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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国之重器。奉法者强则国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依法治理是

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强调为政者须率先
奉法，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
治理。

改革开放40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省以加快法治政府建设为目标，以行政
程序法治化和政府服务法治化为抓手， 着力
提升政府工作法治化水平， 全省依法行政工
作实现重大突破，取得重要成就，产生广泛影
响， 形成了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的
“湖南样本”，开启了法治湖南建设新征程。

善于创新， 多项顶层设计开
全国先河，法治政府建设制度体系
更加完备

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活动的基本准则，
准则怎么定？基石怎么夯实？湖南以加强行政
程序建设为龙头，科学进行顶层设计，着力构
建法治政府建设制度体系。

敢为人先是湖湘文化精髓。 湖南敢于创
新、 善于创新， 在依法行政顶层制度设计方
面，多项举措开全国先河。

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湖南省行政程
序规定》， 是全国首部省级行政程序政府规
章，开创了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先河，填补
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空白；2009年7月9日
公布施行的《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组织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规范性文件登记制度
和有效期制度。

湖南不断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陆
续出台实施多项规定， 让公众知道政府的权
力边界。 出台实施的全国第一部规范行政裁
量权的政府规章———《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
权办法》， 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行政裁量权的

“综合控制模式”；出台施行的《湖南省行政执
法案例指导办法》，在全国率先实行行政执法
案例指导制度；出台施行的《湖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办法》，进
一步深化和完善了政务公开制度。

为了汇集民智、 聚纳民意， 出台施行的
《湖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
证办法》，充分发挥专家在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中的作用； 出台施行的全国首部规范政府服
务行为的省级政府规章———《湖南省政府服
务规定》，将服务型政府建设纳入法治化的轨
道；出台施行的《湖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十二五
规划》，率先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湖南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出台施行的《湖南省
依法行政考核办法》，切实解决法治政府建设
中“形式化”“口号化”问题；出台施行的《湖南
省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管理办
法》，严格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省各级政府和部门
进一步将权力运行纳入法治轨道， 推动政府
依宪施政、依法行政。2015年12月，党中央、国
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
2020年）》， 规划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
应的法治政府建设阶段性目标， 推动依法行
政从软任务变成硬约束。次年9月，湖南省委、
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湖南省贯彻落实〈法治政

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 实施方
案》，将中央提出的法治政府建设44项举措细
化成了129项具体任务措施，明确了分工安排
和完成时间，这是我省依法行政的时间表、任
务书、路线图和责任状。

到目前，具有我省特色的“法治政府建设
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断完善。法治政府
建设的节拍越来越清晰，脚步越来越坚实。

管理上做“减法”，服务上做
“加法”，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我仅仅花了不到3分钟便完成了中国公
民出入境证件申请， 这样的速度真是不可想
象！”

2018年1月10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启
用出入境自助签注设备，市民李丽不到3分钟
便“搞定”了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申请。

曾几何时，行政审批盖章多、资料多、中
介多、收费多、时间长，可谓“盖尽了章、交遍
了费、跑断了腿”，人民群众戏曰“公章旅行”。

人民群众的痛点，就是改革的切入点。为
了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湖南不断深化

“放管服”改革，在管理上做“减法”，在服务上
做“加法”，政府服务更优化，行政效能更高
效，让群众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权力“瘦身”，办事提速。近年来，省本级
共取消行政审批事项329项，下放93项，调整
101项，精简率超过60%。各级各有关部门非
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全省14个市州、
122个县市区都建立了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推
行“两集中、两到位”改革，按照应进必进原
则，把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到各级政务中心，基
本实现了审批部门、事项、权限、人员进驻全
覆盖。 多个地方推行了“一门式”“一次性办
结”“最多跑一次”等办事模式，提升政务大厅

“一站式”功能，实行“一窗通办”；市、县政务
大厅通过预约、轮休等办法，进一步方便企业
群众办事；园区推行代办服务，把服务做得更
加贴心；乡镇、社区探索实行“政企社共建”

“流动政务服务”等模式，安排专人提供帮代
服务。

长沙市芙蓉区和湘潭经开区先行先试，
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工作，探索“一
枚公章管审批”。 芙蓉区设立了行政审批局，
统一集中行使全区21个政府部门的57项行政
许可权和71项行政备案权，将原来近200名审
批工作人员负责的审批工作由区行政审批局
36名工作人员承担，按照“一窗式受理、一次
性告知、一站式审批”的工作模式，推行阳光
审批，实现了审批资料精简30%，办理时限减
幅60%，受到群众认可。省政府批复授权湘潭
经开区管委会统一集中行使湘潭市发展改革
等15个市直部门的53项行政许可权和行政备
案权，也收效良好。

2017年5月，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南
省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实施方
案》 的通知， 更是为高效政务插上科技的翅
膀，进一步打通各地壁垒。2019年底之前逐步
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就近能办、同城通办、异地
可办、一站式办结的全省无差异化政务服务，
指日可待。

