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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

关于 2021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市政府：

2021年，西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法治政府建设放在党委政府发展

全局中统筹谋划，加快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积极探索符合西区实际的法治政府建设模式和路径，强化法治政府

建设，示范带动法治社会建设，推动法治西区建设，为全面建设“攀

西工业强区”和“山水灵秀新城”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现将西区

2021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坚持法治引领，提高法治政府体系建设质量。

一是加强领导压实责任，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职责。区政府在

区委领导下谋划和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对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总体部

署、明确工作要求，带头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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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监督和指导全区法治政府建

设工作，做到整体推进、分步实施，形成合力。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专门对聘请区政府法律顾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复议

应诉等工作作出批示。区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法治政府建设工

作，要求相关责任人员高度重视，主动负责，确保实效。二是接受

民主法治监督。认真研究人大有关审议意见，及时办理人大代表建

议和政协提案，按时办复率达 100%。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受理行政

案件，全年法院开庭审理西区行政诉讼案件 16件，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率达 100%。三是严格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年度报告

制度。按照中央和省市相关文件要求，2021 年第一季度，区委向

市委、区政府向市政府和区委、区人大常委会报告了 2020年度法

治政府建设情况，并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四是统筹谋划法治政

府建设年度重点工作。印发《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 2021年法治

政府建设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明确了 32项重点工作，在区政

府常务会、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听取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法治政府建设有关工作，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有

力有序推进。五是强化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年度考核。进一步完善法

治政府建设考核机制，制定《攀枝花市西区 2021年度法治政府建

设工作考评细则》，细化责任分工及考评计分规则，充分发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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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棒的作用。

（二）优化政务服务，提升政府依法履职效能。

一是持续推进“一网通办”。推动省一体化平台建设，努力实现

政务服务“一张网”，38个区级部门，6个镇（街道）、26个村（社

区）在省一体化平台上进行了基础信息配置，配置率达 100%，按

照“应上尽上”原则，将所有政务服务事项部署上网。一体化平台上

认领事项 6466项，依申请事项网上可办率达 100%，全程网办率达

89.85%。二是优化审批流程，大幅压缩审批时限。673项审批服务

事项承诺办结时限相比法定办结时限压缩比例达 75.48%，“只跑一

次”事项数占比达 100%。开展行政许可事项“最小颗粒度”梳理，对

339项事项进行了情形化配置，情形项总数达 683个。三是全面推

广电子证照、印章的应用。在省一体化平台认领电子证照 53种，

制作电子印章 112枚，证照印章配置率达 95.77%，2021年，在该

平台制作签章、证照 12950份。四是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印

发《攀枝花市西区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攀西

府办发〔2021〕8号）重点针对办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

付等依申请的行政事项开展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以《攀

枝花市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首批目录》为指导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

诺制，推动形成标准公开、规则公平、预期合理、各负其责、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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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治理模式。

（三）坚持规范化建设，持续提升行政执法能力水平。

一是加大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按照《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

定（试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级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和

《攀枝花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实施方案》等规定，拟制了

《攀枝花市西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制度入

轨实施方案》，将市场监管、文化市场、农业、城市管理领域综合

行政执法队伍中 95人进行入轨登记，完成 80人职级套转。开展行

政执法人员线上培训及测试 205人，组织行政执法证培训考试 173

人，强化行政执法监督管理，提高行政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和素质，

进一步抓好法治队伍建设。二是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开展安全生产、

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劳动保障、农业、林业等重点行政执法领域

监督检查工作，通过听取汇报、查阅工作台账和座谈交流的方式进

行监督检查，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10余条，要求

相关单位逐项整改落实。开展 2021年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

自查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卷 287卷、行政许可案卷 4398卷，成立

由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及重点领域行政执法单位骨干组成的执法

案卷评查小组，集中评查（抽查）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卷 32卷、

行政许可案卷 25卷，评选出优秀行政处罚案卷 10卷，行政许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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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6卷，充分发挥优秀案卷的指导示范作用。坚持重大行政处罚决

