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澧县退养提质后三类水质水源地水库。 临澧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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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王芳 黄建波）近
日召开的临澧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 32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临澧县政府
《关于法律援助工作情况的报告》，出席
会议的委员们一致认为：法律援助工作
的开展，不仅让弱势群体“用得起法 ”，
伸张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而且密切了党
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效地维护
了社会稳定。

法律援助是国家和政府为保障经
济困难的公民获得法律咨询、 代理、刑
事辩护等的无偿服务。临澧县法律援助
中心自成立以来，不断建立健全各项规
章制度和法律援助网络，对法律援助申
请人的申请实行统一审查、 统一受理、
统一指派和办理，使辖区内的弱势群体
获得了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 。 近 3 年
来， 共办理各种法律援助案件 761 件，
援助类型涉及刑事辩护、 行政代理、民

事代理、劳动争议和工伤赔偿等多个方
面。 通过法律援助，使困难群众真正体
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取得了很好
的社会效益。

为进一步促进法律援助工作深入
开展，近年来，临澧县人大常委会不断
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力度，将其
作为法律监督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先
后多次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代表认
真学习《法律援助条例》，对条例的执行
情况进行专题视察和调研。 今年，县人
大常委会又召开第 32 次会议， 专题听
取和审议了临澧县司法局受县人民政
府委托所作的法律援助工作情况报告，
要求县政府将法律援助作为建设和谐
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加大宣传力度，
加大投入力度， 加大人才引进管理力
度，加大部门配合协作力度，确保弱势
群体能平等地得到法律保护。

临澧县人大常委会:
开展审计整改 提高监督实效

推动审计整改，强化整改监督，对于
维护财政经济秩序，推进政府依法聚财、
科学理财将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推进人
大加快监督制度建设，拓宽监督视野，增
强监督实效，意义重大。 近年来，临澧县
人大常委会扎实开展审计整改监督 ，进
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

依法形成审计整改监督审议意见 。
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 参照省市
人大的做法， 县人大常委会在每年 6 月
听取和审议上年度财政决算报告、 批准
年度财政决算的同时， 对审计工作报告
指出问题的整改，形成审议意见，向县政
府交办， 要求政府责成相关单位认真落
实整改， 并将整改纠正情况和处理结果
于当年 10 月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审计整
改监督审议意见的形成，使专题监督“于
法有据”。

主动沟通凝聚共识。 审计整改监督
的最终目的， 是帮助政府及其部门单位
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切实整改， 分析问题
产生的原因， 从而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
体系，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严肃财经
纪律，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基于以上

目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分管副主任就
此积极主动向县委汇报，及时与县长、常
务副县长沟通，得到了县委的高度肯定、
政府的积极支持配合。

成立工作机构明确部门职责。 审计
整改监督推动在人大， 落实在政府及其
部门， 实施过程中财政部门还要担任既
整改又协调的双重角色。为此，成立了由
县人大分管副主任为组长， 常务副县长
为副组长，县人大财经委 、审计局、监察
局、 财政局等为成员单位的审计整改领
导小组，明确各自工作职责，形成既分工
明确，又协同推进的工作班子，为整改监
督工作有序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高规格召开审计整改监督专题会
议。每年都召开专题会议，由县人大分管
副主任主持，财政“同级审”部门单位“一
把手”和财务负责人参加，常务副县长出
席并讲话。 县审计部门具体安排部署审
计整改工作，分别给涉改单位下发了《关
于审计报告指出问题整改的通知》，为各
责任单位列出整改工作 “任务清单”，作
为整改验收的依据，明确整改要求；县人
大财经委就审计整改向人大常委会汇报

