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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治之端也”，全面依法治国是国

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随着

新的法治政府建设纲领性文件——《法治

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面世，

过去一年，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正全面提速。

回望 2021 年，长沙市在法治政府建设

中脉动强劲——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在落

实重点措施上聚焦发力，在优化营商环境

上精准施策，在服务强省会战略上主动作

为，在补齐短板弱项上狠下功夫……

近年来，长沙已先后获中国法治政府

奖、全国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先进单位、中国

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市称号，三度

被授予“长安杯”，连续 14 年获评“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

站在更高新起点，迈出跨越新步伐。

立足法治新时代，长沙正全力争创“全国法

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奋力开创全面依法治

国在长沙的新实践。

立良法谋善治

良法是善治和发展的前提。

长沙把准立法方向，坚持服务大局与

问题导向相结合，紧扣重大决策部署和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突出特色，重点

聚焦生产安全、交通安全、民生保障等领域

的规范发展。

过去一年，长沙合理铺排 30 件政府立

法项目，其中一类立法项目创历年新高；坚

持“立改废”并举，高质量完成《长沙市烟花

爆竹安全生产与产业引导条例》等地方性

法规或规章 3 部、修改《长沙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等 8 部、废止 5 部。

“这项条例，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立

法前，长沙市司法局会带上征求意见稿，前

往“政府立法基层联系点”让居民畅所欲

言，表达自身关切。长沙立法历来重视公

众参与，不仅广泛组织形式多样的座谈会、

听证会，还在全省率先建立政府立法基层

联系点。目前，长沙市政府立法基层联系

点已达 10 个，分布在基层单位、行业协会

和民营企业等地。

立法过程中，长沙还建立起了科学的

起草工作机制和有效的立法协调机制，由

市司法局、市人大法制委、起草单位各自抽

调工作人员组建立法工作小组，共同参与

立法调研、文本起草、专家论证、征求意见、

审议等程序。

立法后，有关部门还委托第三方共同

参与评估，组织召开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

专家论证会，全面掌握政府规章实施情况，

并形成了评估报告。去年，长沙对《长沙市

餐厨垃圾管理办法》《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等 6 部政府规章

进行立法后评估，为高质量立法助力添彩。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长沙坚持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每一次立

法都是时代命题的回应、人民智慧的汇聚、

法治建设的跃升。

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打开长沙市政府网站，市政府文件、市

政府办公厅文件、各单位系统文件和规范

性文件清理一目了然，企业和群众办事，只

需点击查看便能一清二楚。

过去一年，长沙全面深化政务公开，不

仅规范相关专栏，还建成了“政策问答”平

台，将政务公开贯穿政务运行全过程。同

时，长沙不断完善规范性文件制发管理制

度、高标准建立规范性文件管理数据库，做

到有件必审、审查必严、有错必纠，规范性

文件合法性审查达 100%；严格规范重大项

目投资合同审查，依法对城市建设、招商引

资、国企转型等领域合同进行法律审查，去

年审查政府合同 136 份，涉及金额约 3000

亿元。

为将重大行政决策纳入法治轨道，长

沙还及时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

办法”“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为政府提

供相关程序指引和制度保障。

去年底，芙蓉区韭菜园街道联合城市

管理、食品安全等多部门共同开展综合检

查执法。“以前各个部门分开来，如今多项

检查一次搞定，省事！”店主凌某说。企业

良好的“检查”体验，源自相对集中行政处

罚权改革。为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

问题，长沙依法推进市场监管、生态环境保

护等领域改革，按照一个领域一支执法队

伍的原则，统筹配置执法职能和执法资源。

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长沙还深入推

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去年，市本级行

政执法事前公示率、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目录清单制定率、备案率均达 100%，音

像记录比例大幅提升。长沙还高标准建立

全市行政执法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率先在

全省实行执法数据定期报告制度，科学编

制长沙市行政执法数据分析报告，加快实

现“数字执法”和“云监督”；高效推进行政

复议体制改革，实行“阳光复议”，实现复议

案件集中办、规范办、协同办。

推进全面依法治市，长沙紧紧抓住领

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过去一年，长沙

市精心组织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工作，明

确要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

人开展年终述法，创新开展实地现场述法，

探索开展其他述法形式，切实增强领导干

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了“压力传递”

和“杠杆效应”。

以法治化营商环境培育发
展沃土

“感谢岳麓区对接高校、人力资源机

构，我们已陆续收到一批求职者简历。”湖

南湘江鲲鹏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

责人高兴地说。

去年 11 月 19 日，岳麓区启动“上门办”

