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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营商环境成为高频热词，
法治化更是各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关
键词。

如何厚植法治土壤， 为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动能？今年来，长沙市以创
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为目标，
深入推进法治实践改革与创新， 坚持用
制度设计引领、规范、固化法治建设，创
新亮点频现。法治，成为长沙发展的最美
“底色”。

开门立法，营商环境有保障

“莲藕、茭白、马蹄都不用施肥，湿地
上能不能种”“不用人工饲料的话， 稻田
里可以养点鱼不咯”……今年4月，长沙
市司法局立法处处长侯娴君带着《长沙
市湿地保护条例（草案）》，来到宁乡市沩
山乡调研， 不少村民和企业代表说出了
自己的心里话。

广开言路，开门立法。不久后，《条例
（草案）》中新增了“第十五条”：农业农
村、 林业等管理部门应当为湿地范围内
从事农业生产及居住生活的村（居）民提
供技术支持，指导村（居）民科学合理利
用湿地， 指导和鼓励有利于湿地生态环
境修复的种植、养殖。

这样的变化得益于长沙市不断完善
政府立法工作机制。2016年8月，该市在
全省率先建立政府立法基层联系点，芙
蓉区定王台街道办、 开福区伍家岭街道
办、宁乡市沩山乡3个首批政府立法基层
联系点，先后参与8部法规、规章的征求
意见工作， 有力推进了全市民主立法和
科学立法。

法者，治之端也。科学、成体系、高品
质的立法，不但是百姓福祉的源泉，更是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最根本、最稳定、最长
久的保障。

今年9月18日，湖南军信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恒凯环保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与长沙市生态环保协会、 长沙
市物业管理协会一道， 作为第二批政
府立法基层联系点获得授牌。至此，长
沙立法基层联系点由3个扩充到7个。
不同于首批3个基层一线政府机关，此
次增设的联系点均为行业协会和民营
企业。

企业全过程、全方位参与立法工作，
为涉企意见征集开通直通车， 正是长沙
在立法过程中不断拓宽企业参与渠道的
具体实践。

“互联网+规范性文件”，
摸清家底好办事

打开长沙市政府网站，市政府文件、

各单位系统文件、办公厅文件、规范性文
件清理一目了然， 企业和群众办事只需
点击查看，便一清二楚。

这样的便捷源自长沙“互联网+规
范性文件”管理机制的创新探索。长沙市
司法局编印《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手
册》，把全市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审查监
督范围， 并依托长沙市规范性文件管理
数据库， 开展规范性文件动态化清理和
专项清理。

同时， 对市政府及各部门近年出台
的政策进行摸底， 根据效力状态实施滚
动式管理， 实现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全面覆盖，切实做到“有件必审、审查必
严、有错必纠”，保障决策合法性。

2016年以来， 长沙市共审查市政
府、 市政府办公厅规范性文件1313件
次， 向法定监督机关报备规范性文件
245件， 备案规范性文件396件， 实行

“三统一”文件564件，清理规范性文件
3331件。

源头化解，社会稳定加速器

做好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工作， 事关
企业、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

近年来，长沙建立调解、仲裁、行政
裁决、 行政复议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充分发挥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第一道
防线”作用，社会效果良好。

去年1月， 张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
事故，宁乡市人社局认定其为工伤。而张
某就职的公司对此不服，向宁乡市政府提
起行政复议。

通过行政复议审查分析，宁乡市司法
局认为张某的情况可以认定为工伤，但考
虑到案件的特殊性，一方面建议张某本着
解决实质问题的心态与公司进行协商；同
时，向公司讲解相关法律法规。以法为据，
融情于理，最终公司同意支付补偿款并撤
回复议申请，争议得以有效化解。

为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长沙市司法
局在行政纠纷化解前置程序上发力，对
可能引起民转刑案件等重大矛盾纠纷，
建立一案一报、一月一台账工作制度，推
动矛盾化解从终端裁决向源头化解延
伸。同时，推动调解工作人员职业化、专
业化，推进医疗卫生、道路交通、物业管
理等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建设，并常态
化开展行政调解。

