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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隆重纪念笫五个“12·4”国家宪法日

2018 年度湖南省“优秀法治建设推进者”（7 个）

1、沈裕谋，男，中共长沙市开福区委书记
2、傅国平，男，中共湘潭县委书记
3、姜耀文，男，中共中方县委书记
4、陈静彬，女，中共益阳市资阳区委书记
5、刘克胤，男，中共攸县县委副书记、攸县人民政府县长
6、赵云海，男，中共桑植县委副书记、桑植县人民政府县长
7、杨志慧，女，中共保靖县委副书记、保靖县人民政府县长

2018 年度湖南省“最美公益普法集体”（10 个）

2018 年度湖南省“最美公益普法个人”（9 个）

1、段朝晖 资兴市大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2、龚美诗 郴州市苏仙区许家洞镇板子楼村退休教师
3、匡 林 临澧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记者
4、任泽渊 澧县澧阳街道办事处街道干部
5、佘眉初 �邵东县水东江镇敬爱村村民
6、吴石林 �安化县清塘铺镇龙坳坪村委会主任
7、徐 娟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8、郑国强 �新田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9、曾佳魁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7 年度省直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考评优秀单位（10 个）

1、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2、湖南省发改委
3、湖南省公安厅
4、湖南省教育厅
5、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6、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7、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8、湖南省林业局
9、湖南省知识产权局
10、湖南省妇联

柏 润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修正案》。 翻开新修订的宪法，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
鼓舞人心， 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发
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政治保
证等清晰鲜明。

宪法乃九鼎重器，是我国的根本
大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是党和
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我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切实抓好宪法的学习宣传贯
彻 ，自觉维护宪法权威 ，捍卫宪法尊
严 ，保证宪法实施 ，努力打造法治湖
南“升级版”，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

新时代 ，新宪法 ；新征程 ，新力
量。 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宪法学习
宣传贯彻活动在三湘大地迅速开展。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 宪法
的伟力在于人民群众真诚的信仰。 3 月 11 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修正案》后，在中央、省委的统一部署下，
我省把深入学习宣传实施宪法作为一项重要的政
治任务， 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紧密结合，同贯彻实施法治湖南建设纲要、
打造法治湖南“升级版”紧密结合，同推动本地区
实际工作、 解决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实际问题紧密
结合，加强领导，统筹安排，抓好落实，采取多种形
式，大力学习宣传宪法，普及宪法知识，在全省掀
起了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新高潮。

5 月 16 日，省委召开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座谈会。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出席会议并讲话， 就全省如
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提出了要求。 杜家毫
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深刻认识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
的重要意义， 把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摆在更
加突出位置，加快法治湖南建设进程，让宪法成为
全社会共同信仰的最高律令，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6 月 5 日，省委印发
《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的实施意见》，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充分认识
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宪法的重要意义， 准确把握
重点任务，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 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加强组织领导，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宪法，充
分发挥宪法国家根本法的作用。 5 月 31 日，省人
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决议》。 随后，省委宣
传部、省委组织部、省委法治办、省人大办公厅、省
教育厅、省司法厅下发《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宣发
［2018］15 号文件精神组织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
育活动的通知》，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向全省下
发《关于深入组织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的
通知》，明确了全省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指
导思想、工作重点、工作方式、工作要求等，对全省
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作出全面细致的安
排部署， 为深入推进全省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
施工作确定了工作思路，明确了基本要求，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各市（州）县（市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要求，相继召开座谈会、下发相关文件，部署
开展宪法学习宣传实施工作。 邵阳市委专门召开
市委常委会议， 对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宪法工作进
行研究部署， 该市将学习宣传宪法工作纳入年度
绩效和综治考核内容，强化各单位的工作责任，调
动工作积极性， 在全市迅速掀起学习宣传宪法的
高潮。 常德市加强对宪法学习宣传工作的督导检
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实行问题销号制度。

在学习宣传宪法中，我省抓住党员领导干部
“关键少数”，引领和带动全民学习宣传宪法工作
深入开展。

开展国家工作人员宪法知识培训学习。全省
各级党校、行政学院都开设宪法专题，共举行干
训班 400 多期，5 万多名党员干部接受了宪法知
识培训。省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院举办两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 近 10 万名党员干部
参加专题培训学习。 在网络学习课程中，开设宪
法、监察法等课程，供广大党员干部选修学习。

