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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遂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新闻发布会

着眼绿色发展 遂宁率先在全省立法推出城市管理实体法规地方立法

多个“率先”创造“法治遂宁”范本
遂宁喜获10余张国家级法治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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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统一战线紧紧围绕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献计
出力，建市以来提出各类建议意见3000多条，1600余条意见
建议被市委、市政府采纳。

统战工作不断加强

●2019 年，我
市成功争取成为
了 2019 年“全国公
共安全视频监控
联网应用重点支
持城市”

●我市涌现出
“全国公安机关爱
民模范”唐亚平、
陈国淑等先进典
型

●首创医患纠
纷“独立第三方调
解”模式，被中央
综治办、卫生部联
合调研组确定为

“遂宁模式”

●全国首创
重大事项社会稳
定 风 险 评 估 机
制，从地方经验
上升为国家战略

●荣获第六届
“中国地方政府创
新奖”

● 荣 获 第
六届中国城市
管理进步奖

●荣获“中国社
会治理创新范例 50
佳”

●遂宁连续 12
年荣获“全国社会
管理综合治理优秀
市”荣誉称号

●2017 年我市和
射洪县被中央综治
委授予全国综治最
高奖——长安杯

●全市 9 个
村 (社区 )成为国
家级“民主法治
村 (社区 )”

●4 个县 ( 区 ) 获
得 国 家 级“ 法 治 县
(市、区 )创建活动先
进单位”

遂宁喜获 10余张国家级法治名片

●自 2015 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已
出台《遂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立法条例》《遂宁市城市管理条例》2 部
地方性法规和1部地方政府规章——《遂宁
市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规
章程序规定》，今年《遂宁市观音湖保护条
例》已报省人大待批，《遂宁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已启动立法调研。

法制体系不断健全

●2016 年至 2018 年，全市共发放司法救助资金
495.79万元，涉及414案 520人；司法行政机关落实“一村
（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配备法律顾问2073名，实现全
覆盖；今年以来，我市排查化解基层婚姻家庭、邻里关系、
经济往来等基层矛盾纠纷26162件，消除可能引发“民转
刑”案件的苗头隐患46件。

司法体制不断完善

●我市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大力整治招
标投标、砂石开采、出租车和网约车、建筑和房地产4个领域
突出乱象，仅 2019 年以来，全市共侦办涉黑案件 2 件、“九
类”涉恶案件 251 件，刑拘 596 人，打掉恶势力犯罪集团 2
个、查处恶势力犯罪团伙9个，缴获枪支26支。查封、扣押、
冻结涉案资产2.24亿元，端掉盘踞遂宁的围标串标“四大团
伙”，打掉遂宁火车站周边收取保护费、寻衅滋事的非法营
运恶势力团伙。

我市扫黑除恶成效明显

●我市从2013年开始启动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网格化管
理服务工作。完成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建成矛盾纠纷调
处室、监控研判室、社会心理疏导室三个功能室，完成县
（区）、园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7个、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
建设 123个、社区（村）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2145个。33个
市级部门与市综治中心实现互联互通。

我市法治信息化应用成就

●加强“公调对接”长效机制建设，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
民调解委员会 93个，组建 1个市级、5个县级综合性人民调
解专家库，实现调解专业化。在全市 77个派出所设立驻所
人民调解室，配备专（兼）职人民调解员413人。

持续深化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

●2016年以来，全市法院执行案件收案
34241 件 ，结 案 31586 件 ，结 案 率 为
92.24%。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破解“执行难”成效明显

“围绕如何传承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

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我市做了很多

有益的探索和创新，丰富了‘枫桥经验’的遂宁版内

涵。”市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陈烈介绍说，“枫桥经

验”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

的典型，多年来，遂宁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弘扬“枫桥经验”，不断提高我市基层社会治