事项进行说明； 县财政部门代表涉改单
位做表态发言。 会议召开，确保了各涉改
责任单位工作目标明确、任务具体、责任
到人。

高度重视整改业务指导。 根据统一
安排， 审计整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抽调
最强业务力量， 组成专门整改业务指导
组，下到每一个涉改单位，对指出的问题
逐项指导整改。 对津贴补贴超标准发放、
“三公经费” 支出超过控制线的问题，按
县委、政府相关文件规定，一律追缴、征
收政府调节基金处罚到位； 对涉及财政
体制机制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问题，要
求各整改单位做出详细说明， 提出改进
办法， 逐步规范； 对部门决算严重超预
算、预算决算“两张皮”的问题，要求财政
部门和预算单位共同分析原因， 改进预
算管理，进一步健全制度；对发现的违纪
违法问题，按规定将相关人员、线索移交
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

认真开展整改督查。 县人大常委会
领导高度重视整改督查工作， 采取全面
督查和重点督查相结合的方式， 督促整
改。 常委会主任亲自带领财经委、 审计

局、财政局负责人下到重点单位，对整改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县政府和相关单位
更加重视， 感受到了压力， 增强了责任
感。

逐一表决严把质量关口。 为保证整
改的严肃性，县人大常委会从第一年起，
就实行无记名电子投票逐一表决、 现场
公开，把关整改，对通不过的单位要求再
行整改，直到过关为止。 为此，对每个审
计整改单位上会的报告， 都由人大财经
委、审计部门从报告内容的真实性、文字
的准确性、格式的规范性进行把关，确保
报告质量。 同时，专题听取和审议审计指
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改革由审计部
门做综合整改情况汇报的做法， 由各审
计整改单位“一把手”向常委会报告整改
情况，审计部门做说明和补充发言，并进
行满意度测评。 2019 年 12 月份，对县财
政局、县民政局、县人社局等 7 个部门审
计指出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满意
度测评，由于各责任单位整改态度端正，
措施得力 ，整改到位 ，在常委会上，报告
全部获得顺利通过。

王芳 黄建波

本报讯（通讯员 王芳 黄建波 ）为让
百姓喝上干净放心的水 ，近年来 ，临澧县
人大常委会围绕破解民生问题，认真行使
法定职权，紧紧围绕饮用水安全这一事关
民生的重大事项开展监督， 依法履职，维
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临澧是个典型的农业大县，境内共有
大中型饮用水源水库 18 座。 前些年，由于
受经济利益驱使，不少水库承包业主实施
投肥养鱼， 导致水库水质受到严重污染，
库区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饮用水安全受到
威胁，广大干群反响强烈。

饮用水源水库， 事关饮水安全、 民生福
祉。 2016年 2月， 在县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上，10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关于在大中型
水库养鱼禁止投肥的议案》。 议案显示 ：全
县 18 座大中型水库大都实施了养鱼投
肥，水库的总磷、氨、氮含量和 PH 值均严
重超标。 议案建议：对大中型水库养鱼实
施禁止投肥已迫在眉捷，县政府要制定具

体方案，并切实抓好落实。 大会主席团对
此议案高度重视，决定将该议案列入大会
议程交全体代表讨论后提请大会表决。 最
后，大会通过了 《关于在大中型水库养鱼
禁止投肥的议案的决议》。

为确保《决议》落实到位，县人大常委会
连续 4年实施跟踪监督。2019年，县人大常委
会又组织开展了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为
彻底解决全县水源地水库水质污染的问题，
县人大常委会向县委常委会进行了专题汇
报，引起了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委把解
除饮用水源承包养殖合同作为全县主题教育
专项问题进行整改，研究制定了《关于解除水
库（饮用水源）承包养殖合同专项行动方案》，
书记县长挂帅对 18 座水源地水库实行党政
领导包干负责。 到 2019年 11月底，合同全部
解除且全部实行了河湖连通， 各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不断向好。

目前，18 座大中型水库均达到三类水
质，昔日的青山碧水又呈现在人们面前。

临澧县人大围绕事关民生的重大事项开展监督
18 座大中型水库达到 3 类水质

法律援助使弱势群体“用得起法”
临澧 3年办理各类法援案 761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