组织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宪法。
全省各级党委（党组）将宪法列为党委（党组）理
论中心组的重要学习内容，共组织集体学习宪法
8592 次。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省人民政府党组、
省政协党组率先垂范，带头组织开展宪法专题学
习，各地、各部门纷纷跟进。省司法厅党组高度重
视宪法学习宣传工作，多次研究全省宪法学习宣
传工作，并两次组织厅党组理论中心组扩大会议
集体学习宪法。 5 月 3 日，郴州市委邀请湘潭大
学法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欧爱民教授为市委理
论中心组进行宪法学习辅导，市委理论中心组带
头集体学习宪法，在全市起到了表率引领作用。

邀请法学专家举行宪法讲座。宪法修正案公
布后，全省共举行宪法讲座 9698 场。省法学会组
织开展“一百名法学专家、举办一百场报告会”的

“双百”活动，组织全省各高等院校的法学专家到
各市州举办宪法巡回报告会 40 多场。 省“七五”
普法讲师团组织讲师团成员到各市州、省直单位
举行宪法巡回宣讲 50 多场。 各地各单位也纷纷
邀请省内外法学专家举行宪法讲座，组织干部职
工认真学习宪法。 3月 31日，省人大常委会邀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
室主任梁鹰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依照宪法法律履职”为主题的宪
法专题讲座。 7 月 17 日，省司法厅组织召开全省
司法行政系统学习宣传宪法视频专题讲座，邀请
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周叶中教授作专题宪

法讲座。 全系统 4 万多名干部职工参加学习。 省
编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国家安全
厅、省财政厅、省交通厅、省农委等省直机关以及
省律师协会、省公证员协会、省司法鉴定员协会、
省人民调解员协会等行业组织也先后通过邀请
专家讲座、 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开展宪法学习宣
传。

将宪法列入全省国家工作人员年度学法考
法主要内容。 编辑出版《2018 湖南省七五普法读
本》， 将宪法作为今年全省国家工作人员年度学
法的重要内容，同时委托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
版专门的《宪法公民读本》和《宪法知识 200 问》，
作为年度学法必修课程，并占必修学分 25%的比
例。到 10 中旬，全省 150 多万国家工作人员参加
年度学法考法。

5 月，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省农委组织开展
全省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暨宪法集中宣传月活动，集
中一个月的时间，重点在农村学习宣传宪法。 活动
期间，在各级党委法治办、司法行政部门的统一组
织协调下，各党政部门、司法机关组织人员深入农
村、社区、集市、学校，采取发放资料、巡回宣讲、张
贴标语、知识抢答等形式，重点向农村、城镇居民
和中小学生开展声势浩大的宪法集中学习宣传活
动。

9 月 25 至 30 日，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省教
育厅、团省委在全省中小学校组织开展以“学习宪
法法律、做最美守法少年”为主题的青少年法治宣
传教育周活动，集中一周的时间，向全省青少年学
习宣传宪法。 9 月 20 日，在岳阳市四中行守法礼仪
式， 组织该校 400 多名中学生面对宪法进行集中
宣誓。 9 月 25 日，在长沙市南雅中学举行全省青少

年法治宣传教育周活动启动式， 组织该校 400 多
名高一学生朗诵宪法条文，举行守法礼仪式。 活动
期间，各地各学校通过举行宪法知识讲座、开展宪
法晨读、举行守法礼、成人礼等活动，对全省青少年
开展了一次深刻难忘的宪法宣传教育。娄底市大力
推进“法律进校园”活动，组织开展中小学“学宪法
讲宪法”主题演讲比赛，组建娄底市“律师进校园”
法治辅导团，深入学校宣传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各地还集中时间广泛开展宪法学习宣传进军
营、进监狱、进景区、进市场的活动，营造了良好的
氛围。 据统计，全省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暨宪法集中
宣传月、全省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共开展送法
下乡 3866 次，进校园 7395 次，发放宪法知识宣传
资料和图书 240 多万份， 制作宪法知识宣传栏
8162 期，举行宪法知识竞赛 4000 多场，切实让宪
法走进基层，走进群众，走入老百姓日常生活。

我省充分发挥互联网方便快捷、受众面广、社会
影响大等优势，通过互联网组织开展宪法学习宣传，
有效拓展了宪法学习宣传的覆盖面。 省委法治办在
门户网站———法治湖南网，开设“学习宣传贯彻宪法
湖南在行动”学习宣传专栏，专门学习宣传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依法治国论述和宪法知识， 报道宣传省内
外学习宣传贯彻宪法的工作情况和典型经验。 在其
普法公众微信“微言说法”，不定期推送宪法知识微
信。 今年来， 全省共开设宪法学习宣传网络专栏
1980 个， 微信公众号播发宪法知识微信 32574 条，
各级报刊、电视台宣传报道宪法学习宣传工作 2532
次。 新闻媒体在学习宣传宪法，普及宪法知识，提高
全民宪法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举行网上宪法知识学习竞赛活动，以赛促学，增
强宪法学习宣传效果。 5 月至 7 月，省委法治办、省
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联合开展党内法规
网上学习竞赛活动，将宪法和《监察法》作为学习竞
赛的主要内容， 全省 20 多万党员参加了网上学习