推进依法决策、 科学决策 、
民主决策，政府决策更具公信力

眼下正是深秋时节， 长沙橘子洲游人如
织，游山玩水，好不惬意。

关于橘子洲是否取消收费， 经历了依法
决策过程。

2009年4月，投入巨资提质改造后的国家
5A级景区橘子洲准备将门票价格核定为每人
次100元。消息传出，市民看法不一。民意牵动
着政府决策。长沙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经
过听证程序后，决定免费开放。时任长沙市委
副书记、市长张剑飞说，“对内而言，橘子洲是
长沙人民的家园；对游客来宾而言呢，橘子洲
是我们的客厅。”

过去，有的领导干部作决策主观随意，无
视决策规则和程序，常常是“拍脑袋决策，拍
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近年来，随着我省依
法决策不断推进，“三拍”现象得到彻底改观。
例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就规定了重大
行政决策必须要调查研究、征求公众意见、专
家论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湖南省

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
2020年）〉实施方案》规定，所有重大行政决
策，都必须严格按照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
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
序进行。

目前，省、市、县三级政府和部门以抓决
策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为重点，广泛听取
社会公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团体、基
层组织、社会组织的意见。全省行政机关每年
召开重大行政决策听证会、 座谈会、 论证会
500余次，有效集中了民意、吸纳了民智。省、
市政府以及部分县级政府建立了专家库，各
级政府和部门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 充分
听取专家意见。全省14个市州、大部分省直单
位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责任单位
均建立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省、市（州）、县
（市、区）、乡镇（街道）四级工作体系。

省、市、县三级政府都建立了重大行政决
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重大决策在决策前均交
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 尤其是在政府
合同管理方面，长沙、株洲、张家界、永州等11
个市州和部分省直部门出台了政府合同管理
办法， 加强了对涉及使用财政资金的重大政
府投资项目、重大合同等合法性审查把关，有
效降低了政府决策的法律风险。 全省县级以
上各级政府部门普遍建立了以政府法制机构
人员为主体、 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政府法
律顾问队伍，外聘专家和律师达到2688人，法
律顾问、 公职律师在合法性审查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 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部门涉及
重大规划、预算草案、重要项目、重大政策措
施等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都要由政府常务会
议或者全体会议、 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决
定。

2015年至2017年， 全省实施重大行政决
策7408个，都进行了评估，经评估后顺利实施
6935个，占91.58%；暂缓实施362个，占6.35%；
不准实施111个，占2.07%，从源头上防范了不
稳定因素。

目前， 我省全面实施国家工作人员学法
考法制度，实现了网上学法和无纸化考法，全
省各级各部门共280万人参与了网上学法考
法，全省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思维普遍提高，依
法办事能力逐步提升。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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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府“湖南样本”这样打造

2008年4月，省政府制定出台了我国首部
行政程序规章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较好
地解决了“重实体，轻程序”问题；

2011年5月，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政府服
务行为的省级规章《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出
台，让公共服务更规范 、管理服务更便捷 、人
民群众得实惠；

2011年6月，《湖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
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办法》出台，充分发挥专家
在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中的作用；

2011年7月，省委下发的《法治湖南建设
纲要》，是依法治国方略在湖南的重大探索和

生动实践，是湖南法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016年9月，省委、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湖

南 省贯 彻 落 实 〈法 治 政府建 设 实 施 纲 要
（2015—2020年）〉实施方案》，将中央提出的
法治政府建设44项举措细化成129项具
体任务措施， 这是我省依法行政的时间
表、任务书、路线图和责任状；

2018年 ，省政府对 《湖
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
进一步修订， 明确规范性文
件必须明确标注“起始日期”
和“有效期限”。

10月 25日，
长沙市芙蓉区政
务服务中心审批
局窗口， 工作人
员正在为市民办
理业务。

傅聪 王先冰
摄影报道

■相关链接

“法治湖南”大事记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深秋的韶山，天高云淡，秋风飒爽。外地
游客说，景区秩序好，游览很舒心；当地市民
说，社会治安好，生活很安定。

近年来，韶山市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全市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 人民群众幸福
指数不断攀升。今年上半年，韶山市喜获湖南
省综治工作民意调查第一名。

近日，记者走进韶山，记录“平安韶山”背
后的故事。

“1+N”旅游综合执法 ，提升
旅游服务质量

“往昔堵车揪心，如今省事舒心，坐旅游
车进景区很方便。”10月6日，来韶山旅游的罗
先生赞叹道。

韶山作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每逢
节假日， 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今年国庆黄金
周，韶山各景点共接待游客66万余人次。

记者了解到，过去，韶山景区交通拥堵不
堪，游客小车寸步难行，治安管理任务艰巨。
店外经营、流动摊贩、黑的黑摩等问题较多。

“随着游客人次的增加，亟须高品质的旅

游服务。韶山发展，不仅要速度，更要质量。”
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卫阳说。

近年来,韶山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将韶
山建设成为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目标，突
出“红色旅游、平安韶山”主题,牢固树立“韶山
无小事”理念，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2016年10月， 韶山景区交通换乘中心运
行。停车场停车、游客中心换票、换乘旅游环
保车，5分钟到毛泽东广场站， 下车步行不到
10分钟，即到毛泽东同志故居参观游览。