理现代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建设更高

水平的“平安遂宁”，得到了中省部门的充分肯定。

陈烈介绍说，在打造“枫桥经验”遂宁模本过

程中，我市进行了诸多的创新，率先在全国试行重

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预测评估制度，逐步拓展到

作决策、上项目、抓改革的重大事项中，实现了“机

制保稳定、源头创和谐”，其经验分别在全省、全国

推广，并写进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党的十八

大报告，荣获“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和“中

国城市管理进步奖”；率先在全省实施以乡镇党委

为核心、村“两委”为支撑、警务室和调解室为骨

干、治安巡逻队为基础的“1221”工程，成为省委、

省政府推进全省农村平安长效机制建设的样板；

率先创办全省第一所工读学校——遂宁市第十五

中学，探索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机制，该做法得到

中央综治委、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充分肯定；

2012 年我市农村留守学生帮教和预防犯罪工作以

91.6 的高分位居全国第一，工作经验在全国会议

上交流推广。

此外，我市在基层治理中的科技应用抓效能、

化解矛盾抓常态、创新机制抓长效等方面也创造了

多个“遂宁模式”。我市率先出台全省首个调处医

患纠纷的规范性文件《遂宁市预防和处置医患纠纷

暂行办法》，成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中心，全面推

行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形成了“第三方调解”“第三

方理赔”的医患纠纷调解“遂宁模式”。我市在全省

率先实现了城乡网格全覆盖；2019 年成为“全国公

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重点支持城市”。

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近年来，全市矛

盾纠纷、不稳定因素、群众来信来访 3 项指标逐年

下降，政府工作满意度、社会治安满意度、群众幸

福 指 数 3 项 指 标 逐 年 提 高 。 2005-2008 年 度 、

2009-2012 年度、2013-2016 年度连续 3 次获得“全

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荣誉，2004 年至 2017
年综治工作连续 14 年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先进市。2017 年遂宁市及射洪县首次同时获得全

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最高奖项“长安杯”，是

四川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地级城市。

●在全国率先试行重大工程社会稳定
风险预测评估制度，先后对 1166件重大事
项开展了评估，防范化解稳定隐患 1541
个，暂缓或分步实施 26 件，否决或婉拒高
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招商项目和
城市改造、土地征用等项目 15个。积极推
进“诉源治理”。全市共设立人民调解组织
2497个，调解员10211人。近年来，矛盾纠
纷调解成功率在98%以上。

社会治理不断优化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遂宁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不断发展
进步，有力保障了全市各项事业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全国首创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全国首创医患纠纷“独立第三方调解”模式，连续 12 年荣获“全国社会
管理综合治理优秀市”荣誉称号，2017 年我市和射洪县被中央综治委授予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10 余张亮
丽的国家级法治名片，不仅让遂宁实现多个“中省率先”，也见证着 70 年来“法治遂宁”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观音湖是遂宁的城市名片，但还存在着不同

程度破坏观音湖生态环境的各种行为。今年 8 月

22 日，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

过《遂宁市观音湖保护条例》，立法保护观音湖

……”发布会上，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戴雄莺

介绍说，这是我市制定的第三部地方性法规，旨在

保护我市的生态环境。

据戴雄莺介绍，自 2015 年 12 月我市获得地方

立法权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着眼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

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已出台《遂宁市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遂宁市城市

管理条例》2 部地方性法规和 1 部地方政府规章

——《遂宁市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

定规章程序规定》；《遂宁市观音湖保护条例》也已

报省人大待批，9 月 24 日省人大常委会将召开会

议对该条例进行审议，条例获得批准后将按计划

启动施行；《遂宁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已启动立

法调研；广德寺、灵泉寺保护和垃圾分类立法将于

明年相继启动。立法护航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绿色是遂宁的城市品牌，我市地方性立法着

