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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荣 唐曦 李爱成 李国栋

“现在几乎看不到黑诊所，医疗环境净化
了！ ”11月下旬，耒阳市居民谷晓全称赞该市
近期开展的医疗卫生秩序综合执法行动搞得
好。

“仅两三个月时间，全市有120余家非法
诊所、药房和各种行医点被取缔。 ”耒阳市卫
计局副局长伍永亮认为， 这要归功于综合行
政执法。 在综合行政执法面前，那些黑诊所惯
用的关门避查、 负责人隐匿逃跑等手段无济
于事，一些“裙带”关系也被斩断。

据了解，去年10月，耒阳市成立综合行政
执法局， 将24个行政职能部门的行政处罚权
及与之相关的行政调查权、 强制权和执法队
伍全面整合，统一行使执法职责。 24个部门的
行政执法职权整合为一， 使执法效能大幅提
升，执法形象也大为改善。

“24”是如何整合为一的？ 执法效能是如
何提升的？ 近日，记者到耒阳，进行了一番探
访。

“一龙治水”，
让执法更顺畅更透明

耒阳是我省城区面积最大、 城市人口最
多的县级市。 进行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前，
24个涉改部门共有60余支执法队伍， 执法力
量分散，执法效果大打折扣。 同时存在部门职
能相互交叉、权责划分不明的情况，人浮于事
与执法盲区并存。

2015年， 耒阳市被定为全国首批综合行
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市。 经一年调研摸底，该
市于去年10月组建综合行政执法局。

“要彻底改变以往分散执法、重复执法、

多头执法等问题，必须改革，实行一支队伍管
全部的执法模式。 ”耒阳市委常委、副市长卿
晓英认为，“一龙治水” 能让执法更顺畅更透
明。

新成立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市场和质量
监督、交通运输、旅游、卫计、城管等24个部门
的1400余项行政处罚权、117项行政强制权，
以及近1000名行政执法工作人员划转归口。

整合后， 综合行政执法局组建了城市监
察、城市建设、市场监管、文体科教、农林水
利、交通旅游、资源环境、安全生产、公共卫生
9个专业大队，以及6个乡镇大队（目前组建4
个），实现行政执法全覆盖，基本构建起“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行政执法体系。

“改革后，能合理运用各类法律手段，有
效消除执法盲区。 ” 耒阳市国土资源局党组
成员李志成说，以前国土部门发现违章建筑，
却没有强制执行权。 如今相关权限整合后，综
合行政执法局可依法依程序实施强制拆除。

耒阳市还配套制定了综合行政执法协作
管理规定， 合理划分业务主管部门与综合行
政执法局的职责权限， 实现行政管理和行政
执法既相对分离、又相互促进。

“现在遇到问题你不去查处， 那就是失
职，就要被追责。 ” 耒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政
委唐少云介绍，执法改革后，综合行政执法局
成了执法的责任主体，既改变了“都来执法”
“都不执法”的局面，又激发了执法队伍活力。

“握指成拳”，
集中力量办大事难事

“以前我家外墙贴满了广告，现在情况好
多了，这3个月只见到过1张小广告，当天上午
就被清理了。 ”耒阳市蔡子池街道居民雷春凡
高兴地说。

过去“牛皮癣”屡禁不止，并非执法人员
不作为，而是违法主体点多、线长、面广，整治
行动一度陷入“整治-反弹-再整治”怪圈，也
致使执法队伍权威与形象受损。

今年， 耒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成立了非
法小广告治理办公室。 该办公室根据《广告
法》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联合市场
监管、公共卫生等执法大队，采取“源头治理”

“疏堵结合”“社会力量同频防治” 等措施，集
中人力物力治理，并设立60余处公共广告栏，

规范广告张贴。 如今，城区背街小巷变得更整
洁了。

“金山路花圈都快摆到马路上了，孩子上
下学都不敢往那儿过。 ”今年9月，市民反映金
山路有五六十家商铺销售花圈，被称为“花圈
一条街”。 综合行政执法局立即组织200余名
执法队员开展专项调查整治， 逐一清查沿街
商铺经营执照与经营范围， 对违规经营的商
家进行依法处置， 对经营许可范围内的商户
采取划行规市，引导其去市郊集中营业。

将花圈移出人口密集街道， 得到市民好
评。 为巩固整治成果，执法局采取“门店三包
责任制”形式，实行“定岗、定人、定责、定标
准、定考核、定奖惩”6定网格化日常管理，错
时上下班，节假日轮休，让违规经营者没有可
乘之机。

