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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评选活动是市民群众参与法治建设的创新尝试。
从网络票选到最后颁奖，市民群众都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并纷纷为参选者点赞。

市民韩志远说，恭喜各位获奖者，你们为武汉依法治市、
普及法律知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社会进步离不开法律进
步，社会进步离不开法律人员。

网友天天向上留言，新规定、新政策、新要求、新办法、新

气象必将带来新面貌。
市民榕珈说，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基层法律工作者

是践行法治工作、守护正义的中坚力量。为他们点赞。
网友柠檬片片留言，良好的法治环境才是优良营商

环境的前提保障。向模范们学习，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服
务基层、服务社会的法治之光，武汉才能拥有良好的城市
发展环境。

28万人次参与“十大法治人物、事件、创新案例”评选活动

为营商环境提供最硬核法治保障
长江日报记者夏晶 谭在龙 通讯员荣煜

为出口型企业开展专

项“体检”，编写《“一带一

路”国际工程合规与风控实

务》帮助企业控制风险，这

些都是2019年度“武汉市

十大法治人物、十大法治事

件、十大法治创新案例”获

奖事件和案例。11日，“武

汉市十大法治人物、十大法

治事件、十大法治创新案

例”颁奖活动举行，人物、事

件和案例夯实了武汉法治

建设的基础，为优化营商环

境提供最硬核的法治保障。

十大法治人物

1.王 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选送）
2.胡继宗（武汉市人民检察院选送）
3.柳正权（武汉仲裁委员会办公室选送）
4.叶梅陵（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选送）
5.杨 斌（武汉市律师协会选送）
6.王 群（武汉市公安局选送）
7.刘五桥（武汉市公安局选送）
8.彭柏杨（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选送）
9.向永兴（武汉市总工会选送）
10.曾军莉（武汉市司法局选送）

十大法治事件

1.武汉法院优化司法流程服务营商环境（武
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选送）

2.武汉仲裁委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武汉仲
裁委员会办公室选送）

3.医疗废物智能监管系统在武汉市二级以
上医院推行，成功实现对医疗废物在医院内的可
追溯动态监控和闭环式留痕管理，有效防范医疗
废物的非法买卖和流失扩散（武汉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选送）

4.武汉市公安局圆满完成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安保任务（武汉市公安局选送）

5.保障当事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2019
年硚口区检察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75%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选送）

6.智慧赋能，科技支撑——执法监督平台推
进城管执法规范化（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选送）

7.企业境外经营合规风险排查项目在汉试
点，为出口型企业开展专项“体检”（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武汉市分会选送）

8.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88.1%，
副市长出庭应诉民告官（武汉市司法局选送）

9.制定个性化心理矫治方案——“蒲公英回
家”项目助推社矫对象融入社会（武汉市司法局选送）

10.智慧平安小区助推平安武汉提档升级
（武汉市公安局选送）

十大法治创新案例

1.挖旧案惩真凶：廖某某涉及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案办案始末（武汉市公安局选送）

2.优化环境服务民众：某市场物业管理等七
家公司合并重整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选送）

3.“名股实债”胜诉第一案：信托融资纠纷案
律师办案手记（武汉市律师协会选送）

4.监督复垦：张某某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武汉市人民检察院选送）

5.锲而不舍传播法治力量，精准助力让百姓
感受公平正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法律援助
律师办案手记（武汉市司法局选送）

6.“套路拍”第一案：摸清套路依法定性，缜密
侦破全力收捕（武汉市公安局选送）

7.新型用工形式的缩影：电商平台外卖配送
员劳动关系认定案（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选送）

8.依法行政罚没并举：置业公司违反规划许可
建设行政处罚案（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选送）

9.快捷的网上仲裁云平台：个人汽车抵押贷
款合同争议仲裁案（武汉仲裁委员会办公室选送）

10.“妇女之家”好示范：四级联动化解矛盾，
家事调解深入社区（武汉市妇女联合会选送）

获奖名单
此次评选活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和个人积极申报，经

过初步筛选，15个法治人物候选人和30个法治事件、法治创
新案例进入最终评选活动。7月1日，2019年度“武汉市十大
法治人物、十大法治事件、十大法治创新案例”网络票选活动
在长江日报官微正式上线，第一天就有5万人次参与投票，
受到广大市民群众广泛关注。为期5天的网络投票结束后，
参与人次达到28万人次。

7月31日，评审委员会召开了线下评审活动，综合了网

络票选和评审委员会投票结果，经过公示，9月7日，2019年
度“武汉市十大法治人物 十大法治事件 十大法治创新案
例”正式揭晓。

11日上午，2019年度“武汉市十大法治人物 十大法治
事件 十大法治创新案例”颁奖活动举行，刘五桥、胡继宗、
王艳、曾军莉代表获奖者发言。他们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
提到，荣誉只代表过去，要继续在本岗位努力工作，筑牢基
层法治建设的基础。