工作，让政务服务从“企业群众跑腿”转向

“政府专人跑腿”。该公司有关负责人拨通

“上门办”服务专线并表示，硬件行业人才

紧缺，希望政府协助招聘。

接到企业诉求后，岳麓区“上门办”服

务平台根据业务对口及属地原则，迅速将

相关申请转给区就业服务中心、学士街道

办理。再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有关部门

和街道第一时间上门服务、解难题。

这只是长沙深化“放管服”改革的一

个缩影。去年，长沙持续简政放权，出台

了《长沙市 2021 年深化“放管服”改革重点

任务分工方案》，系统推进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商事制度改革、“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 、信 用 体 系 建 设 等 34 项 重 点 工 作 落 地

见效。

其中，告知承诺制是“放管服”改革中

的重要创新措施。2021 年，长沙公布告知

承 诺 制 证 明 事 项 目 录 ，其 中 市 本 级 目 录

116 项、县市区目录 138 项，一系列与群众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不用再提交“证

明”，而是通过签署“书面承诺”办理。

从“简政放权”入手，长沙深入推动“放

管结合”和“优化服务”。目前，全市各级政

务大厅均建成了“不打烊”自助政务服务

区，商圈楼宇、社区园区等地分布着 54 个

政务驿站、投入了 1800 多台自助终端机，

实现政务服务全天候不间断。

在岳麓科创港，岳麓山大科城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已成科创企业“贴心人”，为减

轻企业资金压力，中心为大科城首批 1000

余家企业提供包括股权架构、公司章程、合

同规范等方面免费法律服务包。为给各大

企业提供“行业+专业”的优质公益法律服

务，长沙将 22 条产业链法律服务团再升级

优化，成员扩充至 497 名，走访涉链企业达

400 余家……

法治，已成为长沙的鲜亮底色。下一

步，长沙将进一步夯实法治基石，全力创建

“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不断提升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一体化推进法治

长沙、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用法治保

障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让法治长

沙建设再上新台阶。

站在更高新起点 迈出跨越新步伐
——长沙奋力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

临武县：
用好“警示+”赋能清廉建设

近日，在临武县纪律教育基地，县直单位、乡镇等 60 余名

单位“一把手”受邀开展了一次体验式、沉浸式、全景式警示教

育。这是该县纪委监委为延伸“警示+”教育链所组织开展的

活动之一。

近年来，该县纪委监委通过搭建“警示+案例+清单”新平

台，建立分类警示教育资源库，定期梳理全县查处的党员干部

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制定警示教育典型案例通报、廉政大礼包

二位一体“清单”。积极探索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有效路径

和措施。

同时，该县纪委监委还积极探索开展聚类分析式警示教

育，注重分类施教、因人施教，先后以“6+2+1”（违反六大纪

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职务犯罪）

形式归类，共印发通报 5 期，曝光典型案例 42 个；结合处分执

行情况检查，在各单位组织开展警示教育 45 批次；在网站、微

信工作群等平台推送典型案例分析 30 余个。让不同层级、不

同领域的党员干部照镜子、受警醒。

截至目前，廉政教育基地已组织开展警示教育 8 批次共

525 人次。“我们将坚持以党员干部身边事、身边人为‘小开

口’，做实警示教育‘大文章’，在警示教育的补链、延链、强链

上下功夫、求实效。”临武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彭岳辉表示。 （杨 偲 罗 徽)

芷江一幼：

创新机制建设“清廉学校”

今年来，芷江侗族自治县第一幼儿园以创建“清廉学校”

为契机，制定了党建护廉、制度守廉、文化润廉、师德促廉、德

育养廉、家园助廉等方面具有一幼清廉特色的“六个指向标”，

构筑起一幼“清廉”系统。

该园把制度建设摆在首位，成立清廉校园建设专班，坚持

“三重一大”事项集体议事原则，落实园所工程项目建设、招生

管理、职称评审、评先评优等 16 项“小微权力”办事流程，及时

公布“微权力”清单。该园在全园 12 个班级以及海峡路分园 7

个班级中融合班级阅读展板创设“清廉绘本”推荐并进行展板

评选展示，让教师在精心设计中感悟清廉。同时，各班结合班

本特色融入“清廉”元素，创设了“光盘请亮灯”“垃圾分类”“传

承侗族文化”等班级清廉主题环创。该园教师还与园所签订

师德师风建设承诺书，人人提交《廉洁风险管控自查表》。利

用每周五集中学习、廉政党课、教师读书活动等载体，多种形

式学习将清廉教育的内容有机融入师德培训教育。

为了加强廉洁教育在规定课程多元整合中的渗透，通过

音乐活动学习清廉歌曲、美术活动制作清廉绘画、手工等形

式，让廉洁意识植根孩子心灵。该园还在在园所背后开设了

一块“种植基地”，每个班认领一块种植区域进行劳动种植，将

清廉教育搬入“田”间，让孩子们从传统的教室移步到自然的

大课堂。

同向而行，家园助廉。为加强家园沟通，该园搭建“爸爸

故事团”，讲优秀家风家教故事，传递家风正能量；成立家长委

员会、膳食委员会，督查园所各项事宜及反馈家长建议，推动

家园教育同向而行，让好家风与好园风相得益彰。（周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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