“清网行动”三等功一次，10 余次
荣获上级表彰嘉奖。 2015 年，他带动并指导全局全年共侦破毒品
刑事案件 146 起， 打掉贩毒团伙 8 个，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员
163 名，缴获毒品 115 千克，查处吸毒人员 1759 人。 特别是在侦
办部督“2014-843” 毒品案件中， 带队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员
163 名，缴获毒品 104.71 千克，该案是郴州市有史以来单次缴获
成品毒品最大的一宗案件。

覃小满，邵阳市国税局稽查局局长。 从税 25 年来，他始终
守好法律底线，做有担当的执法者。 2015 年带领团队查处案件
318 起， 查补税收 7477.3 万元， 同比增长 35.9%， 移送司法 5
起，刑拘 7 人，执法力度和稽查成效为邵阳市国税局近年之最；
他始终守好廉政底线，做有韧劲的守法者，被评为“全省国税系
统勤廉为税优秀领导干部”；他始终守好良心底线，坚持执法与
服务并重，做有温度的护法者，他所在单位先后创建为“全国文
明单位”“全省依法办事示范窗口单位”； 他个人先后荣获一等
功 1 次、二等功 2 次，被授予“湖南省杰出青年卫士”称号。

陶山麓，浏阳市司法局镇头司法所所长。他主持调处的纠纷
总数超过了 3000 起， 赴全国十个以上省市解决跨地区纠纷超
过 60 余起，先后获得“浏阳市政法系统办案能手”“五带头政法
标兵”“雷锋式忠诚卫士”“全国十佳人民调解员”等荣誉称号，并
获得 60 多次嘉奖，被省政府记一等功二次，市政府记三等功 6
次， 还被湖南省司法警官学院和长沙市人民警察学院聘为客座
教授，曾多次在长沙市委党校、浏阳市委党校进行如何做好群众
工作等课题的讲座，曾参加长沙市政法系统巡回报告团。陶山麓
同志同时当选为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理事。 2013 年该同志
被省政府、 长沙市政府聘为省市两级重大矛盾纠纷调解专家，
2015 年成功创作山麓群众工作法和山麓“十五技巧”调解法。

谢兵辉，湘乡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她自 1991 年从
湖南省司法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基层法院工作，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
春年华奉献给了她最挚爱的审判事业。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她身患
两种肿瘤，却坚持忘我工作，在其主审的 3000 起案件中，绝大部分
是疑难复杂案件，却没有一件超审限案件，没有一起当事人上访的案
件，没有一起上诉重大改判的案件。由于出色的表现，她先后荣获“湘
潭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先进个人”“湘潭市法院系统执行能手”

“调解能手”“办案能手”，“信访大格局先进个人”“优秀庭局长” 等荣
誉称号 40 余次， 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市“三八红旗手”“芙蓉百岗明
星”，多次获市政府嘉奖，并记功三次，在湘乡市第六次党代会上当选
为党代表。 2015年该同志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办案标兵”。

向阳，永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2015 年他审时度
势，大胆创新，出台两项户籍惠民措施，有效解决了群众办理户籍业
务难、无户籍儿童上户难、入学难等民生难题，广受群众点赞，并作
为一项重要惠民举措在湘西自治州推广，为全省出台户籍制度改革
提供了实践经验。 全年永顺县办理户籍业务 67804 件，婴儿、儿童
上户比上年增加 12162 人，减免费用 80 万元。 为此，他付出了艰辛
努力，克服了重重压力，用智慧与勇气、信念与担当，以改革者的精
神和气质，勇毅笃行在实干惠民的道路上，破浪前行，追梦领航。

袁占科，沅陵县人民法院官庄人民法庭审判员，于 1984 年 12
月参加工作，他曾先后在沃溪法庭、官庄法庭工作，是沅陵县法院战
斗在基层法庭时间最长的法官。 30 年来，他穿着胶鞋走遍了法庭辖
区的所有村庄，熟悉他的村民都知道这个穿着“胶鞋”的法官。 30 年
来他办理各类案件 1600 多件，创造了无一错案、无一改判、无一发
回重审的“三无传奇”。 他在沅陵县法院工作期间受到的奖励很多，
其中，2013 年被评为“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个人”是对他工
作最大的肯定。

