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15年底，我省共
制定 、修改 、废止地方性法
规569件，现行有效法规256
件。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数据统计， 预计2016年年底全
省80%的市、 县建成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

切实加强司法救助。为
彰显司法人文关怀，仅2015
年， 我省各级法院就对1.41
万名困难当事人缓减免交
诉讼费，为1652名被告人依
法指定辩护人。

加强执法司法监督 。2015
年， 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共监督
侦查机关立案861件1037人、撤
案618件， 纠正漏捕1354人、漏
诉1048人。2015年，省司法部门
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
扩大参审范围 ，84.22%的一审
普通程序案件有陪审员参审。

规范执法司法行为 。2015
年， 全省检察机关深入开展规
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共
排查涉法涉诉信访、不起诉、撤
诉、起诉判无罪、舆论关注等重
点案件54件，梳理出8个方面的
司法不规范突出问题。 针对发
现的问题， 省检察院剖析典型
案件46件、追责40人。

� � � �推进执法司法公开。以
审判机关为例 ，2015年 ，我
省通过互联网、电视媒体直
播庭审过程，在中国裁判文
书 网 累 计 公 布 法 律 文 书
54.63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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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百姓感言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王曦 于振宇

法，国之重器。“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
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法治建设不断推
向纵深。从执政行政到日常生活，从经济活动
到社会民生，法律的作用愈发凸显，法律的力
量日益强大。 奔跑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的大道上， 我们不仅深切感受到了法治带
给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更感受到了法治对于
全面推进改革的助力和保障。

2011年8月2日，《法治湖南建设纲要》正
式出台，这是当时全国最完备、最翔实的地方
法治建设路线图。5年来， 我省沿着既定的路
线，追逐着明确的目标，牢牢抓住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深化普法等关键环节，
营造法治新常态， 打造法治建设的“湖南样
本”，法治湖南建设的步伐铿锵有力，昂然向
前。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湖南省委迅速行
动，12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印发《湖南
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实施方案》 的通
知，提出要努力打造法治湖南建设“升级版”。

科学立法，顶层设计抓得实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没有良好的立法，建

设法治湖南无异于空中楼阁。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立法机关恪守以

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着力社会领域立法，立法工作既高屋建瓴、搞
好顶层设计，又脚踏实地、做到切实管用；既
讲近功，又求长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
力法律保障。

2016年7月13日，省工商局就修正《湖南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举办立法听证会，参
与立法听证的岳阳市民廖军仕认为，原来“不
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消毒餐具费” 的表述没
有法律依据， 消毒餐具是否收费属于市场行
为，应将选择权交给市场和消费者。

这是我省开门立法、 问法于民的一个缩
影。2011年7月，《法治湖南建设纲要》 出台时
就提出，要“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途径”
。而今，“立法听证会”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参与
立法的一种形式，民主立法、开门立法成为立
法工作新常态。

省人大常委会坚持每年向社会广泛征集
立法建议项目，并通过公布法规草案、书面征
求意见， 以及走访调研和召开座谈会、 听证
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建
议。同时，建立立法咨询专家库，注重咨询相
关方面专家的立法意见、 建议。“十二五”期
间，我省立法机关共开展立法调研、走访各界
群众300余次。

法律是民生的兜底工程。近年来，我省立
法工作紧跟时代发展，及时回应民生关切，着
力民生民心， 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积极开展立法工作， 通过立法维护人民群众
利益。从保障群众“舌尖上安全”的《湖南省生
猪屠宰条例》、《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到为群众生活提供优
良环境的《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湖南省长
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从保障
劳动者和企业合法权益的《湖南省企业工资
集体协商条例》， 到维护求职者合法权益的
《湖南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 ……近年来，省
本级共制定地方性法规39部， 其中涉及民生
的地方性法规13部，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营造法治新常态
———全面依法治省的“湖南样本”

2011年9月，省政府制定下发《湖南省法治政府
建设十二五规划》， 对我省法治政府建设进行全面、
系统的安排； 颁布实施全国第一部全面规范政府服
务的政府规章———《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 第一次
从制度上搭建起服务型政府基本框架。

