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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

统筹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夯实治蜀兴川法治根基

打造四川特色社会治理

开展“法律七进”，培养48万
“法律明白人”；依法行政升
级，90%行政权利、公共服

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社会治理优
化，百姓遇事找法“抬头能见、举手能
及、扫码能得”……新中国成立 70
年，四川在民主法治建设道路上走出
的每一步，少不了其中各个行业和部
门的努力。

省委依法治省办：
“五大新举措”和“三大新成效”
新时代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

省委依法治省办主任、司法厅厅
长刘志诚在会上指出，党的十九大
以来，新时代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
可用“五大新举措”“三大新成效”来
概括。

工作中，健全了党领导法治建设
新体系，强化以人民为中心法治新导
向，构建省市（州）立法工作新格局，创
新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新路径，深化藏
区彝区依法治理新常态。

在这些举措的促进下，广大人民
群众从“要我学法”转向“我要学法”，
宪法意识、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大幅
度提高。在全省深入开展“法律七
进”活动中，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
法”责任制，培养“法律明白人”48万
余人。

建成的覆盖城乡实体、网络、热线
三位一体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基本

实现了老百姓遇事找法“抬头能见、举
手能及、扫码能得”。据悉，“互联网+
政务服务”各类矛盾纠纷化解成功率
保持在98%以上，实现了“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人民群众安全感达
到94%，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满意
度从2013年的80%上升到2018年的
94%。

谈及未来，刘志诚说：“下一步，我
们将按照中央部署，重点抓好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创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等工作，高质量完成法治
政府建设阶段性任务。”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法制体系实现了从“从零起步”
到“立良法促善治”的跨越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省
人大常委会被赋予地方立法权40周
年。这期间，四川省立法经历了初创、
高速发展、规范发展等阶段，有了立法

“小而特”“小而精”的特点。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黄智刚

提到，截至目前，四川省共制定省级地
方性法规294件，现行有效215件；批
准市州地方性法规181件；批准民族自
治地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106件，基
本涵盖了全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科教、生态等各个领域。

在环境保护方面，为打通污染防
治的最后一公里，确保沱江水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制定出台了《四川省沱

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这是四川
省首次以立法方式推动单独流域污
染治理。

“一部法规保护和挽救了一座古
城”。《阆中古城保护条例》由省人大常
委会牵头起草，在对立法的可行性、必
要性和古城保护的具体范围、对象等
问题进行深入调研论证，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的意见后，于2004年7月出台
了《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用制
度和措施保护古城。随后，又根据形
势变化和保护的需要，省人大常委会
启动了修订工作，进一步扩大了保护
范围，新的法规已于2019年7月30日
起施行。

“对一些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规范性文件，及时纠正，切实维护法制
统一。”黄智刚说，根据40年来地方立
法的积累和总结，在今后的工作中将
继续发扬光大，积极开拓创新。

省委政法委：
以人民为中心

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新时
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
众对司法的需求更高，我们的司法
工作也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在答记
者问中，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李世成
说道。

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建设公
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面落实司法
责任制，建立司法权运行新机制，提
出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
责”。

在推动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
中，着力健全员额分配、遴选、退出
制度，建设革命化、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的法官检察官队伍。截
至目前，全省法院检察院已有 800
多人退出员额，实现了员额“进”

“出”常态化。
除此之外，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

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严防冤假错
案。通过控辩双方在庭上的举证质
证辩论，使法庭能够在庭审中查明
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实现公
正裁判。

仅2018年，全省中基层法院以庭
审实质化方式审结刑事案件5780件，
证人出庭案件数占比达35%以上，当
庭宣判案件4384件，占比达75.8%。

与此同时，还建成了跨部门大
数据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初步构建
了具有四川特色的智慧政法体系，
司法办案质效大幅提升。2018 年，
法官人均办案量比改革前增长62%
以上。

说起下一步的举措，李世成表示
将按照7月份在成都召开的政法领域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部署，持续深化
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提升司法质效，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省委统战部：
党委中心工作铺排到哪里
统战工作就跟进到哪里

“党委中心工作铺排到哪里，统战
工作就跟进到哪里，统一战线作用就
发挥到哪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陈武
在答记者问中提到，十八大以来，就有
7.5万多家民营企业、商（协）会参与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6380家民营企
业和商（协）会与6142个贫困村建立
结对帮扶关系，实施帮扶项目1.2万
个，结对投入资金173亿元，帮扶贫困
群众80.7万人。