曾建军，衡阳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反渎职侵权局局长。他
1976 年参加工作，1979 年进入衡阳市检察院工作至今， 先后担
任反贪局侦查组长、科长、渎侦局副局长、行装科科长，2002 年 2
月开始担任反渎局局长至今。他主办和指挥办理了郴州嘉禾强制
拆迁案、淘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背后渎职犯罪案、岳阳
市原常委、副市长陈四海滥用职权、受贿案等在全国法治进程中
有影响的大要案。 曾建军同志曾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十佳反渎
局长”。

张艳，湖南燕宇律师事务所主任。 2014 年 10 月 1 日，张艳律师
发起创建“艳妹子普法视频网”（www.yanmeizi.com）正式上线，历
经一年的测试和视频节目升级，于 2015 年国庆节改版，至 2016 年
元旦历时 3 个多月时间，100 期节目网络视频点击量超过 22 万。 该
公益普法视频网分为“看法大不同、想法甄有味、说法有辣嘴、普法
聚乐部”四大体系。通过四大体系，让百姓快乐学法，轻松懂法。张艳
同志出资购买“视频公益普法车”，在 2015 年国庆长假期间，分别在
烈士公园、梅溪湖、望城靖港镇等旅游景点进行普法视频流动播放，
获得百姓好评。

2015 年 11 月 2 日，《湖南省出生缺陷防治办法》 经省
人民政府第 62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该办法为我省出生缺陷防治提供制度保障，在推动我省
适龄人员优生优育方面，从立法上加强婴儿出生缺陷防治，
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一项惠及全社
会的重大民生工程。全国范围来看，我省是第一个出台政府
规章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予以专门规定的，体现了省委、省
政府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重视。

按照中央及省委关于深化公安改革、国务院及省政府
关于推进简政放权、改进行政审批管理工作的部署，省公
安厅坚持民意引领、改革驱动、科技支撑，突出“最简审批
程序、最短服务半径、最优互联网 + 警务”的“三最”标准，
在广泛征求基层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在郴州以现场会的形式，向社会发布《全省公安机关深
化改革推进便民利民服务 30 项举措》。

从 2015 年 1 月 20 日开始，长沙市两级法院在长沙火
车站 LED 屏幕上滚动公布失信执行人名单，并向社会公开
悬赏征集这些“老赖”的线索。这是长沙法院继通过官网、微
博、主流媒体发布悬赏“老赖”后的又一举措，首开湖南法院
在公众场所公布“老赖”信息的先河，借此向社会传递一种
观念：守信光荣，失信可耻。这一行为，有利于通过发动群众
举报发现其财产与行踪线索， 从而有利于相关生效法律文
书依法得到执行，切实维护相关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省司法厅联合张家界市政府主办的“你学法， 我送
票———请你畅游张家界”活动，创新普法形式、组织有序、成
效明显， 在省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受到广大网友高度关
注，送出 1 万余张景区门票，带来了 1+N 社会效果，激发了
数百万网民的学法热情。此项活动的成功举办，实现了普法
活动与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 扩大了普法活动的覆盖面和
参与度，增强了普法教育的实效性，提高了公民的法治观念
和法律意识，塑造了公民的法治信仰，探索了法治宣传教育
新途径。

2015 年 11 月，长沙率先全省以规定性文件形式制定
《长沙市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11 月 27 日，长沙市
雨花区砂子塘派出所发出全省第一例家庭暴力告诫书，引
起省内外媒体广泛关注。 2016 年 1 月，长沙市发出全国反
家暴“双令”第一案，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一线》《新闻
调查》等栏目先后来长沙采访并在“两会”以及 3 月 1 日
《反家庭暴力》实施当天播出，进一步扩大了反家暴“长沙
模式”在全国的影响。

2015 年，湘阴县检察院成功监督办理一起高检院、公安部、环保部挂牌
督办的跨区域特大环境污染案。 2014 年初，湘阴县检察院接到检务民情联
络员反映，该县南湖洲镇泉水村村民在自家鱼塘倾倒污水，导致毗邻的资江
水域和生活水源严重污染。 湘阴县检察院立即督促县环保部门启动环境监
察程序，协助开展现场处置和抽样送检。 经检验，污水中甲醛超标 94 倍，苯
超标 1004 倍，情节严重，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湘阴县检察院立即督促环保部
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 该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挂牌督办。 湘阴县
检察院立足侦查监督职能，探索“专业化督导＋联动式跟踪＋恢复性补救”
的“三位一体”生态检察模式，追加被告湖北黄冈某药业有限公司，追加公益
赔偿附带民事诉讼。 最终法院对被告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作出相应判决，湘阴
县检察院在为有效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方面提供了司法范例。

