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4日是全国法治宣传日， 每年的
这天晚 8：00，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 道
(CCTV-1)将推出大型专题晚会《法治的
力量———年度法治人物揭晓暨颁奖典
礼》， 这已是连续十年举办的大型媒体评
选活动。如今，由全国普法办、中央电视台
主办的中国法治人物评选活动已经成为
具有品牌标志的全国性大型年度盛典。

三湘华声全媒体作为该评选活动央
视在湖南地区的唯一合作媒体，继去年牵
手央视共同评出“十年法治人物”和“十年
法治人物特别贡献奖”后，今年7月启动了
2011《CCTV中国法治人物湖南十佳》评
选活动。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三湘华声全媒体
收到了来自公众和单位推荐的湖南法治人
物上百人。经专家评委团评审推荐，评选出
20名候选人。 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但
他们都承载了湖南法治进程中的点滴进步，
他们用实际行动推动了湖南的法治进程。

现将20名候选人的名单公示如下，公
示期三天，欢迎社会各界进行监督。监督
电话0731-84326110。随后，我们将公布
投票方式，公众可通过网络、短信等方式，
对你心目中的湖南法治人物进行投票，综
合群众投票和专家评委团意见后，推选产
生湖南十佳法治人物。十佳获奖者将报送
中央电视台，参加2011全国年度法治人物
的评选。

■记者 尹挺 龚化 见习记者 陈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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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产业加速“渗透”省内二线城市
爱思特湖南开第四家医院，整形“航母战斗群”成型

规模

衡阳最大整形医院 9月亮相

据了解，9 月启航的衡阳爱思特医疗
美容医院选址于衡阳最繁华的蒸阳南路，
医院总面积 6000 余平米， 以五层楼的统
一一体化标准建筑构筑衡阳地区最大整
形医院。

医院内部的接待大厅、 形象设计室均
按照五星级酒店的标准装潢设计， 在科室
建设上， 衡阳爱思特设立了整形美容外科
中心、非手术整形中心、明星激光美肤中心
等多个专业科室， 建设有 4间现代化手术
室， 同步引进美国科医人王者之心 MⅡ，
Medlite�C6等大批国际尖端美容整形设备，
同时，衡阳爱思特将同步共享爱思特医疗
美容国际连锁机构的强势医师资源。将围绕长沙“旗舰”的第三家医院选在

衡阳，爱思特表露了“深挖”湖南的决心。
从区位上来看， 衡阳爱思特处于 3+5城

市群，距离长沙 3小时车程。 在版图上，衡阳
爱思特地处南端，与北边的常德、岳阳机构成
“铁三角”之势，长沙爱思特正位于三家中心。

衡阳爱思特开业后，万贤德的“航母战
斗群”构想也初现雏形。

从市场来看， 至 2010 年， 衡阳市 GDP

达到 1420亿元，同比增长 15.1%，这意味着
衡阳经济综合实力时隔多年再次跻身全省
“第一方阵”，更重要的是，其经济发展驶入
“快车道”。

用一位本地人的话说， 衡阳人现在有
钱，爱美，以经济发达程度为基础的整形行
业当然可以“速来”。

万贤德的考虑是，作为往南的“桥头堡”，
衡阳机构将把爱思特的品牌影响力覆盖整

个湘南。
此外，作为省内二线城市，衡阳暂无国

内大型整形机构入驻，爱思特进入的是市场
“蓝海”， 这样的先发优势将让其在未来的
“二线”争夺战中，占领制高点。

据记者了解，多家大型整形机构已经开
始试图向下渗透。

“未来三年内，谁在省内二线城市的扩张占
优，谁就会获得话语权”，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衡阳爱思特的开业，意味着爱思特集团
湖南“区域连锁”模式已经初步成型。

万贤德介绍，“在国外，连锁医院经营模
式是趋势，前两年美国商业周刊评选出美国
50 家业绩最佳的公司前 10 强中有 4 家是
连锁医院。 ”

