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湖南省贯彻落
实 <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 > 实施办
法》（湘办发[2017]31 号），充分发挥党政主要负责人在法治建设中组织
者、推进者的作用，中共湖南省委法治湖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司
法厅在全省组织开展了“十佳法治建设推进者”评选活动。 在市州推荐、
考察采访、民意调查、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评审会评审，现将全省“十
佳法治建设推进者”拟定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5 天（11 月 20 日至

25 日），欢迎社会各界予以监督。

监督电话：0731-84586183
� � � � 电子邮箱：fzxc168@163.com
� � � �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 5 号湖南省司法厅

中共湖南省委法治湖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20 日

关于全省“十佳法治建设推进者”
评选结果公示

全省“十佳法治建设推进者”拟定名单及事迹简介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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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超群，男，42 岁，博士，长沙市经
开区工委书记、长沙县委书记。

他坚持把依法治县作为长沙县未
来发展的重大战略。 为落实依法治县，
长沙县制定了县委领导班子“三重一
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重大决策、重要
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
使用等事项， 均遵循会议集体决策原

则，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
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
重大决策法定程序。 2017 年，长沙县全
面开展“清风星沙”三年行动计划，曾超
群要求在现行的经济指标、环境指标等
基础之上增加一个法治指标，督促全县
各级各部门不唯经济指标马首是瞻，将
法治建设作为政绩衡量的重要标准。

彭新军，男，54 岁，本科，茶陵县委
书记。

在茶陵“铁牛精神”的激励下，他将
法治信仰融入灵魂， 落实到了具体工作
中。他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茶陵先后出台
了《县委全会工作规则》《“三重一大”事
项集体决策制度实施办法》《投融资管理
办法》等 70 余项制度，做到用制度管权、

管事、管人。 在法治宣传教育上，特别注
重创新和实效，积极探索“互联网 + 法治
宣传、文艺汇演 + 法治宣传”等方式，真
正做到受众在哪里， 普法的触角就伸向
哪里。 近年来，茶陵先后荣获“全国法治
县创建活动先进单位”、“全省平安县”、

“全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县”、“全省
‘六五’普法先进县”等荣誉称号。

胡海军，男，46 岁，博士，湘潭市岳
塘区委书记。

他带头尊法学法守法，当好推进法
治建设的组织者、落实者、践行者。积极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法安天下、德润人
心”的治国理政思想。坚持法治操守，以
言行影响身边干部群众，让法治深入人
心。积极推动法治实践，落实会前学法，

重大决策依法，用法治思维解决民生诉
求， 依法妥善化解了涉及企业改制、征
地拆迁等方面的难点问题，用法治护航
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积极推动社会治
理法治化， 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主
政的两个县市区先后荣获全国法治县
（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和全国“六
五”普法先进县（市区）。

杜登峰，男，45 岁，大学文化，祁东
县委书记。

他把严格依法行政作为自己的行
动自觉，“重视法治建设、 严格依法办
事、维护司法权威”是这位县委书记身
上的显著标签。 他率先垂范，引领全县
干部群众共同尊法守法奉法， 狠抓学
法制度落实， 全面推进政府法律顾问
制度，坚持依法与便民相结合，推动全
县各级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制度。 近三年

来，县委、县政府举办重大决策听证会
达 27 起，确保全县各类涉及国计民生
的重大事项都能依法依规运行。 他善
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各类
复杂矛盾和问题，他提出的“三心”化
解信访问题为依法治访找到了新的途
径。 他主导依法解决了该县黄花集团
的破产问题，为 2000 多户黄花菜农户
挽回经济损失 2000 多万元，开创了民
营企业破产新模式， 被省相关部门列
入经典案例。

罗建南，55 岁，大学文化，城步苗族
自治县县委书记。

突出“法治创建”抓手，成立县法治
创建指挥部，担任指挥长，切实强化了
全县各级各部门法治建设职责，推动建
立了县、乡、村全覆盖的法治建设组织
网络。 在罗建南同志主持和推动下，城
步进一步健全了县委常委会、委员会议
事规则，完善了“四重一大”集体决策机

制； 同时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权限，
推动修改完善了《城步苗族自治县自治
条例》，推动出台了《林业管理条例》《奶
业管理条例》《民族风格建筑条例》等法
规，推动“法治城步”建设的基础进一步
夯实，效果进一步展现。 2014 年城步成
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县”，
2015 年被评为“全国法治创建活动先进
县”。

