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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
四城同创”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支撑和保障，全力护航“四城同创”，近日，我市制定
出台了《
“法治护航四城同创”七大行动方案》，进一步推动“四城同创”向纵深发展。

我市出台《
“法治护航四城同创”七大行动方案》
关键词：普法依法治理

关键词：纠纷化解

加快立法步伐。 围绕“四城同
创”积极开展立法项目征集，科学制
定立法计划，通过地方性法规、政府
规章的立改废释工作， 巩固和深化
“四城同创”成果，形成长效机制。
完善规范性文件体系。 通过完
善“四城同创”党内和行政规范性文
件制度体系，让推进“四城同创”各
项工作有据可循、有章可依，保证政
策的连续性、成果的可持续性。
加强规范性文件清理。 凡涉及
“四城同创” 相关领域的规范性文
件，要确与法律法规、中央、省、市政
策的一致性， 与达州城市建设的当
前情况、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相适应。

抓实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宣
传。 加强法律法规的法治宣传教育，
抓好领导干部
“
关键少数”的学习。
创新拓展法治宣传模式。 在加
强传统宣传的同时， 创新开拓新媒
体宣传媒介、组建法律服务小分队，
使法律宣传内容更加亲民、 更接地
气。
突出法治宣传重点。 按照
“
谁执
法谁普法”的原则，到小区、村镇、学
校等场所开展法治宣传。 重点抓好
文化保护、 城市文明构建、 森林保
护、市容市貌整治、交通秩序与交通
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
的宣传，增强全体市民共同参与“四
城同创”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健全多元化解机制。 构建有效
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网络和多层次
阶梯式纠纷解决体系， 从源头上防
范城市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园林建
设等方面的矛盾纠纷产生， 促使大
量矛盾纠纷通过前端防控体系消化
在萌芽状态。
依法化解行政争议。 积极引导
信访人员依法维权、理性维权，通过
行政复议等法定渠道化 解 行 政 争
议。
发挥基层综治“细胞”作用。 扎
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主
动排查和依法调解各类纠纷， 充分
发挥派出所、派出法庭、司法所在化
解人民纠纷、预防和减少犯罪、参与
基层综合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执法监督

关键词：决策参谋

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 全面
拓宽行政复议、 行政执法监督投诉
工作渠道，整合监督力量，加强行政
执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现象
的监督力度。
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
衔接。 完善“两法衔接”工作机制，汇
编市本级“两法衔接”移送清单，依
法移送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各类
涉嫌犯罪的案件， 严厉打击各类故
意破坏城市公共设施、文物文化、森
林植被、交通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推动信息公开。 纵深推进
“放管服”改革，动态管理权责清单。

加强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核。 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四城
同创”工作，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
策。
搭建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平
台。 在“四城同创”中对社会关注度
高或与民众利益直接相关的决策事
项，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认真
听取，组织研究，及时反馈意见采纳
情况和理由。
积极开展法治理论研究。加强城
市法治理论与实践探索的研究，为
“四城同创”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
大活动、 重大项目提供智力支持，为
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优质决策参考。

关键词：制度保障

关键词：优质法律服务
健全完善“党政法律顾问”制
度。 夯实党政法律顾问制度基础、完
善工作措施，为“四城同创”工作提
供法律支撑，充分发挥“
外脑作用”。
优化法律援助服务。 进一步健
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坚持“四零”
服务优化办案流程， 开通法律援助
“绿色通道”， 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
量。 积极为民营企业开展法律体检。
组织律师为民营企业开 展 法 治 体
检，有效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为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优质的法律
保障。

劳务结束后 七旬老汉突然昏迷
今年秋天稻谷收割季，秋高气爽，大
多数村民家的稻谷都已入仓。 家住达川
区管村镇赵某因水稻种植多， 家中劳动
力不足，还有一大片水稻未收割，于是请
附近几个村民为自己收割谷子， 并给予
一定的报酬，70 多岁的李某就是被请村
民之一。 9 月 22 日下午收工后，赵某驾
车将李某等人一一送回家， 路上一切正
常，无异常事件发生。 但是李某回家后，
突然感觉身体不适，且腿脚不听使唤。 家
人立即将李某送至医院， 经查李某身患
脑溢血，需要住院治疗。 李某在亲属的照
顾下，在医院治疗一个月，花去医药费近
8 万元，但仍处于昏迷状态。 在治疗过程
中， 李某的亲属一直认为李某突发脑溢

血是因为为赵某收割谷子劳累所致，故
多次找赵某要求赔偿，解决李某医药费。
赵某则认为李某突发脑溢血是其自身身
体原因，与收割稻谷无关，拒绝赔偿，但
愿意从人道主义上给予一定帮助。 为此，
当地政府也多次组织双方调解， 但因分
歧太大，未达成协议。 眼看着钱花了，人
未醒， 李某亲属以无力继续支付医疗费
为由， 扬言要将李某送到政府， 不再管
护。
眼见一场纠纷即将愈演愈烈， 当地
政府立即安排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面
调解处理此事。 人民调解员通过详细的
走访调查了解，掌握了事件的基本情况，
找准了问题的症结。 遂组织双方进行调

解。 一开始，李某亲属认为李某早上出门
都是健康的，务工回来就生病了，一口断
定就是因收割谷子劳累导致， 赵某应当
承担主要责任； 而赵某认为李某脑溢血
的发生是偶然的且发生在劳务结束后，
李某在提供劳务期间无不良反应， 自己
不应为李某的病承担一点责任。 人民调
解员首先对李某家属进行说服规劝，把
相关法律的知识点讲明白讲透彻， 通过
释法解惑， 让李某家属从法律角度知晓
自身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又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 劝导建议赵某从人道主义出发
适当给予李某一定经济补偿。 最终赵某
考虑到李某家庭困难，年事已高，愿意给
予 2 万元补偿金。 李某的亲属在明白了

关键词：司法为民保障
深化执行工作。 加大对涉
“
四城
同创”案件的执行力度。 开辟劳动争
议、追索赡养费、扶养费等案件保全
“
绿色通道”。 完善“
一处失
和执行的
信，处处受限”信用惩戒体系。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加强城市
公共资源保护， 以公益诉讼的方式
严厉打击破坏文物文化、 城市公共
设施、 森林资源等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行为，切实保障“四城同创”工
作成果。
保障社会安定有序运行。 加强
“四城同创”期间社会治安的维护工
作，预防、制止破坏“四城同创”成果
的犯罪行为发生，严格追究破坏“四
城同创”成果相关人员的责任。 营造
讲文明、尊规则、重诚信的文明城市
氛围。
《
“法治护航四城同创”七大行
动方案》的实施，将为“四城同创”工
作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支撑和保障，
让市民形成良好法治思维， 养成良
好法治习惯，形成浓厚的法治氛围。
为推进“四城同创”圆满成功，为全
市实现“两个定位”、争创全省经济
副中心作出新的贡献。
（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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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之后， 欣然接受赵某提出的补
偿数额。 经过调解，当事双方彼此互谅互
让，在自主自愿的情况下达成了协议，并
当场兑现，一场矛盾就此化解。
人民调解员提醒： 矛盾纠纷的化解
有多种方法， 人民群众可以在法律规定
的框架下自由选择协商和解、人民调解、
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 如果当事人确属
经济困难的， 还可以向当地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或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施法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