在事业接续发展中夯实了统战人
才支撑。坚持教育培训、实践锻炼、推
荐使用等多措并举，全面加强党外代
表人士队伍建设。目前，党外干部中
有7人进入省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
子，省政府部门（单位）领导班子中有
党外正职4名，省法院、省检察院各配
备了1名党外副职，省部属高校领导班
子有党外正职3名、副职9名，市县两
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配备党外
干部901名。

在民族宗教领域，省委统战部深
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命名了27个省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示范县、260个示范单位、15
个教育基地。2018年，四川民族地区
GDP达到227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1978年增长27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姚箬君于婷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2005年，四川率先在全国探索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2010年，四川出台全国首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省级政府规章。
2009年，四川率先在全国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
2001年，四川建成并运行全国首家省级政务服务中心。
2007年，四川在全国率先推行并联审批。
2008年，成都市武侯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行政审批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在全国率先开展

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和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处置改革。

截至目前，四川共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294件，批准市州地方
性法规181件，批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106件。

自1980年四川出台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
则以来，省人大累计办理代表建议2.9万余件；党的十八大以来，省
政协累计办理提案9000余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类调解组织累计排查受理各类矛盾纠
纷442.7万余件，调处成功436.4万余件，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达到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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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治，起于法
治。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四川全面加强民主法治建
设，把治蜀兴川各项事业
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

9月10日，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
场）举行，省委依法治省
办主任、司法厅厅长刘志
诚以“统筹推进民主法治
建设 不断夯实治蜀兴川
法治根基”为主题，用“七
个跨越”概括了 70 年四
川的民主法治发展历程
并答记者问。省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主任黄智刚、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李世
成、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陈
武分别答记者问。

截至目前，四川共制
定省级地方性法规 294
件，批准市州地方性法规
181件，批准民族自治地
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106 件，基本涵盖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科教、
生态等领域。民主法治
建设不断加强，为四川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
的法治保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姚箬君于婷

更全
加强民主建设健全法制体系
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294件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四川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民
主建设不断加强，具体体现在哪里？
省委依法治省办主任、司法厅厅长刘
志诚用一组数据进行了说明。

自1980年四川出台县、乡两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以来，
省人大累计办理代表建议2.9万余件，

充分彰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党
的十八大以来，省政协累计办理提案
9000余件，充分发挥了协商民主重要
作用。

此外，不断健全的法制体系，也使
四川实现从“从零起步”到“有法可依”
再到“立良法促善治”的跨越。从1979
年重新赋予地方立法权算起，截至目
前，四川共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294
件，现行有效 215件；省级政府规章
335件，现行有效167件。涵盖了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教、生态等各
个领域。切实发挥立法对改革发展稳
定的引领、规范、保障和推动作用，为
治蜀兴川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
制度保障。

更优
优化社会治理升级依法行政
90％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

如今，在四川，老百姓遇事找法基
本实现了“抬头能见、举手能及、扫码
能得”。

这有赖于覆盖城乡实体、网络、热
线三位一体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而
在这背后，是逐渐形成的“共建共治共
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2005年，四川率先在全国探索开展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2010年，出台全国
首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省级政府规章。

2009年，率先在全国建立“大调解”工作
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类调解
组织累计排查受理各类矛盾纠纷442.7
万余件，调处成功436.4万余件，人民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达到94%。

与此同时，四川行政管理体制历
经几轮改革，也不断走向法治化。

2001年，四川建成并运行全国首
家省级政务服务中心。2007年，在全
国率先推行并联审批。2008年，成都
市武侯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行政审批
局。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全面
实行的“33证合一”，让90%以上省本
级实施的行政许可、行政确认、依申请
的其它行政权力事项以及公共服务事
项实现“最多跑一次”。

更强
完善司法体制增强法治信仰
培养超48万“法律明白人”

“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援助
制度，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完善信息化
审判管理机制。此外，四川还是全国
唯一连续13年常态化开展服刑人员离
监探亲的省份。”刘志诚说，这些都是
四川司法体制不断完善的见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全面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在全国率先开展刑事
庭审实质化改革和规范刑事诉讼涉案
财物管理处置改革，2018年，中基层法
院以庭审实质化方式审结刑事案件
5780件，当庭宣判案件占比75.8%。

随着全省“法律七进”活动深入开
展，“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全面落实，47
个省级部门的普法责任清单被明确。法
治宣传栏、法律图书室（角）、法治文化公
园、法治教育基地不断“配齐”的同时，还
培养了超48万“法律明白人”，全民法律
意识与法律素质大幅提高。

四川先后制定了民族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106件，整合律师、公证、法律
援助等法律服务资源，深入民族地区实
行结对帮扶。开展禁毒防艾整治、打击
毒品犯罪、实施“法治扶贫”，逐步形成
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治理长效机制。

9月10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