去年1月，韶山市成立旅游执法综合指挥
中心，创新“1+N”旅游综合执法模式，公安、
物价、交通运输近10家单位集中驻点办公，破
解景区治安难题。

去年5月1日起，该中心创造性推出“七天
无理由退货”“先行赔付”制度。建立企业诚信
档案，定期公布旅游行业诚信“红黑榜”，依法
启动退出机制。

8月13日， 河北的黎先生来韶山旅游，在
景区花820元购买一件纪念品后想退货，找到
旅游执法综合指挥中心。

此时已接近黎先生返程高铁时间， 该中
心工作人员李凯按工作程序核查购物票据和
个人身份信息，与商家核实情况后，在微信上
先行赔付黎先生820元。

截至今年8月14日，该中心受理“七天无
理由退货”73起， 退款23132元； 先行赔付58
起，赔付12282元；发布“红黑榜”6期。

创建“平安韶山”，把业绩刻在
老百姓心坎上

岁月静好， 离不开广大公安民警的辛勤
付出。 韶山市公安局韶山冲派出所地处核心
景区附近，为每年来韶1800余万人次游客“保
驾护航”。

韶山冲派出所所长章爱良介绍， 该所坚
持“八个一律”，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现场
调解不成， 一律带回派出所； 白天调解不成
的，一律不许过夜；单个部门调解不好，一律
通知相关部门参与；金额差距较小的，一律先
行垫付；涉及外地游客的，一律顾及游客时间
和团队；调解成功的，一律回访落实情况；一
次性调解不好的，一律调整方式再进行；矛盾
尖锐的，一律不准事态升级。

近3年来，该所调解旅游纠纷800余起。救
助走失老人和小孩500余名，救助困难群众98
名，找回丢失物品284件，收到游客送来锦旗
100余面。

服务景区游客，护卫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

全，是韶山冲派出所民警的职责和使命，也是韶
山市所有公安民警服务群众的一个缩影。

今年清明节， 韶山火车站家属区独居老
太太王某芝家中18万余元现金及8件金器不
翼而飞。

由于案发地位置偏僻、痕迹全无，韶山公
安民警在海量视频资源中寻找蛛丝马迹，不
到20天将黑龙江籍流窜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抓
获。为此，中央电视台《天网》栏目录制专题片
《王奶奶的私房钱》， 讲述韶山公安快速破案
的故事。

近年来，全市大力推进平安韶山建设，持
续加强治安巡逻防控，社会治安持续向好。记
者走访发现，在韶山城区、主次干道、各乡镇，
随处可见齐整的巡逻队伍。全城秩序井然，安
定祥和。

2017年， 韶山市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的最高奖项“长安杯”。今年7月，省公安厅
公布2018年上半年全省公安机关民意调查结
果： 韶山市公安局获公众整体评价得分94.7分，
在全省县市区公安（分）局中位列第一。

“把业绩刻在老百姓心坎上，全力提高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韶山市
委书记杨晓军的话语掷地有声。

居民点单党员接单，社区服务
“精准化”

“我们‘点单’，社区党员干部‘接单’。快
解纠纷，邻里和睦。”国庆前夕，领到受损房屋
修复赔偿金后， 韶山市清溪镇火车站社区居
民谢某到社区服务中心致谢。

今年9月15日，谢某楼上的邻居刘某装修
住房时，忘记关水龙头，漏水致使谢某房屋严
重受损。9月18日， 谢某向火车站社区人民调
解委员会求助。经社区主任周晓园耐心调解，
刘某一次性支付谢某房屋受损经济赔偿2.58
万元。

这一问题的解决， 得益于社区党建创新
推出的“三单制”服务模式：居民点单、社区下
单、党员接单。

火车站社区总人口10855人，全社区有流
动人口5000多人，2100多家门店， 现有党员
200名。党员进社区入户走访征集民意，根据
群众所需所盼，把问题归类派单给党员干部。

“出门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努力做到‘小
事不出网格，矛盾纠纷不上交’。”周晓园说，
只有敞开大门，沉下身子，才能听到真意见。
党员干部要坚持真深入、真办事、用真情，为
社区群众多办实事好事。

2013年以来， 火车站社区实行网格化管
理，精细化服务。以社区支部书记、党小组为
依托，以楼道内党员为切入点，有效发挥党员
楼道长先锋引领作用， 凝聚小力量化作大能
量。

在周晓园看来， 党员参与社区治理和社
区志愿服务贴近居民生活， 能运用自身资源
优势，成为活跃在社区的“红色细胞”。

为扎实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 韶山
市各网格按照“服务有场所、工作有平台、办
公有设备、信息有终端、上墙有制度、民情有
日志、需求有登记、办结有反馈”的“八有”工
作格局,实现了“城乡全覆盖、信息全登记、重
点全掌握、居民全服务”的“四全”工作目标。

“群众的呼声，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向。”在
市委政法委书记蒋卫阳看来，只有深入基层、
贴近群众，才能把“基层文章”做实做足。只有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隐
患消除在基层，才能打造韶山的“治安绿洲”。

打造“治安绿洲”
———韶山荣获全省上半年综治工作“民调第一”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