2012年11月，省政府下发《关于深入推进市县
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市县政
府基本建成法治政府。

2014年8月，省委组织部、省司法厅等联合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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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建立领导干部年终述法考评制度。

2014年12月，我省提出制定实施 《湖南省重大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办法》。

2014年12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印发《湖南
省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要努力打造
法治湖南建设“升级版”。

2016年1月21日， 我省首次举行国家工作人员
向宪法宣誓仪式， 新任命为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
委员的陈佳新面对宪法郑重宣誓。

2016年10月，全省首批员额法官 、检察官遴选
考试举行，我省法院、检察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迈出
实质性一步。

立案登记制实施以前， 通常需要等待2至3个工
作日， 才收到通知是否审查通过。 立案登记制实施
后，当场进行先登记再审核，当事人维护权益更加快
捷，有效减轻了当事人诉累。

———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贺毅

案子结了， 当事人却不满意， 怎么办？2015年7
月， 省检察院试点引入律师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
案件，群众可自主选择救助律师，律师免费为信访人
提供法律咨询、案件代理、释法析理、引导申诉等法
律援助和服务，一些长期无法息诉的“钉子案”、“骨
头案”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省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处王东晖

建设法治湖南，执法人员必须懂法。 过去，行政
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考试多为走走过场，10个人报考
至少有9个人能过关。现在要求越来越严格，今年此
类考试更是实现了电子化考试阅卷， 考的都是客观
题，行政人员如果考不过，不得从事执法活动。

———省政府法制办张维杰

现在政府的权力得到了很好的约束， 比如重大
行政决策之前要开展合法性审查，前面有听证会，面
向公众征求意见，决策后有群众、专家参与评估，比
以前决策更加科学。

———湖南大学法学院石柏林

深化普法，法治精神共培育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管用

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
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今日湖南，政府部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手段
解决问题成为常态，老百姓“遇事找法”、“依法维
权”的观念也深入人心、蔚成风气。

2014年8月,长沙县福临镇政府以合同违约为
由,将张某等7名领取了较大金额补贴却违约的生
猪养殖户告上法庭，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法律,
最终让张某承认错误,双方调解结案。其他违约户
在旁听此案后也意识到错误,自觉拆除猪舍，严格
履约。

这是我省政府部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
小镜头，也是我省“六五”普法取得良好效果的证
明。

2011年，省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审议通过
《湖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 各级政府均将普法
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据此，湖南还抓住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率先在全国建立和推行领导干部
年度述法制度, 把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能力作为
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5年
来，领导干部接受法治教育成新常态,尊法学法用
法渐成政府部门行为规范。

湖南省各地党委、政府还纷纷建立“法律智囊
库”。到目前 ,全省14个市 (州 )、84个县 (市、区 )、
1384个乡镇街道党委政府成立法律顾问团或聘
请法律顾问,法治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全省法律宣传教育的触角不断深入基层。以
邵阳市为例，该市于2012年在全市开展市(村)民
法治学校建设工作，至2015年底建成4000余所法
治学校， 基本实现村、 社区法治学校全覆盖。3年
来，全市法治学校授课超过7万堂，直接受教育群
众累计达300万人次。

在全民普法大潮中，很多地方尝到了甜头。蓝
山县毛俊镇毛俊村曾经矛盾非常集中，村民信“拳
头”不信法律，一点点“火星”往往就能引爆这个
5000人的村子。2005年， 村支书廖仁旺上任之初
烧了“一把火”，邀请法治专家上门开展普法讲座，
并根据相关法律，重新修订了27条《村规民约》。如
今，村里大到重大项目建设，小到一瓶矿泉水的开
支，事事有章可循，处处依法办理，老百姓心明眼
亮、心悦诚服。

涓涓细流，终成大海；久久为功，厚积薄发。5
年共同培育，法治观念一天比一天深植人们心中，
形成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司法改革，公平正义得彰显
公与平者，即国之基址也。公平正义，是法治

