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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带头应诉破解“告官不见官”困境
常德市武陵区法治政府建设再出新经验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罗霞 通讯员 易进

日前，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政府网公布一则信息，应厦门
宇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要求， 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大队
就其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相关规
定、实施市场混淆违法行为一案，将公开举行行政处罚听证
会。

行政执法机关公开、公正、透明的办案过程，对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武陵区将法治政府建设
作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区工作的首要目标，区委、区政府主要
负责人严格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对法
治政府建设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调度、亲自落实。

截至目前，武陵区已连续 15 年保持全省“平安区县”；
连续 3 届获评全国“平安区县”，2021 年底捧回“平安中国”
建设的最高荣誉 “长安杯 ”；2021 年 5 月 ，武陵区成功入选
第一批湖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

4 月 21 日，熊某等 4 人就
房屋征收补偿等问题状告常德
市武陵区政府一案， 在常德市
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这起
平常的民告官案， 因为被告席
上的出庭人而备受人关注。

开庭当日， 武陵区人民政
府区长寻健主动出庭应诉，站
在了被告席上。在庭审过程中，
寻健代表区政府就原告提出的
诉讼请求和主张进行了答辩。

据了解， 这是该区建区以
来第 1 次由政府主要负责人出
庭应诉，意义不言而喻。群众能
够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
益，也让寻健无比欣慰。

“作为区人民政府行政负
责人出庭应诉， 这既是对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贯
彻落实， 也是表明区委区政府
尊崇法律、敬畏法律，勇于接受
法律监督的态度和决心。”拥有
法学博士专业背景的他认为 ，
这一工作对于深入推进依法行
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更好赢

得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
和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
以此次庭审活动为契机， 进一
步健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制度， 彻底扭转告官不见官
现象。 ”庭审结束后，寻健如是
说。

近年来， 武陵区坚持以习
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全面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教育、法
律顾问、 法治审查等制度实现
全覆盖，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实现常态化，2021 年获评
全省首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区， 成功捧获平安中国建设最
高荣誉“长安杯”。

该区出台 《关于推动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指

导意见》，明确凡是法院通知开
庭的行政案件， 被诉行政机关
都应安排负责人出庭应诉 ，并
由区司法局实行备案管理。 同
时对区政府作为被诉机关的行
政诉讼案件， 实行区级领导谁
分管谁出庭。

紧盯 “关键少数 ”，扎实开
展法治政府专题培训， 重点讲
解《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进一步提升
领导干部行政应诉能力和水
平，做到既出庭 、又出声，实质
性化解行政纠纷。

发挥考核评价“指挥棒”作
用， 完善法治建设考核指标体
系， 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情况和案件审理情况进行督
查通报， 纳入法治政府建设和
绩效考核内容。

据统计 ，近 3 年来 ，该区
针 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开展法
治培训 30 余次， 累计 1000 余
名干部通过行政执法资格考
试。

遇事找法 、 解决问题靠
法，正逐渐成为武陵区基层干
部和群众的普遍意识和主动
选择。

7 年前，河袱镇南湖社区 1
组居民征地获得一笔补偿款 ，
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资
格如何认定，无独生子女证的
独生子女是否享受双倍补偿 ？
这一系列问题产生极大争议 ，
社区为此多次组织协调 ，但始
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该笔款

项迟迟没有发放到位。
社区干部就这一问题 ，向

区司法局派驻在该社区的村
居法律顾问彭国军求助。

彭国军是湖南开旗律师事
务所执业律师 ， 在了解情况
后，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
了新的分配方案 ，并在由社区
组织召开的居民小组会议上 ，
从法律的角度现场解释分配
方案的制定和会议程序合法
性等问题 。 最终，到会代表通

过了这一方案 ，棘手的分配问
题得以圆满解决。

区司法局大力推进 “一村
（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积极
组织引导村居法律顾问在参
与基层治理法治化 、解决群众
法律难题中切实发挥作用 ，为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维护基层
和谐稳定贡献法治力量。

2020 年，该区以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实现了全区 128 个村
（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为村

（社区） 支两委及辖区居民免
费提供法律咨询 、开展普法宣
传和律师调解，有效提升了基
层依法治理的水平。

此外， 该区充分发挥法律
顾问的“智囊团”作用 ，除区本
级聘请 10 多名执业律师作为
区委 、区政府法律顾问外，全
部政府工作部门 、各乡镇 （街
道）、主要党委工作部门 、区属
国有企业已实现法律顾问全
覆盖。

区长带头出庭应诉 让群众“告官可见官”

人民调解案卷评查会现场。

区长出庭应诉。

强化管控决策风险
构建决策体制机制

打开武陵区人民政府
网 站 公 告专 栏 ， 《武 陵 区
2022 年 重 大 行 政 决 策 目
录》便呈现在眼前。 项目名
称 、承办单位 、决策依据 、
决策程序、 完成时间等关
键信息一目了然。

武陵区出台人民政府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 ，
在对标落实上位行政法规
的同时，结合地方实际 ，细
化重大决策项目 ， 将重大
资产处置 、 重大投资项目
纳入重大决策范围。

区政府 “三重一大 ”事
项全部通过常务会审定 ，
实现了履行程序与保障效
率的全面平衡。

2020 年以来， 区政府
所有重大行政决策均通过
网上征求意见 、 听证会等
各种渠道广泛征求群众意
见 ， 组织开展行政决策咨
询论证 、 研讨座谈会等形
式进行专家论证， 全面落
实规范性文件 “三统一”和
专家参与审查制度 ， 规范
性 文 件 合 法 性 审 查 达
100%，报备率达 100%。

同时 ，出台 《武陵区政
府合同管理办法 》，制发合
同示范文本 ， 全面开展政
府合同法制审查 ， 排除因
合同权利义务约定不明导
致履行纠纷的问题， 政府
合同履约率达 100%。

对政府招商引资项目
开展合作对象法律尽职调
查， 管控合作中政府法律
风险 ， 防止引虚资 、 引假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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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顾问全方位覆盖 群众遇事找法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