定法制审核和备案制度，全年备案重大行政处罚 30件。三是用活

“互联网+监管”，实现行政执法主体全覆盖。用好行政执法综合管

理监督信息系统，组织全区 26家行政执法单位工作人员进行系统

培训，录入执法证申领、换发、注销信息，及时更新执法人员数据，

现行有效行政执法人员 308人，已发放行政执法证 187人。全部执

法人员在省一体化平台完成注册及实名认证，在“互联网+监管”系

统平台中全部实现人员的公示公开。

（四）加强合法性审查，提高科学决策水平。

一是严格落实依法行政决策机制。严格落实《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

机制的实施细则〉的通知》（攀西府办发〔2020〕22 号），推进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法治化，积极践行行政规范性文件

“三统一”制度，全年出台行政规范性文件 5件均进行了合法性审查，

向市政府、区人大常委会报备行政规范性文件 3件，报备及时率、

合格率达 100%，备案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 2件，切实做到“有件必

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二是严格规范性文件清理制度。按照“谁

制定、谁清理”原则，对全区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文

件进行清理，未发现涉及地方保护、市场壁垒等与现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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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和国务院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文件。三是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

程序。深入贯彻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坚持重大行

政决策必须经合法性审查，重大行政决策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

不合法的，不提交决策机关讨论，全年涉及政府合同、协议及文件

105份（其中政府合同、协议 45份、文件 60份）均经过合法性审

查程序，金沙滩国际长江漂流基地淹没补偿、东盟国际涉非法集资

和债权债务处置等 60余项决策事项均吸纳了政府法制部门工作人

员及区政府法律顾问的参与并充分听取其法律意见。

（五）推动依法治理，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一是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格局。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形成矛盾纠纷化解合力。围绕重点

地区、重点时段和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调解，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

态。2021 年，全区调解案件 1571 件，调处成功 1571 件，调解成

功率达 100%，进行司法确认 336件。2021年 12月 14日，西区清

香坪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爱民调解工作室被四川省司法厅四川省

人民调解协会评为四川省“金牌调解工作室”。二是深化行政复议改

革。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

主渠道作用，按照“应收尽收、应调尽调、应纠尽纠、应赔尽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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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建设，及时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全

年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2件，经调解撤回行政复议申请 2件，更好的

服务平安西区、法治西区建设。三是持续优化治理机制。制定《西

区社区党群议事会议事规程》《西区小区自主管理委员会运行规程》

等自治机制 5个，在社区全覆盖设立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街道、

社区、小区等治理体制机制不断优化。

（六）夯实法治根基，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一是提升普法质效。统筹推进“八五”普法，深化拓展“法律七进”，

构建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全民普法大格局，率先在巴

关河社区广场打造“民法典”主题广场，以漫画案例故事等形式向群众

展示“民法典”中重点法条，引导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全年开

展各类法治宣传活动 160余场，悬挂标语横幅 400余条，发放普法

资料 8.7万余份。二是深化公共法律服务。推出 13条公共法律服务

便民措施，尽力做到办理公证“最多跑一次”。开辟法律援助绿色服

务通道，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实现应援尽援。今年共接受公证

咨询 3100余人次，办理公证 337件，服务特殊群体 100余次，延

时办理公证 50余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267件，法律帮助案件 268

件，接受法律咨询 1790余人次，代写法律文书 40份，受援人数达

1778 人次，刑事案件辩护意见采纳率达 95%以上，民事案件已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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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胜诉率和调解率达 100%，超额完成省级民生工程目标任务。

三是加大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加大食品药品、公共卫生、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安全生产、劳动保障、城市管理、交通运输、金融服务、

教育培训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开展“非法客

运”打击行动，出动执法车辆 128台次、出动执法人员 316人次、

查处非法营运车辆 8台；立案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 4

件，清欠工资 85万余元，涉及 57人，通过主动监察及时处理欠薪

隐患案件 51件，清欠工资 686万余元，涉及 592人，劳动保障监

察案件按期结案率达 100%；辖区备案在建工程项目落实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各项核心制度率达 100%，劳动合同签订率达 98%以上。