湖南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永续追求。
“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

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让人民群众切实
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铿锵有力， 也为全体政法
干警提出了“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明确要求。

5年来，为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湖南努力推进
司法改革———不断健全防范冤假错案机制， 严格
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防止司法腐败，依法清
理久押不决案件、 完善执法司法制度……我省司
法改革精准发力、行动有力、落实得力，彰显着政
法机关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特
殊价值。

近日，长沙市天心区的刘先生登录“湖南阳光
警务执法公开系统”，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和查询
编码，屏幕立刻显示出结果：案件正在哪一个侦办
环节、办案民警是谁，基本信息一目了然。“真是太
方便了，这是切切实实的利民之举！”刘先生赞叹
道。

2015年，依照“让最关注案件的人监督公安
执法”这一理念，湖南在全省全面推行阳光警务执
法公开，全年共发送查询短信165.6万条，公开行
政处罚决定书7.1万份，案件当事人对公安执法满
意率达到81%。 公安部因此委托湖南制定全国公
安执法公开信息管理标准。

法槌握手中，天平在心中。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是法官的追求。
2015年，全省法院克服案多人少压力，收案56.78
万件，同比增长26.91%；审执结各类案件53.32万
件，同比增长25.94%。全省法院审判执行、司法改
革、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步，队伍公众满
意度测评连续11次保持全省政法系统首位。

2016年5月，省人民检察院出台《湖南省检察
机关查办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 (试行)》、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查办渎职犯罪案件中
服务和保障改革创新的意见》。这两个文件，建立
了“除虫护花”机制、“依法容错”机制，既依法“治
渎”又法内“容错”；既铁腕“除虫”又柔情“护花”，
保护广大党员干部依法履职担当、 推进改革创新
的积极性，维护广大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司法改革， 使公平正义正以这种看得见摸得
着的方式实现。

严格执法，依法行政成常态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

施，法律的权威在于严格执行。
依法治省，核心在于依法行政，这既是

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行政权力运行的
基本原则。

2014年8月， 家住长沙市开福区的陈文
忠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向省直某厅局提
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在邮件信封上注明

“信息公开申请表一份”字样。该局所属收发
室签收后，以“无人认领”为由，将其退回。

陈文忠随即向省政府法制办申请行政
复议。法制办受理后，该局却提出“如果申请
人需要，可另行直接提交或邮寄提交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 被申请人将依法及时处理，请
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对该局虚与委蛇的态度，复议机关断然
拒绝其请求，并审理查明该局“关于未收到
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的理由不成立，
确认其行为违法，责令其15个工作日内依法
处理，并在依法行政绩效考核中对该局给予
了扣分处理。

这是我省强力推进依法行政的一个例
子。近年，“法治湖南”之所以成为叫响全国
的一张名片，在于科学搭建依法行政制度框
架，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过去，一些行政机关决策“拍脑袋”，办
事不公开、不透明、拖拉推诿，以及不作为、
缓作为、 乱作为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近
年来， 我省相继出台《湖南省行政程序规
定》、《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法治湖南建
设纲要》，紧紧围绕促进各级政府“正确地做
事、做正确的事”，把依法行政工作作为考核
的“硬指标”和“硬约束”，切实规范行政权力
运行，形成了具有湖南特色的依法行政制度
体系。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
行。

为给权力带上“紧箍咒”，确保严格依法
行政，我省多措并举，确保各项法律、法规落
到实处。我省制定实施《湖南省重大行政决
策责任追究办法》，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
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
和程序。省政府对全省近30万名公务人员进
行了3次分级、分批的集中培训，不断提高行
政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
识和能力。与此同时，我省采取多条强有力
的刚性措施，确保阳光行政、依法行政扎实
推进。

10月26日，长沙市开福区文昌阁社区，工作人员在向
居民宣传法律知识。当天，该社区举行“法制宣传进社区”
活动，使更多的居民了解法律知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
益，促进社会和谐。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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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湖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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