陈阁辉 ，男 ，50 岁 ，大学文化 ，岳
阳市岳阳楼区区委书记。

他始终坚持把法治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纳入了全区发展总体规划和
区委、区政府综合绩效考核范畴重点
推进。 运用法治思维开展工作，让岳
阳楼区创下多项“楼区经验”“楼区样
本”。 2016 年，楼区共动迁群众达 1.5
万户，腾地 36 万平方米，实现了征迁

工作零信访、操作程序零违规、拆除
安全零事故。 坚持行政负责人应诉制
度， 近 3 年区政府先后出庭应诉 36
起，一批矛盾纠纷依法有效化解。 岳
阳楼区实施的“网格化 + 综治视联网
+ 公安视频监控网”警网一体化改革
经验被全国推介，为岳阳市荣获“全
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作出重
要贡献。

罗建华，男，55 岁，大学文化，永州市
委常委、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他在全县提出“法治是社会秩序的
根本保障”，将法治建设作为创新社会治
理的有效举措，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予以重点推进。 在他的主导下，县委先后
出台《关于支持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
权的意见》、《关于支持人民法院基本解
决执行难的意见》。 今年来县法院受理
1200 多件执行案中， 成功执结 900 多
件。 通过建立法治创建责任制，积极推进
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事务公开，

大力加强法治公园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优化了经济发展环境。 注重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发展、化解矛盾、
维护稳定， 通过推动组建企业法律顾问
团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为重点工程
项目建设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服务； 通过
与周边三省六县建立边界协作机制，实
现了连续十年无边界矛盾纠纷； 通过加
强法治宣传教育， 引导涔天河水库扩建
工程的 6535 户 27471 人实现和谐移民，
取得了“零上访”的良好效果，得到水利
部领导的高度评价。

黄峥嵘，女，45 岁，研究生，资兴市
委书记。

她坚信“发展靠法治、 稳定靠法
治、民生靠法治”，坚持把抓法治建设
作为重要履职内容， 将法治资兴建设
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
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部署，同步推
进。 她积极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职责， 大力推行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
委试点工作，主持出台《市委、市政府
重大决策失误纠错和责任追究办法》

等规范性文件， 有效规范了党委政府
权力运行。 她高度重视基层依法治理，
将法治建设工作纳入了对乡镇 （街
道）、 机关单位年度综合绩效考核体
系，全面推行村（社区）“四议两公开”
等民主评议制度，推行“一村（社区）一
法律顾问”制度，有力推进基层民主法
治建设进程。 资兴市被中央综治委授
予“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长安杯”，
2015 年被评为“全国法治县（市区）
创建活动先进单位”。

熊哲文，男，48 岁，本科，安化县委书
记。

自 2013 年主政安化以来， 一直紧紧
围绕“争创法治益阳先导区、构筑法治安
化新高地”的目标，积极推进法治安化建
设。 担任县长、县委书记这 5 年，他十分注
重运用法治思维、 法律手段推动工作，先
后完成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行政许可裁

量权基准、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治审核等
一系列行政执法基础性制度的建设，全县
行政执法水平显著提升。从 2014 年开始，
安化县 28 家单位联合开展的“法律大篷
车”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精
准普法”，得到司法部肯定。“水上法庭”的
设立更是将法庭开到了百姓家门口，打通
了法律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向恒林，男，45 岁，研究生，泸溪县委
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基层司法所长出身的他除了心怀一
本“脱贫经”，更有一本“法治经”，在全县
谋划“十三五”脱贫攻坚蓝图中，在“四个
泸溪”建设进程中，法治建设占据重要的
地位。 他主导完善政府科学决策机制，确
保“做正确的事”；严格规范行政行为，确
保“正确地做事”；强化执法责任制，确保
把“正确的事办好”。 他在决策中坚持“三

不制度”：重大行政决策未听证的不决策、
未经合法性审查的不决策、未进行风险评
估的不决策。 在他主导下制定了《泸溪县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等五个规范性文件，将“法治泸溪”的
建设任务分解到 55 个成员单位，并以规
范性文件的形式公开发布。在全国普法办
开展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征文活动
中，他撰写的《当前县级行政执法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获得了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