28万人次参与投票，评选活动反响强烈

2019年5月，当王先生拿到新房钥匙时喜极而泣。这一
刻他已等了4年。

4年前，王先生房款交了，却一直拿不到房，无奈之下，
他和一众业主将房地产公司告到了法院。

办案法官刘冬香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该公司资金链断
裂，导致项目烂尾。法院发现企业有在建房地产项目等相对
优质的资产，如果招募投资人注入资金，可以盘活项目。经
与企业、管理人、债权人广泛沟通协商，大家达成一个处理方
案，即拆除在建别墅，调整土地规划方案，在不影响项目整体
建设的情况下，依法征得半数以上及建筑面积三分之二以上
业主同意，增加土地容积率，吸引投资人。

2019年3月12日，东西湖区法院裁定确认该公司重整

计划执行完毕，从而实现各方权利人利益最大化。王先生终
于可以住上新房了。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武汉市分会围绕出口管制风
险、经济制裁风险、知识产权保护风险、贸易救济措施风险等
领域超过100个风险点，根据风险级别、紧急程度，对每家企
业逐一“诊断”，找准风险点，出具专属每家企业的《企业境外
经营合规风险排查试点报告》。

针对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和专业人士对于合规和风险控制的
要求越高、越细、越超前的情况，武汉仲裁委员会（“一带一路”仲
裁院）组织编写了《“一带一路”国际工程合规与风控实务》。

一个又一个优化营商环境措施的出台，为武汉优化营商
环境提供了最硬核法治保障，也是此次评选中的亮点。

为营商环境打造最硬核法治保障

“让榜样来引领，自下而上地推动法治工作，是推进一流
法治城市建设的有力保证。”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李牧在活动现场告诉记者，法学就是经验法
学，法律来源于实践。这次评选对象都来自基层，是全面依
法治市的有力表现。

李牧教授是此次活动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参加现
场评审会时，他对“名股实债”胜诉第一案记忆深刻。

该案代理律师——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李晏律师作为
获奖案例的代表，参加了颁奖。她说，名股实债是金融业和
商事活动发展过程中新近孕育出来的一种创新投资模式，并
越来越被广泛运用，但法律界对其效力却一直存在争议。本
案正是此类业务模式的一种典型体现，其裁判结果关系到本

地名股实债业务模式的发展前景，也关系到众多开展此类业
务的金融机构的权益保障。

这是湖北省内第一起对信托融资项目名股实债性质作
出肯定性评价的案例，在湖北省、武汉市都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有利于推动法律界对名股实债业务模式合法效力的认
可，也有利于推动本地金融创新，活跃金融市场，亦对名股实
债业务的开展方式和类案纠纷的处理模式提供了可借鉴的
宝贵经验。

江汉大学李卫东教授说，目前，在中国法治城市建设进程
中，武汉在研究、实践、创新等方面，都在前列。对于这次评
选，是武汉法治城市建设成果的体现，人物、事件、案例典型代
表，将引领法治城市建设向前发展，进一步助推法治为民。

群众参与评选是武汉法治建设的创新之举

2009年，武昌交通大队民警刘五桥迎难而上，在武昌火
车站周边开展交通整治，使该地区交通面貌大为改观。11
年过去了，“五座桥”温暖了无数人的心，无论是春运还是暑
运，大家总能在茫茫人群中看到“老刘”的身影。

“让每一位旅客能够按期回家，就是我最大的幸
福。”作为第一个上台发言的获奖代表，刘五桥动情地说
道。

“承办的不仅是一起案件，更是全社会对于公正法治与
美好生活的向往。”江汉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三
级检察官胡继宗说。

作为一个85后，胡继宗从检以来共办理各类案件1700
多件，无一错案，成功办理了湖北省首例长江流域非法采砂
案，通过提请抗诉追加判处拆除涉案船只采砂工具，助力长

江生态保护。
2019年，武汉市两级法院审结了被评为长江生态保护

十大典型案例的刘某等16人全国首例非法采砂涉黑案，任
某某等17人全省首例非法房产中介涉黑案，廖某某等27人
以及王某某等16人把持基层组织涉黑案等一批有重大社会
影响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谈及这些重大案件，武汉中院刑一庭庭长王艳坦言，只
有严法治，才可净风霾。

“今天的荣誉是激励也是嘱咐，我们戒毒民警仍当无畏
向前，砥砺前行。”曾军莉作为武汉市司法局女子强制隔离戒
毒所教育科民警，成立了全市系统内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
的工作室，承担了司法部优势教育戒治项目的研究与实践，
把戒毒工作不断向科学化、系统化推进。

