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④④

①开展法治宣传。

②纠纷调解后，群众向黄兴

镇司法所赠送锦旗。

③2019 年长沙县司法局金井司

法所获评“全国先进司法所”。

④2019 年，长沙县开展了多场

普法宣传进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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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5 日，长沙县某砂石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来了近30人讨要说法，在长沙县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的介入下，一场冲突
得以平息。

原来，8月29日下午2时30分许，长沙县
某砂场工作人员邓某某在巡查过程中于白沙
河边发现黄某某衣物，推断其疑似溺水，砂石
公司负责人了解情况后迅速开展救援打捞。
虽开展了抢救，但黄某某仍离世。情绪激动
的黄某某家属到公司讨要说法，要求赔偿。

长沙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接到求
助后，立即赶赴现场。经过一番劝导，家属的
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在双方当事人意见不能
统一的情况下，调解员对比分析双方当事人
的心理及预期目标，从法理与情理角度出发，
分别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最终双方合
情合理达成协议。

这是长沙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使公
共法律服务更贴近人民群众需要的一个

缩影。
组织专业法律人士，联合社

区、村乡贤达人，引入第三方
调解组织，长沙县不断开

展人民调解进妇联、进
医院、进拆迁工地、进

残联等特色工作；长
沙县率先全省设立
了人民调解救助
基金，用于救助贫
困 的 纠 纷 当 事
人。通过不断创
新人民调解方式
方法，强力推进人
民调解工作“落地

开花”，使各类矛盾
纠纷有效化解，为社

会稳定发挥了“稳压”
作用。2019 年，长沙县

司法局各级调解组织共排
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3550

件，调处率100%，成功率达99%，
未发生“民转刑”案件。

2019 年以来，长沙县司法局大力实施
法律援助“应援尽援”惠民工作，对农民工、残

疾人、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等群体，开通法
律援助绿色通道，并加大对工伤赔偿、劳动纠
纷、人身损害赔偿、赡养、抚养等群众最直接
最关心的维权事项。2019年，该局共受理援
助案件400件。

为了更进一步提升工作实效，推动“互联
网+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建设，长沙县司法
局探索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的线上管理模
式。2019 年 8 月，长沙县村（社区）法律顾问
管理系统全面上线。该系统是全省首个针对
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的互联网管理系统，
它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从
多维度对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进行综合考
评。自投入使用以来，为村（社区）、顾问律
师、司法行政机关搭建起了便捷的沟通平
台。全年73名法律顾问为203个村（社区）提
供法律服务 600 余次，参与调解 40 余起，开
展法治宣传 20 次，开展其他法律服务约 30
次。

2018 年，网络上一部微电影《重生》，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一名社区矫正人员在金井
司法所工作人员不抛弃不放弃的真情改造
下，终于彻底悔过，并在危急时刻奋不顾身，
挽救了他人的生命，实现了从一名伤人罪犯
重生为一个见义勇为的好人。

如今，社区矫正工作早已从“单兵作战”
变为“团队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已成为
长沙县社区矫正的鲜明特色。建立了社区矫
正的志愿者队伍，用志愿者参与和专业化团
体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系列阳光志愿行
动、心理辅导；在长沙市率先依托企业成立了

“社区矫正培训就业基地”和“社区矫正公益
劳动基地”开展就业指导等服务。

人民调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
线”；“没有围墙”的改造帮助社区矫正人员顺
利回归社会；法律服务利民惠民……这一年，
长沙县司法局立足职能，在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而司法
所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一线平台和重要窗
口，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该局现有 18 个司法所，其中，金井司法
所获评全国先进司法所；泉塘司法所获评全
省司法所工作表现突出单位；北山司法所所
长董建伟同志获评全省优秀司法所长。

为民司法守初心为民司法守初心
————长沙县司法局长沙县司法局20192019年工作回眸年工作回眸

朱朱 珠珠 欧阳倩欧阳倩

获评获评““全国全国‘‘七五七五’’普法中期先进普法中期先进
县县””，，全力铺排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铺排助力优化营商环境，，获评获评
全国先进司法所全国先进司法所，，实现矛盾纠纷调处率实现矛盾纠纷调处率
100100%%，，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对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对
长沙县司法局而言长沙县司法局而言，，20192019年是满载收获年是满载收获

的一年的一年。。
这一年这一年，，站位更高站位更高，，意识更强意识更强，，担当担当

更实更实————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体系。。在长沙县在长沙县，，一场场贯彻落实党的一场场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会议在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会议在召开，，长长

沙县司法人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沙县司法人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
这一年这一年，，探索更多探索更多，，路径更宽路径更宽，，思路思路

更清更清————
在省市上级组织的统一部署下在省市上级组织的统一部署下，，长长

沙县司法局不断改革创新沙县司法局不断改革创新，，服务发展服务发展，，保保
障民生障民生，，走出了一条有特色走出了一条有特色、、有实效的司有实效的司
法为民之路法为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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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工作重点布局到哪里，法律服务跟
进到哪里。

目前，长沙县已进入区县一体的全面融合
期。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长沙县产城融合、产
业融合、城乡融合、区县融合的大格局持续推进
改革与发展。对司法行政系统来说，服务和保障
经济发展，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这也是一个全
新的课题。