长沙县委、县政府深化行政执法改革，在其行政管理领域（含环保、建
设、农业等 22 个涉改领域）进一步集中行政处罚权（含与之相关的行政强
制权和日常监督检查权）， 形成许可审批和处罚监督相对分开的新的行政
执法体制，在全国首推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并结合 2015 年政府机构
改革，新组建长沙县行政执法局，集中行使县卫生局、县城乡规划局等 23
个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含相应的行政监督检查权及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
权）。

桃江县从 2015 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县各中小学 3-8 年级全面开设
法治知识课程。 自法治知识课程启动以来，各学校精心组织，学生充满新鲜
好奇，家长积极支持，社会反响良好。工作做到了六个到位：一是计划到位，
二是课时到位，三是教材到位，四是师资到位，五是考核到位，六是经费到
位。 2015 年下半年， 全县 168 所中小学校 986 个班级上法治课 1 万多堂
（次），受教育人数达 5 万多人（次）。

双牌县司法局为适应信访维稳新形式需要，将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调
解的指导管理职责延伸至主动参与，尝试建立“二次调解”新机制，取得了
明显效果，仅 2015 年就成功调处了陈年积案和重大矛盾纠纷 51 起，有效
减少了各类上访现象和旷日持久诉讼案件的发生， 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其成功做法，先后获省委《内参》《法制日报》推介，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
议上，被作为湖南省多方“联动”化矛盾的典型向全国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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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以来，面对群众对平安和谐的新期待，资兴市公安局在市委、市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审时度势，在理念、机制、责任上发力， 以“一升一降”为
目标，以“三网三联”，案件“一类一策”应对机制，“十大立体举措”和打击侦
破“六大机制”等系列制度机制为主要内容，着力打造民意主导式警务，积极
破解刑事案件高发低破的困局，大胆创新“多破案、少发案、群众满意”的“一
升一降”民生警务工程，制定了破案率、发案数升降 30%、20%、10%的“321”
三年规划，输出了民生警务改革的“资兴模式”。 2015 年 9 月，时任湖南省政
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现任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省公安
厅厅长黄关春在资兴调研公安工作时对此项工作高度评价， 这项工作为全
省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法制日报》《公安内参》《人民公安报》、新华
网、《湖南日报》等中央、省内媒体纷纷报道推介了治安巡防压发案的“资兴
模式”。 2015 年湖南省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方案中，也被注入了鲜明的“资兴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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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峥嵘，法学博士，教授，湖南商学院法学院院长，美国西洛杉
矶大学法学荣誉教授。 长期担任地方政府法律顾问和司法部特聘专
家。 完成国家级重点课题、 司法部重点课题和省级等课题共 20 多
项，发表论文 120 多篇，获省部级奖励 5 项。 他应邀全国人大常委会
和司法部，为主参与撰写和论证《人民调解法》《社区矫正法》，应邀
湖南省人大参与《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条例》等立法 20 多
部。 在省内各厅局和市县培训法制干部 2 万人次，受省外聘请培训
干部 3000 多人次。他代理邵阳民工伤害案，历时 11 年，最后民工得
以获赔 18 万元；代理株洲担保案连打三级官司获成功，载入最高人
民法院典型案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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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出生缺陷防治办法》出台

省公安厅集中推出
《深化公安改革推进便民利民服务 30 项举措》

长沙法院公开晒“老赖”

“你学法我送票———请你畅游张家界”
大型创新性公益普法活动

长沙市率先全省出台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

长沙县首推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桃江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永州双牌“二次调解”成就司法调解新路子

资兴警方创推十大机制六大举措
压发案高破案

湘阴县检察院督办
一起跨省特大环境污染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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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厚同志个人事迹简介 向阳同志个人事迹简介

罗晓峰同志个人事迹简介

2015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暨法治事件

覃小满同志个人事迹简介

陶山麓同志个人事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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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兵辉同志个人事迹简介 张艳同志个人事迹简介

曾建军同志个人事迹简介

杨峥嵘同志个人事迹简介

袁占科同志个人事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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