在国内，由于经营成本高，盈利能力差，

中、小医院很难形成规模经营，所以，爱思特
是国内整形连锁医院经营模式的先行者。

而在湖南， 爱思特将以长沙为中心城
市，为“航空母舰”，地州市的连锁医院为
“巡洋舰、驱逐舰”，形成战斗集群，辐射整
个湖南。

据了解， 爱思特集团共用一套管理班

组，这样的连锁经营模式不但能实现医疗设
备、专业人才的共享，更能把一线城市的整
形理念、整形技术传播到地州市。

“让求美者在家门口接受手术，就能获
得一流专家带来的整形效果”。 万贤德说。

爱思特的湖南布局并未结束，万贤德透
露，第九家机构已经在怀化、郴州等地选址。

爱思特要“整”出个什么局面？
10 多家大中整形机构，“挤” 在长沙，

将一场“美丽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爱
思特却将目光投向省内二线城市。

在常德、 岳阳先后落子后，9 月 5 日，
爱思特宣布将全国第八家、省内第四家医
院放在衡阳，其湖南“美丽版图”也因此稍
露端倪。

“以长沙为中心，周边选择多家 3 小时
经济圈内的经济发达城市布点，形成航母
战斗群”，爱思特董事长万贤德说。

据了解， 该医院会在本月内开业，爱
思特美丽代言人钟丽缇将到场揭幕。

衡阳布点 “深挖”湖南

区域连锁 初步成型

活动

来和钟丽缇一起走秀吧

在 9 月的开业活动上，衡阳爱思特医
疗美容医院将邀请钟丽缇女士出席开业
盛典。

据悉，这也是钟丽缇女士第一次来到
衡阳，与衡阳爱美者进行互动。

在开业活动举办之前，衡阳爱思特将
在雁城举行“全城爱美丽”活动，在衡阳报
名者中间遴选出六位最能代表衡阳地域
特色的名媛。

她们不仅将获赠价值万元的消费礼
券，更会在开业活动当天受邀随同钟丽缇小
姐走上红地毯， 与国际顶尖级男模一起走
秀，展现出衡阳女性青春靓丽的风采面貌。

记者 邢云

CCTV2011年度中国法治人物评选，湖南20名候选人公布

请你投票评选湖南“法治十佳”

衡阳爱思特9月开业。

主办：全国普法办 中央电视台
承办：三湘华声全媒体

CCTV中国法治人物湖南十佳评选
候选人事迹展

法治事迹

为弱势群体不因无力维权而哭泣，在湖南律师行业首倡成立民间法律援助机构。

从警三十年，破获案件上千起，破解难案悬案上百宗，是全国刑事技术专家，被老百姓称为
“神探”。

率先开展服务型政府法制化研究，为法治湖南建言献策，引起湖南省委高度重视。组建
课题组，对长沙市三十二部地方规章进行立法清理。

从事刑侦工作的15年中，共出勘各类案件现场2000余起，侦破、办结了各类重特大疑难
案件达200余起。

郴州打黑英雄，打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郴州最大的涉黑团伙。

以关心弱势群体为着力点，积极倡导并参与法律公益援助活动。

先后组织起草了4部消防地方法规、标准；参与起草了3部部委行政规章。

帮助在外省蒙冤受屈的“死刑犯”无罪释放并获国家赔偿；资助贫困学子数十年如一日。

以创新理念首倡“心态建设”。如今，社会心态建设已被正式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

带领学生，以教学改革为手段，通过个案推进法治建设进程，先后推动了废除“驾考合一”
制度、删除教师招考中的“身高歧视”、取消“夫妻投靠户口不合理条件”等法治事件。

他被誉为三湘检察第一“捕快”， 成功追捕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40余名。

15年义务参与湘鄂黄山周边五乡镇的联合调解年会工作。以74岁之高龄，化解矛盾30
余起，法制广播讲座60多场次，受众达十多万人次。

23年护送学生横过斑马线，他所坚守的斑马线被称为“爱民斑马线”。

2004年在全省率先推行刑事和解制度。

1999年被检查出身患舌下腺癌，出院后的第十天，带病走上工作岗位。先后三次将升迁
的机会让给他人，自己甘愿做一名普通干警。

“学者型警察” ，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库》等媒体出版、采用。

十多年来，他见义勇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90多次，身负重伤29处，因重伤住院
18次。

让众多毒贩闻风丧胆的“缉毒先锋”，破获重特大贩毒案件。

在桑植群山中建立流动法庭。他曾背着国徽走遍200多个村庄山寨，行程5万余公里。

将负资产的社区发展到拥有近千万元资产社区；也将“闹事窝”转变成全国安全文明社区。

候选人

陈平凡

胡景波

蒋建湘

李 博

李长跃

李春光

廖奇

刘有仁

马贤兴

欧爱民

潘杰

潘能震

沈国初

谭剑辉

唐如业

唐雄伟

王章财

吴佐权

向恩林

张国庆

所在单位、职务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致公党湖
南省委法律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湘潭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中南大学法学院院长

湘西自治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调研员，现挂
职任郴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湖南海天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湘潭市公安消防支队支队长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三处副处长

宁乡县人民法院院长

湘潭大学教授

衡阳市石鼓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安乡县安生乡政府退休干部

常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警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衡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长沙市公安局
执法监督支队副支队长

慈利县澧西驾校校长

张家界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

桑植县信访局副局长

长沙市天心区
金盆岭街道天剑社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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