以前，违规经营整治和市场、城管、工商、
税务等多个部门都有关， 但各部门都没有足
够权限对其所有问题进行处理， 即使采取联
合执法，费时费力且难以根治。

“现在我们‘握指成拳’，能集中力量办大
事、难事，许多执法难题迎刃而解。 ”耒阳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聂晶介绍， 通过一次次声
势浩大、攻坚克难的执法，赢得了群众认可，
树立了执法队伍新形象。

一名从城管局整合过来的执法队员说，
以前因担心执法形象不好， 穿上城管执法服
装还有点“不情愿”。 而现在，穿上新的执法衣
服，自豪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自成立至今， 耒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共
接受、处理投诉举报539起，处理12345热线工
单425份，处理信访42起，回复率、满意率均达
100%。

如今，很多耒阳市民形成了一个概念：若
有行政投诉或举报，不用去问这事由谁管，找
综合行政执法局就行。

法入人心，
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进程

长期以来，耒阳有“湘南煤都”之称。 也因
此，车辆超限超载屡禁不止。

“我们一个班七八个人，有时违法人员比
执法人员还多。 ” 谈起以前上路执法情形，耒
阳市治超办负责人张为图有些无奈。

而执法权限和力量整合到综合行政执法

局后，高强度的治超治限态势很快形成，一旦
发现超限超载，严格依法立案。 张为图说，通
过全面治超、从严治超，超限超载行为明显减
少。

过去，治超办即使查到了源头，却无权对
货源企业、车辆单位进行处置。 执法局交通旅
游大队临时负责人余志辉介绍， 在源头治超
过程中，如遇拒绝配合的单位，便联合安全生
产、资源环境、乡镇执法大队等多管齐下，形
成治超合力。

今年来，耒阳市全面开展治超治限执法，
检测车辆近3万辆， 立案查处超限超载400余
宗，卸载货物4000余吨。 执法力量的整合、执
法权限的聚合， 对违法行为起到了明显的震
慑作用。

同样，在拆违、打非等各类“老大难”问题
执法环节， 耒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势如破
竹。 去年10月至今，有效打击非法行医、非法
食品，突破执法真空；联合查办涉电案件400
余宗，挽回经济损失290万余元；重拳打击非
法采砂行为；取缔非法屠宰窝点50个，快刀斩
断“白板肉”链条；拆除“两违”建筑7.6万平方
米……

“现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调配足够的
执法力量，从而针对以往某些执法不到位、执
法有抗拒的情况进行扭转矫正， 对违法‘圈
子’ 形成有力震慑， 全市干群法治理念大增
强。 ”耒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向阳介绍，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不仅促进了执法效能的提升，
更推动了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

据了解，耒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成立后，
先后出台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操作细
则”“行政执法公示办法操作细则”“行政执法
全过程记录操作细则” 等行政执法3项制度，
促进严格、规范、公正及文明执法，保障执法
人员有效履责，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一般情况下， 案件办理必须经过办案经
手人、大队法制员、大队负责人、局法规股、分
管大队副局长、分管法制的局领导6层“关卡”
审核。 而涉案金额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
则必须经过新组建的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
论决议。

一系列举措从制度上规范了执法， 有效
防止和纠正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行为，
让执法办案各环节更透明。

“找谁打招呼都不管用，很多亲戚朋友都
得罪了。 ” 耒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聂晶
说，因为严格的执法、办案机制，很多违法对
象或亲友找他“打招呼”帮忙都行不通，因此
得罪了很多人。 但换来的是执法行为更规范、
执法环境更透明。“等退休以后再重新交朋友
吧！ ”聂晶自嘲道。

释放新活力

———解读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耒阳模式”

让“合力”
更有力

徐德荣 唐曦

耒阳市作为全国首批综合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试点市之一， 整合行政执法资源，开
展综合执法，提升执法效能 ，扎实推动改革
向纵深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统筹考虑各类机
构设置， 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
力、明确职责。 耒阳市进行综合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精神。 通过改革，
厘清了业务主管部门与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的职责权限，实现了日常监管与行政执法既
相对分离、又相互促进，从根本上改变了“都
来执法”“都不执法”的局面。 同时不断创新，
在执法机制、执法方式上进行改革 ，充分释
放“合”的力量，实施“连贯执法”“组合执法”
和“递进执法”，积极探索建立快速处置等模
式，大幅提升了执法效能，产生了倍增效应。

“但当前改革中，也还存在人员素质参差
不齐、个别职能部门思想尚未统一、队伍难磨
合等问题。 ”衡阳市委常委、耒阳市委书记罗琼
直言不讳地说，改革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
需进一步推进执法力量下沉、创新执法队伍管
理方式、强化执法综合保障等，形成更科学合
理的综合执法管理体制，让“合力”更有力。

据悉，耒阳市正积极推动将《耒阳市综合
行政执法条例》列入衡阳市2018年地方立法计
划，为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提供法律支撑。

■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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