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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律师协会

遵市律通﹝2020﹞39 号

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大力组织开展

民法典学习宣讲活动的通知

各律师事务所及各专门、专业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颁

布，开启了中国民事法律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

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

按照省律师协会（黔律协〔2020〕39 号）的安排部署，结合

我市律师行业具体实际，为开展好民法典学习宣讲活动，迅

速掀起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学习民法典、共同宣传民法典、

共同推进实施好民法典的普法热潮，经六届理事会第八次会

长办公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大力组织开展民法典学习宣讲

活动。现将此次学习宣讲活动组织开展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

二、学习宣传重点

（一）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法典编纂的重要指

示精神，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



2

话精神；

（二）学习宣传编纂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讲清楚实

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

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的必要要求，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

求；

（三）学习宣传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

的重要地位，讲清楚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

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

果，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和民事

权利的宣言书；

（四）学习宣传民法典总则编和各分编需要把握好的核

心要义和重要问题，阐释好民法典关于民事活动平等、自愿、

公平、诚信等基本原则，阐释好民法典关于坚持主体平等、

保护财产权利、便利交易流转、维护人格尊严、促进家庭和

谐、追究侵权责任等基本要求，阐释好民法典一系列新规定

新概念新精神。

（五）紧紧围绕服务常态化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结合新旧

法条对比，突出宣传民法典中具有时代特点和反映人民意愿

的新规定，大力宣传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涉及的产权

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劳动劳务报酬支付等一系列民事

法律知识，引导企业依法依规步入正常经营轨道。重点宣传

涉及土地承包、移民搬迁、婚姻家庭、财产纠纷、赡养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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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疗、扶贫工程项目合同签订、农民工工资拖欠等与贫

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典知识，着力解决贫困

地区法律问题，深入推进法治扶贫工作开展，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供良好法治保障。

通过学习宣传让全社会深刻认识到，民法典是一部体现

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

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

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

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引导

全社会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中国之

治”。

三、宣传对象

普法工作要面向全社会，突出抓好重点对象的学习宣传，

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一）面向全体社会成员，覆盖全社会、全行业，引导

群众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必须遵循

的规范，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

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

（二）重点抓好关键少数，推动政府机关、领导干部和

律所、律师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提高运用民

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能

力和水平；

（三）重点抓好青少年，走进校园，加强对青少年民法

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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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开展形式

（一）成立民法典学习宣讲团。

成立遵义市律师协会民法典宣讲团，宣讲团组成如下：

团 长： 令狐兴中

副团长： 牟太勇、葛河泉、池泽江、王滢钦、

张洪平、杨继光、向 东

成 员：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副秘书长、各所主

任（名单见附件）

（二）开展多种形式的民法典学习宣讲活动。

要大力支持和创新开展好以下形式的民法典学习宣讲

活动：

1. 举办民法典宣讲培训活动。协会组织培训会，培训

宣讲团成员，系统深入学习民法典，精准把握立法精神，全

面提升律师宣传民法典、实施民法典的能力和水平。

各律师事务所和各专委会，要主动开展民法典学习、交

流和研讨活动，特别是民事专业委员会要主动作为，加强和

其他专委会、科研机构、人民法院等单位（部门）的联系，

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2.开展民法典普法宣讲活动。开展民法典精准普法，

各专委会和律师事务所要以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

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为抓手，分层分类、因人

施教，以专题讲座、主题沙龙、快闪行动、有奖竞答等群众

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形式推动宣传教育，增强普法宣讲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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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各律师事务所和各专委会

要围绕民法典重要宣传内容，结合不同的受众和宣传平台，

拍摄制作短视频、微动漫、普法剧等形式的视频普法产品，

设计制作民法典宣传画册、传单、海报等纸质宣传资料，采

取“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广泛推送传播，普及民法典

相关知识。

五、工作要求

（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

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好民法

典的根本遵循，让人民群众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

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

（二）各律师事务所、各专委会要提高政治站位，全力

配合市法宣办搞好整个法治宣传工作，尽最大努力满足市法

宣办的法治宣传配合需要，推动民法典宣传教育制度化、

常态化、长效化。

（三）各律师事务所和各专委会要积极创新民法典宣

传的方式方法，讲好民法故事，传播民法知识，推动形成

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良好氛围。

（四）各律师事务所、各专委会宣讲情况要及时报送，

市律协秘书处要做好统计，文化建设专委会和秘书处要加强

和媒体的联系，适时进行宣传报道，营造氛围，扩大影响，

《遵义律师》杂志和网站要集中刊发宣讲活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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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律师协会

