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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澧“三查三访”
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章剑波）“得益于县纪
委监委及时督促协调， 我们公司厂区的网
络信号通过升级改造后网速加快，电信网
络销售平台也顺畅了，企业在逐渐恢复增
长。 ”近日，当临澧县纪委监委开展护航营
商环境问题整改回访时， 湖南馨联玩具有
限公司负责人罗元林说。

临澧县纪委监委聚焦企业和群众 “急
难愁盼”问题，深入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
监督，为企业纾困解难，采取干部联企、挂
牌保护、动态监测、监督回访等方式，分成
6 个监督监测小组，联系 30 家有发展前景
的企业， 对重点企业实行挂牌保护， 设立
10 个营商环境监测点等措施，为企业发展
创造环境。 该县采取“三查三访”工作法，
即通过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查证走访；对
作风服务情况进行明查暗访； 对问题整改
情况进行核查回访。 严查干部不担当不作
为问题，破除营商环境“中梗阻”。

为使优化营商环境监督更精准， 县纪
委监委整合监督力量，采取室组联合，入厂
联企、 跟进监督等模式深化系统监督。 通
过定期会商、联合检查，解剖发现妨碍营商
环境的问题， 并下发交办函交督促有关部
门整改，县纪委监委联合监督检查时，发现
一家出口企业厂房损坏，影响车间生产，企
业反映后没有有效解决， 督查组及时督促
协调出租业主改造维修好，解除企业后顾
之忧。

针对影响营商环境的办事效益顽疾，
县纪委监委督促推行政务服务事项线上申
报，网上审批制度，设立服务快速通道，让
信息多跑路， 使企业少跑腿， 方便企业办
事。 该县规定，为推进为企业服务提速，各
类行政审批事项， 均可通过快速通道窗口
办理。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监督工作开展以
来， 共纠正损害营商环境突出问题 12 件，
为解决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56 件，
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同比下降 20%。

本报讯 （通讯员 胡艳）5 月 9 日，常
德市司法局主办，鼎城区司法局、石板滩
人民政府承办的 2022 年常德市农村法
治宣传教育月暨鼎城区 “农村法治宣传
月”主场活动 ，在荷花堰社区正式启动 。
常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国龙，常德
市政协副主席、鼎城区委书记朱金平，常
德市司法局党组书记董高群， 常德市司
法局局长孙权新，鼎城区委副书记、区长
陈远， 鼎城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钟科
程，鼎城区副区长、市公安局鼎城分局局
长罗立杰参加启动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董高群指出，2022 年
是实施“八五”普法工作的推进之年。 开
展“农村法治宣传月”活动，既是全面依
法治市的必然要求， 也是提升新时代农
村法治宣传针对性实效性、 全面推进法
治乡村建设的具体行动， 对于预防和减
少农村违法犯罪、 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
纷、维护农村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陈远表示， 鼎城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按照全市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加强
法治乡村建设，服务推进乡村振兴”这一
主题，突出广大农民朋友这个普法重点，
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方案、创
新宣教形式，切实做到安排部署到位、组

织实施到位、宣传效果到位，为全面落实
“三高四新 ”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加快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常德营造浓厚的
法治氛围。

启动仪式上， 结合广大群众的法律

需求精心编排了法治文艺节目， 通过小
品、歌舞等艺术表现形式，为人民群众献
上了一道丰盛的法治文化大餐， 让广大
人民群众受到法治教育，营造了尊法、学
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谁执法谁普法”单
位工作人员给参加活动的群众发放了各
类法治宣传资料 2000 多份，并且通过有
奖答题的方式， 让群众在热情参与中潜
移默化地接受法治教育、增强法治意识，
提高法治观念。

法治乡村 法润万家
常德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正式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李先平）按照省人
大常委会统一部署，5 月 10 日， 澧县举
行土地管理 “一法一条例一办法 ”专题
学习，邀请省自然资源厅督察办主任佘
建华、省自然资源厅督察办二级调研员
刘莉进行宣讲 。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金贤松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熊德蓉、朱宇、余明春，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蒋立勇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并从立法的背景 、立法的基本

原则， 编制和实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全面推行田长制， 遏制耕地非农化、防
止非粮化， 严格建设用地使用与管理；
明确各级监督检查职责和加大土地违
法行为处罚力度等方面对土地管理“一
法一条例一办法”进行了解读。

会议要求， 要以本次学习为契机，
结合工作实践，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运
用土地管理“一法一条例一办法”，真正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果。 要深入学
习宣传土地管理“一法一条例一办法”，
扎实开展土地管理 “一法一条例一办

法”的贯彻实施 ，切实将所学内容运用
到当前耕地保护， 遏制耕地非农化、防
止非粮化的整改工作中来。 要积极争取
省自然资源厅指导支持，主动接受县人
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推动我县土地管理
工作高质量发展。

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各委室负
责人，相关县直及省市驻澧单位分管负
责人 ，各镇 （街 ）镇长（街道办主任 ）、分
管负责人及相关站（所）长，县自然资源
局全体班子成员、二级机构及股室负责
人参加专题学习。

通讯员 陈虹

“章主任，有件事我拿不定主意，想
听听你的建议。”4 月 14 日一早，常德市
西洞庭管理区园区办纪检员章敏接到
联点企业主管打来的电话。 原来该公司
当天会有一批生产材料从外地运送过
来，因无法确定现行政策下外省司机是
否可以通行，进行电话咨询。 考虑到疫
情的特殊性，章敏赶紧向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确认了最新防疫要求 。 因沟通及
时，该公司所需的这批生产材料于当日
下午 17 时顺利送达。

可在次日上午 9 时，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告知章敏，其联点企业外地货车司
机谢某健康码线上系统显示为红色，需
立即核实。 “昨天核实时还是绿码，今天

咋变红色了？ ”章敏心头一愣。经反复比
对，她发现了端倪 ，原来系统里的手机
号码与企业报备的不一致。 “两张电话
卡显示的行程是一致的，均为浙江省台
州市、湖南省常德市。 可……既然两张
卡一直在同一部手机里，为什么会出现
一个绿码、一个红码的情况？ ”章敏百思
不得其解。

企业负责人闻讯着急地赶过来解释
道：“公司因为疫情已经半个月没法生产
了，这是近半个月拖来的第一车货，没曾想
却遇到了红码，也太倒霉了！ ”货车司机
更是一脸困惑地吐着苦水：“最近我确实
没去过风险区， 本来是打算把原材料送到
后，再把成品拉回浙江的，没想到会惹来这
样的麻烦，现在哪也去不了了。 ”看到企
业和货车司机均因疫情受到影响，倔脾

气上头的章敏决心查清楚原因。
疾控中心解释 “一机双卡 ”中显示

绿码的 ，一般为外地归属号码，显示红
码的是湖南本地号码。 ”章敏一查，确实
如此。 通过查询省指挥部下发的重点疫
情发生地入湘人员健康服务，在再次确
定浙江省台州市不属于重点疫情发生
地后，又一次拨通了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的电话。 通过详细的流调和查询，她认
为该司机的情况是符合通过系统申请
转码的。

司机在区疾控中心按照流程完成
系统转码后 ，可把企业老板、货车司机
还有章敏高兴坏了。 章敏不由感慨，“疫
情之下 ，能尽己之力为企业减轻、解决
一些困难 ，提高一点生产效率 ，是纪检
人护航营商环镜的真正践行”。

■战疫故事

纪检人协助抗疫“一机双卡”红黄转码

↓活动中群
众正在咨询现场
工作人员。

澧县举行土地管理“一法一条例一办法”专题学习

2022常德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