获奖代表感言：砥砺前行再出发

市民积极参与评选让社会正能量满满

9月11日，2019年度“武汉市十大法治人物 十大法治事件 十大法治创新案例”评选颁奖仪式现场。 长江日报记者苗剑 摄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法治公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荣峰）
9 月 11 日晚 8 时 30 分，由武汉
市治庸问责办主办、武汉广播
电视台承办的全媒体监督类栏
目《电视问政：每周面对面》播
出第十六场，主题聚焦青山区
服务企业、推进民生工程相关
问题。

问题短片《民心工程难推
进 施工乱象闹人心》中，青山
区冶金片区、钢花片区、钢都
片区三大区域的“三供一业”
改造存在施工打围不规范、路
面开挖回填不及时、管道间相
互“打架”等问题，在钢都花园
125 街坊，供水改造工程甚至
已经陷入僵局，而街道、建设、
水务等部门以及项目建设方
之间存在协调不足的问题，面
对巡查员采访，均各诉各苦、
各推他处。

问题短片《决策层层转圈
圈 项目推进实在慢》中，去年
11月，武汉港化学品船舶洗舱
站建设项目的陆域工程预选址
于武汉化工区北湖产业园。由

于选址地块土地使用性质为三
类工业用地，根据省政府相关
文件要求，项目用地容积率不
得低于 1.0。但由于洗舱站特
殊的工艺流程，陆域工程方案
设计容积率只有 0.4。由于化
学品船舶洗舱站这种新型项目
没有先例可循，在解决容积率
矛盾过程中，市、区多部门之间
决策来回转，容积率问题始终
无法突破。

青山区委书记、武汉化工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苏
霓斌，青山区委副书记、区政
府区长、武汉化工区党工委副
书记刘栿堂，以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就在面对工作中的各种
矛盾和新问题时如何在各自
的岗位上履职尽责、敢于担
当、主动作为等问题，与由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
市民代表、特邀监察员、媒体
观察员等组成的“市民提问
团”对话。武汉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上官莉娜进
行了现场评析。

“电视问政”聚焦青山区民生工程推进难

部门间协调不足
供水改造陷僵局

“电视问政”第十六场，聚焦青山区服务企业、推进民生工程相
关问题。 长江日报记者詹松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荣峰）
昨晚，《电视问政：每周面对面》
对往期曝光的问题进行了追
踪，相关责任人被问责。

针对《电视问政：每周面对
面》第十五场曝光问题，武昌区
立行立改，目前，违规洗车店已
经拆除，对曝光小区180户存在
异常的房产信息逐一展开调查，
对虚假注册的企业在两周内完
成撤销。针对曝光问题举一反
三，武昌区同步启动全区大排
查，召开全区党员干部大会，刀
刃向内查找思想作风问题，如果
发现有公职人员与代办公司存
在利益链问题，将严惩不贷。

《电视问政：每周面对面》
第十二场问责处理意见如下：

针对部分农贸市场及周
边小餐饮环境脏乱差、经营不
规范，部分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进展缓慢问题，对硚口区市场
监管局、黄陂区市场监管局，
硚口区韩家墩市场监管所、长
丰市场监管所、宗关市场监管
所，黄陂区盘龙市场监管所、
武湖市场监管所，洪山区梨园
市场监管所相关责任人予以
问责。

针对全市部分政务服务机
非上班时间不能使用，部分政务
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作风懒
散问题，对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局、新洲区行政审批局、新洲区
住建局、新洲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

农贸市场建设进展缓慢
相关责任人被问责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荣峰）
民生改造工程问题杂，市民投
诉多，各环节部门本应加强协
调共同推进解决，但却各诉各
苦、各推他处。9 月 11 日晚，

《电视问政：每周面对面》播出
问题短片《民心工程难推进 施
工乱象闹人心》。

问政现场，相关街道、建
设、水务部门负责人均表示，面
对“三供一业”改造中存在的各
种问题，他们也都进行过调查、
协调、监督，但多部门间统筹协
调力度确实不够。

问政现场，青山区委常委
刘震反思，“三供一业”改造
时限紧、工作量大，虽然区里
组建了专班进行统筹协调，

但存在征求意见不细致、问
题反馈不及时、沟通协调不
顺畅等问题。

“把改造项目完成好就是
最好的答复。”青山区委副书
记、区政府区长、武汉化工区党
工委副书记刘栿堂表示，“三供
一业”改造项目推进过程中，市
民投诉确实很多。这些投诉，
既有共性化问题，也有个性化
问题，政府部门不能简单地将
这些问题“一派了之”，政府部
门自己也要担起监管的责任。

“下一步，我们通过系统化改
造、有序衔接实施、细化统筹协
调、加强居民沟通，把改造工作
做好，用实际行动给居民一个
满意的答复。”

民生工程推进难 各部门各诉各苦
青山区：用实际行动给居民满意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