民事无小事。通过做好行政争议化
解工作，减轻了企业和群众诉累，降低
了行政成本， 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稳
定。2016年至今， 长沙市司法局依法办
理行政复议案件1779件，办理行政应诉
案件1654件。其中，今年来依法办理涉
企行政复议案件和行政应诉案件 161
件，组织召开听证会、协调会和组织谈
话80余次， 代理市政府出庭应诉200余
次，受到各方肯定。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陈庆林）
买10斤肉，却报15斤，查！近日，郴州市汝城县审计局在对
该县一所学校审计时发现这一问题线索， 随即移交县纪委
监委。经查，该校利用食堂在营养餐报账时作假，虚报套取
11.14万元。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郴州市针对14类
漠视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其中对全市义务
教育772所学校的学生营养餐实施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
查，就是一记重拳。

汝城县通过一案多查， 在全县教育领域立案20多起，
处理22人，并清退了所有套取资金。11月初，记者在该县泉
水中心学校看到， 饭点一到， 学生们准时来到食堂排队打
饭，每餐的荤素菜品，采购时间、地点、价格、数量全部记录
在册后进行公示。

在专项整治中，郴州还借助“互联网+监督”平台的大
数据，实现动态监管、智能分析。安仁县就通过这一平台发
现93条问题线索，部分贫困学生未领取2018年秋季和2019
年春季扶贫助学金。 该县金紫仙镇贫困户黄思良家的两个
小孩就读于安仁县实验学校，通过核查，相关部门立即将欠
缺的1000元扶贫助学金打到了他的账上。

和黄思良一样，郴州市有3459人领到了这笔迟来的教
育补助款，涉及金额651万元。据了解，郴州以教育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为抓手，对全市1215个教育扶
贫项目开展清理，发现问题线索669起，立案83件，查处124
人，累计追缴资金648.35万元，退还群众106.47万元，确保
将“富脑袋”的钱一分一厘都花在实处。

长沙：让法治成为城市最美“底色”

通讯员 王观宏 黄文勇 刘一力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爱心护学，扎实为民。多年来，津市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用心打造精品警队，
赢得了“全国青年文明号”“全省人民满
意公务员集体”等多项荣誉。

初心不改，做好每件小事

“护市路阳建公司路段发生一起交
通事故， 一辆白色新面包车将一辆三轮
自行车小吃摊撞翻后逃跑啦。”10月底，
津市交警接到这样的报警。随后，津市交
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民警立即赶赴现

场。事发地较为偏僻，岔路较多，并且无
监控可查，与此同时，逃逸车辆还是没挂
牌的新车。

最终在案件线索缺乏情况下， 津市
交警凭借丰富的经验，耐心细致地摸排5
小时后，将案件侦破。

这是津市交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一个缩影。

津市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成立于
1987年。32年来， 这支队伍始终坚持为
群众做好每件小事， 锻造出了忠诚担当
的精品警队。

“津市连续10年以上，未发生一次
死亡3人以上的较大交通事故。”交警大
队庹进文介绍说，这些年来，津市交警以

队伍管理为主线， 每年开展队伍作风建
设集中整训，开展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一
级带一级，层层推标杆，民警业务能力大
幅提升。

此外，他们还首创摩托车社会化管理
模式，解决摩托车“谁来管”“怎样管”“长
效管”的问题。此外，针对农村交通安全管
理，探索实行“路长制”，守护一方平安。

上岗护学，用爱温暖孩子的心

11月11日清晨7时20分， 津市交警
大队护学女警熊黎和往常一样， 早早警
服整洁、 装备齐全地站在津市市第二小
学的护学路口。看着学生们安全到校，熊

黎满意地笑了。
当天下午，熊黎和同事们再次站在护

学路口。直到17时许，孩子们安全放学，她
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地处津市万寿路的津市二小，道路狭
窄，每逢学生上、下学期间，极易造成交通
拥堵。

为消除安全隐患，2011年3月， 由16名
女警组成的津市二小女警护学岗成立。指挥
车辆、疏导交通、护送学生，消除交通隐患。

这一干，就是8年。用爱用心护学，温
暖了孩子们和当地群众的心。

“津市交警这样的做法让人放心。”当
地人频频给护学岗的交警们点赞。

为进一步保障孩子们的交通安全，构
筑警民亲情桥，津市交警又将“女警护学
岗”升级为更多有家长、学生和老师代表
参与其中的“警校家”护学模式，深受社会
各界好评。

津市交警：用心打造精品警队

郴州专项治理
校园“微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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