2020年 7月3日

附件：遵义市律师协会《民法典》宣讲团成员名单

发：各律师事务所、各专委会

报：遵义市司法局、贵州省律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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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律师协会《民法典》宣讲团成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联系方式

1 令狐兴中 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 13885299688

2 牟泰勇 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 18685213148

3 葛河泉 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 13908520817
4 池泽江 贵州宇辉律师事务所 13885220438
5 王滢钦 贵州惟瀚律师事务所 18198300003
6 张洪平 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 18608525508
7 杨继光 贵州黔龙律师事务所 13985255626
8 向 东 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 13908526336
9 李良国 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 13017491691
10 高晓萍 贵州严正律师事务所 13985691964
11 胡良刚 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 13885294498
12 郑纪刚 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 15186628886
13 罗孝堂 贵州十朋律师事务所 18985255388
14 王定科 余庆县司法局法律援助律师 13385123636
15 王 颖 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 13368660797
16 李长勇 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 13035524972
17 王澍泽 贵州上善律师事务所 18685428788

18 邓 莉 贵州与之律师事务所 18685241566
19 刘成龙 茅台酒厂公司律师 13308526699

20 李开颜 贵州遵兴律师事务所 13007878833
21 张六美 市司法局公职律师 18185058619
22 范美林 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 13017495575
23 骆泳佚 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 13595268992
24 黄 宇 贵州君磊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15120383191
25 熊定扬 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 13708520307
26 向 燕 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 13087891107
27 丁燕南 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 13312331566
28 霍 媛 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 18085237696
29 张 明 贵州上善律师事务所 15934699860
30 王 丹 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 13708516079
31 卢 骏 贵州黔信（湄潭）律师事务所 13885128151
32 张 黎 贵州宇辉律师事务所 1868521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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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苏凯东 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 13985600555
34 丁汉刚 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 13308525100
35 张旭林 贵州子丰律师事务所 18385035184
36 李泽友 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 15885658899
37 黎治忠 贵州上善律师事务所 13985244088
38 陈光国 贵州诚稳律师事务所 13908528801
39 王美德 贵州天演律师事务所 15208667706
40 徐贤芳 贵州大智律师事务所 13984284438
41 阳永林 贵州金瑞律师事务所 18908528883
42 廖锦荣 贵州崇尚律师事务所 13985235857
43 袁 河 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 13984243456
44 彭 斌 贵州遵鹏律师事务所 13368528810
45 邹建忠 贵州远度律师事务所 13308525373
46 喻随彬 贵州尊达律师事务所 13885278443
47 张 荣 贵州张荣律师事务所 13908522848
48 韩剑波 贵州桓文律师事务所 13985645501
49 邱华女 贵州藏龙律师事务所 15908523128
50 陈 列 贵州四同律师事务所 13511869988
51 唐宏灵 贵州堂皇律师事务所 13518521228
52 胡兴丹 贵州惟瀚律师事务所 18508529933
53 周国灿 贵州帝尊律师事务所 15286155570
54 颜永端 贵州聚联律师事务所 18285224904
55 蒋玉兰 贵州君上杰律师事务所 18885291118
56 沈桂旺 贵州贵达（遵义）律师事务所 15885665360