眼于绿色发展，出台了第一部实体法规《遂宁市城

市管理条例》。”戴雄莺说，《遂宁市城市管理条例》

不仅是我市第一部地方性实体法规，也是省内首

批城市综合管理领域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着

眼营造绿色生态、宜居宜业、文明有序的城市环

境，从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园林绿化管理、公共空间秩序管理、违法建设

治理、环境保护管理、交通管理、应急管理等八个

方面，对全市城市管理活动以及公众行为作出了

具体规范。该《条例》施行后，市政府还制定了《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办法》《电动自行车管理办

法》等配套制度，市城管执法局、市交警支队对占

道经营、违法建设、电动车乱象等问题进行专项治

理，促使城市秩序持续向好、城市形象显著提升。

打造“枫桥经验”遂宁模本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遂宁”基层治理

“围绕将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我市从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到推进‘阳光司法’，再到着力破解‘执

行难’，我市公正司法实现了新突破。”市司法局党

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徐南平介绍，在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方面，我市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和以

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让审理者裁

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新型审判运行机制不断完

善；有序推进检察、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改革

和律师制度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不断优化。

“阳光司法”方面，我市着力做到司法过程全程

记录、审判过程全程录像、裁判文书全部上网，推行

网上立案、信访答询等网上诉讼服务,推进庭审网络

直播，建立审判、检察、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开放日和

典型案例发布、巡回审判、公益诉讼等制度，推进“阳

光司法”。同时，面对执行难题，我市着眼机制创新，

实施“执行大会战”行动，强化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

督、警示和惩戒，持续开展“失信大曝光”活动，2016
年以来，全市法院执行案件收案 34241 件，结案 31586
件，结案率为 92.24%，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徐南平还介绍说，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我市

也创造了多个全省“率先”。2013 年我市在全省率

先开展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工作；2009
年在全省率先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改革试点，

2017 年开展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复议权改革。我市

还积极推进城市管理、林业等领域综合执法体制

改革，在大英县回马镇开展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

点，试点做法在全省机构编制工作会上作了经验

交流；先后组织开展招投标领域、房地产乱象、拖

欠农民工工资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做好了向

2020 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目标冲刺的基础准备。

推进“阳光司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公正司法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遂宁的‘金字招牌’，其发

端则源自 2009 年遂宁市委和民盟中央的合作。”市

委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工委副书记田彬介绍说，

“盟遂合作”已成为多党合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典范。在双方的共同推动下，2010 年 3 月，

《遂宁市区域绿色经济指标体系》正式对外发布，

推动遂宁逐步走出了一条以生态、循环、低碳、高

效为特征的绿色经济发展路子。

“盟遂合作”的成功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市

统战工作的缩影。田彬介绍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我市团结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更加巩固、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日益显著、各领域统战工作质

效不断提升。

围绕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献计出力，全市

统一战线共有 1600 余条意见建议被市委、市政府

采纳。促成过军渡枢纽工程、市城区应急备用水

源等一批事关遂宁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纳入全市

总体规划建设。连续 8 届承办泛成渝经济区商会

合作峰会，有力推动了泛成渝经济区协同发展、联

动发展。深入开展“百企帮百村”“光彩事业”“梦

飞翔”等统一战线定点合作、社会服务项目 100 多

个（次），为脱贫攻坚、抗旱救灾、修桥补路、扶贫济

困、爱心助学等捐款捐物 10 多亿元，惠及人民群

众 50 多万人。

在多党合作领域，构建了政党协商、政情通

报、特邀监督、建言献策“直通车”等制度，民主党

派成为了市委、市政府的好参谋、好助手、好同

事。在经济统战领域，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不断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经济人士

健康成长。在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领域，通过知联会、新联会等平台，打造了“网络春

晚·新联心”“问瓷遂宁·新联心”“网络赶场·新联

心”等系列工作品牌。民族宗教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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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与党同心、素质优良、代表性强的党外人士队

伍初步建成。同时，切实加强统战理论研究、统战

文化建设，统一战线呈现出团结、奋进、开拓、活跃

的良好局面。

（全媒体记者 周厚均 蔡志凌）

“盟遂合作”已成为多党合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典范统战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