竞赛。 并组织 17 个代表队进行现场比赛，决赛在红
网进行网上直播。 5 月至 10 月，省委法治办、省司法
厅、省旅游局组织开展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增强
全民法治观念”为主题的“你学法我送票·锦绣潇湘
（娄邵怀）任你游”法律知识竞赛活动。 全国有 80 多
万人次参加法律知识竞赛， 近万名群众获得价值
1800 元的“你学法我送票一卡通”奖品。衡阳市组织
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副科级以上干部、 市属企业班子
成员，开展“法润衡州 与纪同行———宪法、监察法和
党内法规集中学习宣传竞赛活动”，并举行宪法知识
现场竞赛活动，全市 19 个代表队参加现场竞赛。

组织“我与宪法”视频征集展播活动。 根据司法
部、 国家网信办、 全国普法办的有关通知，5 月至 9
月，我省组织开展以“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为主题的“我与宪法”视频
征集展播活动。 全省各地各单位踊跃参加视频征集
活动，共报送各类视频作品 89 个。 经过认真审查筛
选，我省向司法部推荐候选优秀视频作品 40 个。

认真落实宪法宣誓制度， 举行宪法宣誓活
动。 3 月 26 日，省政府举行第二批 66 名国家工
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
向群主持宣誓仪式，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担
任监誓人。5 月底，株洲市政府举行首次宪法宣誓
仪式，株洲市委副书记、市长阳卫国担任监誓人。
市政府 2017 年以来任命的 51 位国家工作人员
面对宪法庄严宣誓。 通过举行威严庄重的宪法宣
誓仪式，提高了宪法在公民心中的地位，增强了
全民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对宪法的敬畏感，激发
了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自觉遵守
宪法、维护宪法的责任意识。

加强宪法实施，确保宪法在三湘大地落地落
实。 5 月 31日，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决议》，对全省各级国家机
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如何贯彻执行宪法提出具体
要求，要求全省各级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特
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宪法，切实
增强法治意识， 弘扬宪法精神， 尊重宪法权
威， 坚持以宪法为统领推进法治湖南建设，
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
行。 郴州市桂阳县人大在学习宣传和贯彻
实施宪法中，健全工作机构，完善备案审查
工作机制。 县人大决定设立县人大常委会
法制委员会，并委托法制委员会起草《桂阳
县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

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做到有件
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保证宪法法律在全

县正确实施。
今天是第五个“12·4”国家宪法日。“12·4”国

家宪法日暨法治湖南建设年度盛典正在省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将我省宪法学习宣传贯彻不断
推向深入。 全省各行各业奋力在学懂弄通上下功
夫，在贯彻落实上做文章，争当“尊崇宪法、学习
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表率。 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新修订的宪法，普及宪
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宪法
意识，让“宪法之光”照耀三湘大地，为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12·4”国家宪法日暨法治湖南
建设年度盛典宣传展示名单

高 位 推 动
精心谋划部署

“关键少数”起表率

宪法宣传入民心

多措并举学宪法

注 重 实 效
宪法落地落实

1、长沙孟妈妈青少年保护家园
2、洞口县禁毒协会
3、湖南师范大学法律义工团队
4、湖南省图书馆
5、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

6、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
7、华容县花鼓戏协会
8、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湘潭大学法律诊所
10、资兴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突 出 重 点

集 中 时 间

创 新 形 式

宪法宣传走进益阳南洲镇南洲村。

辰溪县举办法治诗歌大赛。

怀化市宪法宣
传进乡村。

“学习宪法法律，做最美守法少年”青少年
法治宣传教育周活动。

———全省学习宣传贯彻宪法纪实

奋进新时代 筑梦新征程

1 月 8 日 ，株
洲市新当选国家
工作人员向宪法
宣誓。

� 5 月 24 日，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组织召开
省“七五”普法讲师团学习宣传宪法座谈会。

� 7 月 17 日，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学习宪法专题讲座。

4 月 13 日 ，
株洲市组织新入
职执业律师进行
宪法宣誓。

常德市宪法宣传进社区。 （本版照片均由省司法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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