57 罗朝瀚 贵州遵兴律师事务所 13007870679
58 徐红灵 贵州唯通律师事务所 13985606225
59 程吉芬 贵州舸林律师事务所 13908527198
60 李学芬 贵州与之律师事务所 13985239516
61 敖 霖 贵州谋道律师事务所 18985239966
62 韦遵宁 贵州义遵律师事务所 13017410920
63 张文熙 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 18608526610
64 李建勇 贵州遵贤律师事务所 15348602077
65 李 力 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 13985664484
66 徐雅琪 贵州港丰律师事务所 15329716448
67 游 标 贵州标博律师事务所 18608527171
68 周 涛 贵州牧心律师事务所 13639266501
69 雷明宏 贵州庭野律师事务所 13595111595
70 郑维专 贵州维专律师事务所 1598502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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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李 瑛 贵州储瑛律师事务所 15185278918
72 李安桥 贵州厚尚律师事务所 13339626808
73 李辅智 贵州承宣律师事务所 13985605051
74 周勇进 贵州千马律师事务所 13688525000
75 赵 伟 贵州悠南律师事务所 18585220753
76 施登俊 贵州元璋律师事务所 13035524990
77 郑 勇 贵州于道律师事务所 13511812818
78 杜君恋 贵州慕远律师事务所 18685631189
79 秦国彬 贵州君磊律师事务所 13985616798
80 何 杰 贵州宣典律师事务所 15685279898
81 王代学 贵州百恒兴律师事务所 15185309857
82 李剑晨 贵州若竹律师事务所 13087877711
83 倪 伟 贵州贵弘律师事务所 13385529870
84 宋兆胜 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 13096772777
85 雷海波 贵州名城（湄潭）律师事务所 13985268625
86 刘富刚 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 13985621866
87 胡双林 贵州法渡源律师事务所 18786866598
88 王贵才 重庆山语（遵义）律师事务所 13638259200
89 王 迪 贵州藏拙律师事务所 13511800101
90 罗 扬 贵州硕泰律师事务所 13984208298
91 余明达 贵州赶超律师事务所 13087886733
92 何从伦 贵州裕品律师事务所 18085237415
93 李明文 贵州鹿鸣律师事务所 13035527116
94 严 勇 贵州名城（仁怀）律师事务所 13368520881
95 方存林 贵州止争律师事务所 13096783456
96 杨明松 贵州仁致律师事务所 13688527301
97 葛光权 贵州贵川律师事务所 13984218408
98 赵文勇 贵州山一（仁怀）律师事务所 13908523299
99 徐 旭 贵州雅实律师事务所 18982448919
100 翁恒远 贵州瀛黔（仁怀）律师事务所 15908511624
101 胡 龙 贵州与力律师事务所 15121238999
102 李平平 贵州文乡律师事务所 18608513083
103 饶 鑫 贵州山一（绥阳）律师事务所 13511829330
104 唐桢钞 贵州谐宇律师事务所 18786283960
105 孔亮昭 贵州正江律师事务所 13885254425
106 骆泽英 贵州申张律师事务所 13984998440
107 薛昌杰 贵州舸林（赤水）律师事务所 18275687585
108 蒋俊端 贵州良方律师事务所 1337852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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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赵茂杰 贵州鸿志律师事务所 15085123678
110 李定洪 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 15985203791
111 胡珊瑚 贵州名城（习水）律师事务所 18984956682
112 吴 杰 贵州山一（习水）律师事务所 18685533323
113 任秋羊 贵州多年律师事务所 15120286176
114 冯 强 贵州仁鼎律师事务所 13885241126
115 蒋 伟 贵州钧衡律师事务所 18985619111
116 刘安丽 贵州山一（正安）律师事务所 13885247266
117 韦济强 重庆华升（正安）律师事务所 13658465348
118 周政友 贵州慕道律师事务所 18984868089
119 高 刚 贵州顺世律师事务所 18085201431
120 朱 平 贵州红籽律师事务所 13985632697
121 冉龙彪 贵州正气律师事务所 13984929866
122 梁晓松 贵州大娄山律师事务所 15120181835
123 缪进贵 贵州崇遵律师事务所 13885294110
124 令狐荣飞 贵州名城（桐梓）律师事务所 15120230302
125 张绍明 贵州贵遵律师事务所 13595203002
126 吴宗湖 贵州雷霆律师事务所 18786150176
127 许跃平 贵州文冈律师事务所 13985693125

128 陈兴义 贵州名城（余庆）律师事务所 15186670428
129 李形余 贵州启领律师事务所 13087885300
130 邹启贤 贵州宇航律师事务所 18984258777
131 邓 愈 贵州子尹（务川）律师事务所 13885226163

132 申海松 贵州舸林（务川）律师事务所 13885244651
133 曾德国 重庆华升（道真）律师事务所 13996825480
134 谈 谈 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 13985642621
135 向明强 贵州庭意律师事务所 13708521288
136 王明强 贵州谋信律师事务 15085093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