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督察组对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调研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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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法治政府 共享法治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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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蒋文娟 通讯员 胡玲芳 蒋兰

“你们综合执法机构的队伍建设情况怎么样，有多少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存在无证执法的情况？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一场法治政府建设“体检”在武陵源
有序铺开，这是 2022 年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办开展的首次法治政府建设督察。

按照部署，由区委依法治区办会同区委督查室、区政府督查室、区委政法委、区人民检察院、区司法局等组建两个督察组，采取听取汇报、座谈问询、网络检
索、检查案卷等方式，对各乡（街道）、重点执法部门（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及上半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进行督察。

开展法治督察是武陵源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 2021 年成功创建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后，该区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和干劲，在原有的良好
基础上创建再加码、行动再升级，锚定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目标接续奋斗，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和更高水平的法治武陵源作出最好的注脚。

法治政府建设
再加码

“成为全省首批法治政府
建设示范区只是我们的第一
步， 全力冲刺创建全国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区才是我们的终极
目标。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市
公安局武陵源分局局长潘勇
说。 自 2021 年武陵源被正式命
名为首批湖南省法治政府创建
示范区后 ， 全 区 上 下 趁 热 打
铁 、一 鼓 作 气 ，以 更 高 站 位 、
更严标准 、更实举措 ，向着建
成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
全力冲刺 。

铆足干劲， 全区上下全力
以赴投入示范创建， 法治政府
建设逐渐加速加码加力。今年 4
月 26 日，武陵源召开法治政府
建设工作推进会， 就创建全国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5 月 31 日，召开区政
府第八届第 16 次常务会议，听
取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区的情况汇报；6 月 23 日，召开
法治政府建设督察整改工作推
进会， 各级各部门逐条认领抓
整改。

在创建中， 该区将建设更
高质量的法治武陵源列入 《武
陵源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 》、 区第六次党代会报
告 ，压实党委 （党组 ）法治建设
主体责任和主要负责人法治建
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成立示范
创建工作专班， 对标对表建立
责任清单， 出台法治政府建设
考评方案， 提升法治政府建设
在绩效评估中的权重， 定期开
展法治政府建设检查和专项督
察， 全力打造法治武陵源升级
版。

从落实领导干部带头学法
述法， 到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的推行情况； 从行政规范性
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 到政务
公开情况……区委政法委副书
记、第一督察组组长邓凯介绍，
武陵源区在 51 个法治政府建
设成员单位自查整改的基础
上， 通过实地督察、 逐项 “过
筛”，为各单位法治政府建设进
行全面 “体检 ”，对发现的问题
列出整改清单 ，通过 “回头看 ”
持续跟踪整改落实情况。

“针对督察组反馈的问题 ，
我局将按照问题清单统一整

改，相关资料也会尽快补齐。 ”
此次法治体检结束后， 区城管
局相关负责人郑重表态。 该负
责人告诉记者， 此次创建区里
不仅加大了督察检查的频度 、
密度和力度， 还把每一次推进
会都变成了创建单位的展示
会、点评会，你的规定动作完成
得咋样， 自选动作是否已初见
成效， 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是
很难过关的。

建设人民满意的
法治政府

“从申报到拿证只花了 14
小时， 他们的服务意识和奉献
精神真让我感动。 ”前几天，李
先生一笔业务需要办理酒店的
不动产权证， 按照正常流程需
要 5 个工作日办结。 考虑到企
业的实际困难， 武陵源区政务
服务中心及时优化办事流程 ，
安排 4 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到
当晚 11 点，顺利办好不动产权
证书。

这是武陵源区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取得的显著成效 ，也
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果之一 。
在创建过程中， 该区牢牢把握
创建就是用法治优化营商环
境，用改革推进政务公开，用监
督倒逼执法公正的工作方向 ，

从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等方
面入手， 不断将法治政府建设
向纵深推进， 全力建设人民群
众更加满意的法治政府。