结合省市提出的“产业项目建设年”、“营商
环境优化年”为抓手，长沙县司法行政机关击鼓
催征，主动作为，立足自身优势，竭诚服务。

早在2019年初，一场针对产业园区、重大项
目等领域的大走访、大排查部署开来。企业经营
者和职工之间是否有矛盾纠纷？企业与政府是
否畅通？长沙县各个司法所组织各调委会和人
民调解员开展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涉企领域成
为重点。

最大的温暖莫过于雪中送炭。
“感谢你们加班加点为我们排忧解难，这个

事拖了半年多，要不是司法所促成我们达成协
议，这次投资真要亏大了。”日前，长沙县一家企
业的负责人向调解员道谢。

此前，他所投资的项目因涉及到多方面原因
需要拆除退出，但合伙人因对补偿款意见不一，
分配方式存在较大分歧。司法所调解员得知情
况后，在前后一个多月里，组织双方多次开展调
解工作，释法明理，双方最终签署调解协议。

如今，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已是司法行政系
统的常态。据了解，2019年1月至12月，共办理
涉及优化营商环境行政应诉案件 7 件，其中 5 件
已结，无一生效败诉判决；至今无涉及优化营商
环境行政复议答复案件。

“法治是优化营商环境这栋高楼大厦的根
基。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更需要为企业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在长沙
县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看来，“点多、面广、线长、量
大”一直是人们对司法行政系统工作的直观印
象。如何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主动作为，如何
更高水平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彰显着司法行政
人的担当。

按照“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原
则，长沙县司法局对县政府 20 余件规范性文件
进行合法性审查，报备的及时率、规范率、报备率
均达到100%，无一件因违法被撤销或宣布无效。

同时，深度参与荣盛项目规划调整补偿、福
中福公司因区划调整遗留问题、国有平台公司转
型等县内重点工作，切实防控政府决策风险；为
万家丽高架（北延线）及电力隧道建设提供法律
咨询服务，助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深入研究长
龙街道委托运营有关事项，厘清委托管
理中的权利义务，防控监管风险；全
程参与长沙县第二机械厂拆
违、绿心整改项目谈判，为化
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出谋划策……

行政执法是否严
格规范公正文明，直接
体现着各级政府依法
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
的水平，关系着人民
群 众 的 法 治 获 得
感。2019 年以来，长
沙县司法局还对执法
任务较重、与民生关系
密切的公安、交通运输
等多家行政执法部门，组
织开展了行政执法监督专
项检查，通过对工作不到位
的单位及时发出行政执法监督
意见书，切实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围绕大局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上主动作为

用法治的意识去解决生活中的难事，用法
治的方式去处理矛盾，靠的远不是躺在宪法上
的条文，而是一次次的司法人的宣讲，一个个
形式多元的活动，一个个建设在民众家门口的
普法阵地。

在长沙县，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普法新格局逐步形成。

——对象不同，普法内容不同。

长沙县大力推进“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
并将之作为落实“七五”普法规划的重要抓
手。针对学生群体，长沙县司法局开设“青少
年法治教育讲座节目”、编印《青少年法治宣传
教育读本》小学、初中、高中三版等；启动“法律
服务老年人”活动，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专题培训等；针对领导干部，更是多次协调组
织集体学法会议，提高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

——载体在变，普法的初心不变。
2019 年 12 月 4 日，4 辆“特殊身份”的公

交车从长沙县通城广场出发，它们充当着流动
的普法“宣传员”往返于城乡，打通着法治文化
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公交车车身、车内，都
装饰着法律知识条文，坐着车阅读这些小知
识，有趣。居民杨麓说。

流动法治春风化雨开展宣传，固定法治文
化阵地则如雨后春笋。2016 年以来，长沙县
以农村乐和大院为基础，背靠影珠山等县域旅
游资源，打造由 16 个公园组成的农村法治文
化公园群。

2018年，长沙县高标准、高起点打造县级
示范性法治文化主题公园，形成城区标志性景
观。在法治文化公园(广场)，名人名言和法律

经典让市民在法治的熏陶中遨游；法治石刻，
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传播法律常识；在
法治科普长廊内，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知识随处可见。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宣传方式更
灵活。

通过法律法规知识竞答、幽默风趣情景
剧、面对面答疑解惑及实践义务劳动，多种别
开生面“接地气”的宣传形式，吸引了附近居民
和来往游客驻足参加、观看；借助一场场群众
文化活动，朗诵、楹联原创、“三句半”、话剧等
不断呈现，老百姓自导、自演、自编，在喜闻乐
见中开展法治宣传。

“普法宣传的核心，就是要离老百姓再近
点、形式再活点，内容再多点。”长沙县司法局
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据了解，该局还创造性地提供精准普法课
程，由县内法院法官、知名律师、市委党校教
师、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教师等组成的 18 人

“普法讲师团”，实行“菜单式”授课模式，单位、
学校点单预约普法课程，讲师团应约送讲座知
识上门，形成“你点我讲，按需授课”的普法模
式。目前讲师团已经完成100余个课程点单。

做优服务 在基层治理上延伸触角

着眼平安 在普法宣传上创新举措

法治公园内法治公园内，，随随

处可见的法治元素处可见的法治元素。。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