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整顿和禁止使用童工三

项专项行动，共查处非法使用童工案件 1件，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1件，协调处理社保登记纠纷案件 1件，切实维护重点领域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

（七）加强法治保障，优化企业营商环境。

一是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感。开展“一件事一次办”主题式

审批服务，在政务大厅分类设立企业开办、工程建设项目、惠企政

策咨询等综合审批服务窗口。梳理推出“一件事”主题服务，做到“一

套材料、一次告知、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次办结”。二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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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资便利度。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支持，

督促银行机构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引导银行机构网点承接

不动产抵押登记延伸业务，2021 年，西区持续落实财金互动工作

要求，已拨付 17.46万元补助资金。同时，向市级推荐有融资需求

企业 45家，为辖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金额近 10亿元。三是加

大企业法律服务力度。依托攀枝花市首个建筑工地农民工法律援助

工作站，为农民工畅通“绿色通道”，提供法律咨询 300余人次，提

供法律援助 20件，挽回经济损失 37万余元。组织律师、法律顾问

到园区开展法治讲座 5场，为 24家民营企业开展“法治体检”，审

查用工合同 700余份，精准服务企业发展。

（八）推进政务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一是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推进政务决策、执行、管理、服务、

结果五公开，将拟公开审查程序前置，实现发文审签与政务公开审

查同步进行，有效推动了“应公开尽公开”。二是主动公开信息。认真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一步强化组织

领导，完善运行机制，加强信息公开队伍建设，加大政务信息公开

力度。2021年，扣减重复加载的政府信息后，全年共主动公开政府

信息 14492条。其中，概况类信息 245条，政务动态类信息 13403

条，信息公开目录信息 844条，西区在全省县（市、区）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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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中排名第一。三是加强政策解读。持续推进政务公开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完善“五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工作机制，决策公开政府常务

会议纪要 22条。拓展、畅通信息公开受理渠道，加强政策解读回应，

扩大公众参与，发布政策解读 77篇。强化政务公开载体和政务公开

监测平台建设，开展培训交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新成效。

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2021年，全区法治政府建设虽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然存在

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一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难点在基

层，但基层依法行政工作力量配备、工作保障还不够到位，特别是

执法体制改革后，现有的基层法治机构规格、编制、人员素质与其

承担的职责和任务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显。二是法治专业队伍参

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力量尚未充分发挥，公职律师、法律顾问等法律

专业人才的作用发挥不明显，法治专业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强。三

是随着国家《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修订更新，

部分单位履行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还不到位，领导干部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需进一步提高。

三、2022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一）健全完善决策机制。

全面落实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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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规定，自觉把法治原则和法律要求贯彻到行政

决策全过程。对区政府和政府组成部门的法律文书、合同协议等进

行合法性审查，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以及清理备案。严格

落实《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加强对重大决策

执行情况的跟踪调查与督促检查，确保决策效果。

（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按照中央、省、市的统一部署，进一步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切实解决多头执法、执法扰民、基层执法力量

不足等问题。持续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执行行政执法裁量权制度，推进

行政执法标准化建设，加快推进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加强行政执

法监督，建立健全常态化责任追究机制，大力提升执法效率和监管

水平，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全过程留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

（三）持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能力。

坚持一手抓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一手抓依法有效化解社会

矛盾纠纷。聚焦基层，力量下沉，加快整合律师、公证员、人民调

解员等法律服务资源，探索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科技在公共法律服

务中的应用，不断提高法律服务供给能力。继续推进矛盾纠纷化解，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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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行政调解规则，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依法纠正行政

违法行为。

（四）科学谋划“十四五”期间法治政府建设规划。

压实法治建设责任，科学谋划“十四五”时期法治政府建设新蓝

图，积极探索符合西区实际的法治政府建设模式和路径，及时制定

《攀枝花市西区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坚

持统筹推进，强化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带动法治社会建设，推动法

治西区建设，全面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

职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

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

2022年 1月 28日

（联系人：付绍雪；联系电话：555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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