以群众、企业所需为导向 ，
该区持续推动 “放管服 ”改革 ，
对全区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和政
府权责清单进行动态调整后 ，
编制公开 26 个领域基层政务
公开事项目录， 向基层下放政
务服务事项 320 项 ，将 25 家单
位 898 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区
政务服务大厅集中办理。 依托
区政务服务大厅和政务服务平
台，推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
办、一次办”。 目前，全区“最多
跑一次”事项达 98%，网上可办
率 100%， 审批时限压缩率为
62%。

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中 ，
武陵源区进一步筑牢依法决策
“防火墙”， 健全完善重大行政
决策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机制及风险评估机制， 把公众
参与 、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 、合
法性审查、 集体讨论决定确定
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 积
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和公职律
师制度， 让政府法律顾问在政
府制定或出台重大行政决策中
建言献策、把关守门，避免出现
违法或不当事宜。

同时，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 通过区政府门户
网站全面公示 36 家行政执法
单位执法信息，实现执法依据、
执法过程、执法结果全公开；以
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和行政复议
为抓手， 倒逼行政执法机关规
范执法行为； 采取暗访和不定时
抽查的方式对执法情况进行督导
检查，并将情况纳入精细化管理考
评和执法质量评比范围，促进行政
权力规范透明运行。

法治为基层治理
赋能

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
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 “民
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是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
手，也是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 织 合 法 权 益 的 重 要 渠 道 。
2021 年 6 月 29 日，武陵源区司
法局举行行政复议听证会 ，就
陈某不服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
处罚行政复议案进行审理 。 这
是该区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后举
行的首次听证会，通过协调，双
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意向， 签订
了行政调解书。

法治为民，定分止争。 为有
效化解矛盾纠纷和行政争议 ，
该区坚持 “以人为本、 复议为
民 ”理念 ，制定出台 《武陵源区

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工作规则 》，
成立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 ，选
优配强人员力量， 加强行政复
议规范化建设。 同时，积极开展
“复议为民促和谐” 专项活动，
按照 “应收尽收 、应调尽调 ”的
原则， 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

不仅如此， 武陵源区还以
“三调联动”联席会议制度为载
体，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
司法调解衔接联动， 完善矛盾
纠纷 “一站式受理、 一揽子调
处 、全链条解决 ”机制 ，构建横
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大调解工
作格局， 推进基层调解组织从
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 区、
乡 （街道 ）、村 （社区 ）全部建立
了人民调解组织， 同时成立旅
游、交通、医患、劳资、消费等 11
个专业调解委员会。 值得一提
的是， 武陵源旅游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积极探索核心景区
“枫桥经验”， 中湖乡人民调解
委员会创新“三调一问一引”矛
盾纠纷化解机制， 有力促进了
市域社会和谐稳定， 打造平安
武陵源、法治武陵源。

区司法局局长杜琳介绍 ，
在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区过程中， 武陵源区坚持以法
治建设为纲， 通过创新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机制， 构建全民普
法长效机制， 优化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 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
设等一揽子举措， 着力强化基
层社会治理法治保障， 法治社
会建设成效显著， 社会治理效
能明显提升， 老百姓实实在在
感受到了法治赋能带来的红
利。

如今， 全区干部群众法治
意识和法律素养明显增强，“谁
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全面落实，
大普法工作格局逐步形成 ；法
治文化建设深入推进，建成区、
乡（街道）、村（社区）3 级法治文
化公园 1 个、 法治文化小广场
（长廊） 18 个，形成覆盖城乡的
法治文化阵地集群； 基层依法
治理更加完善， 建成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 （居 ）两个 ，全省民
主法治示范村（居）9 个；实现建
立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工 作 站 6
个 ，村 （社 区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工作点 33 个 ， 涌现出 “景军
义工队 ” “文艺轻骑队 ” 等基
层自治品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