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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先行 助力“ ”乡村振兴
———四川省大邑县王泗镇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纪实

开篇语
近年来，大邑县王泗镇民主法治建设稳步有序深入推进：一个

个新举措在摸索中应运而生，一场场普法教育轮番进行，一次次方

法创新在实践中得到肯定。

王泗镇坚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条主线，以强化党建为引领，

以推进村民自治为根基，以全面推进依法治村为根本，以深入推进

以德治村为先导，全力打造民主法治示范村升级版，促进乡村社会

充满活力、和谐有序、文明向上。

随着王泗镇“民主法治村”建设逐步完善，一个民主法治共生

共荣的庙湾村脱颖而出。
庙湾村，只是王泗镇创建“民主法治村”的一个缩影。

我们知道，只有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才能让他们的生活保障加

上一把“安全锁”，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幸福。

庙湾村在王泗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推进民主法治

建设，坚持“一核引领”、搭建“二个平台”、建立“三个公约”、促进
“三治融合”，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乡村民主法治建设的新

路径。2021 年，庙湾村获评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就是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良好法

治保障。庙湾村在党建引领、村规民约做支撑的治理框架上，将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像一条条七彩线一样织进乡村发展蓝图中。

为了充分发挥党组织“主心骨”的作用，庙湾村党委下设 2个党支

部，引导成立赵家院子院落委员会，形成院落党小组引领、赵家院子院

落委员会组织、社会组织协同、群众参与的运行机制，号召党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积极开展亮身份、做承诺、作表率等活动。

同时，在党组织的引领下，成立乡贤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

事会，通过开展服务群众活动，激发社区内生动力，培育村民“自我服

务、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良好氛围。

如今的庙湾村，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在庙湾村，村民安居乐

业，生活日新月异，一派小康景象。

突出党建引领
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只有深入群众、融入群众，尽早

解决老百姓反映的具体问题和矛盾，

让村民的声音第一时间被听到、被尊

重、被回应，才能营造和谐、守法、有序

的‘善治’社区。”庙湾村相关负责人说

道。

为了加快民主法治建设，庙湾村每

季度分林盘召集包片镇村社干部、村民

召开坝坝会，了解村民的诉求，激发了

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提升了村民的生活

质量和幸福感。

搭建矛盾纠纷调解平台，是庙湾村

在民主法治建设中又一有效举措。依托

党群服务中心，组织一支由老党员、老

干部、村干部组成的矛盾纠纷调解队

伍，每日坐班值守，确保“纠纷有人办、

调解有人在”，保证“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社区干部每天与群众接触、沟通、

交流，为群众答疑、解难、服务，面对量

大面宽又繁琐的各项事务，社区工作人

员都能做到及时给予解决，庙湾村做到

了‘大管家’的责任担当。”该村村民赵

大哥动情地说。

“近年来，我村通过民主法治示范

村创建，实现了民心由散变聚、产业由

弱变强、村庄由丑变美的目标。目前，干

部群众正齐心协力把庙湾村建成宜居

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村民张大姐高

兴地说。

按照“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要求，庙湾村不断规范民主管理

制度，合法产生村民自治章程及村规民

约。

“林盘公约”让村庄“靓”起来。将林盘

划分为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分类明确治

理主体、治理范围、治理内容，形成共管共

护的行为规范；针对垃圾乱扔、杂物乱堆、

邻里纠纷等现象，组建林盘治理委员会，

建立共建新村、“门前三包”、素养提升、移

风易俗等公约，推动村民实现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建设公约”让乡村“活”起来。将庙

湾村整体划分为大田空间、民居空间、

公共空间，引进全国十大青年建筑设计

师王求安等设计师团队，依托乡村自然

肌理，运用空间美学整体设计，构筑乡

村公园社区形态。形成建设项目评议、

新建民房“退距”、公共设施恢复、项目

监督整改等公约，保护提升川西林盘肌

理风貌。

“产业公约”让腰包“鼓”起来。秉承

“一个精品林盘（聚落）催生出一个规范

服务业企业”的理念，明确打造农商文

旅体融合发展的乡村林盘文化创意园。

所有进入庙湾村的项目，需在镇政府指

导下，经村民代表会、议事会议决后方

可实施。

一部部村规民约，“约”出了民心，

“约”出了民主法治文明新风尚。

“‘三治融合’为我们推进基层治理和

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探索，通过这一基

层治理模式，也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难

题。”王泗镇相关负责人说道。那么庙湾村

又是如何做的呢？

以“民主公开”为抓手，让农村自治

“实”起来。通过党员大会、群众大会、村民

代表大会强化沟通，让“干部清白、村民明

白”；完善党务村务信息定期发布机制，及

时通过公开栏、召开会议、基层公开网站、

微信公众号等公布信息，保障群众知情

权、监督权。

以“普法教育”为抓手，让农村法治

“严”起来。建立公共法律服务室、社区

（村）法律之家等阵地，提供民事调解、法

治图书角、法治空间等功能；通过“以案说

法”、以群众身边事讲法说法等方式，使村

民真正懂法、自觉守法、遇事用法。

以“子湾讲堂”为抓手，让农村德治

“活”起来。依托“子湾讲堂”，宣讲大邑县

共产党员孟鹤松、蓉城英烈肖汝霖等人的

事迹，以榜样的力量激励村民；每月开展

道德讲堂活动，激励和引导村民向上向

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诚实守信。

通过不断探索，如今的庙湾村在农业

逐步变强、农村快速变美、农民同步富裕

的道路上阔步前进，2019年被评为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2020 年被评为十大人

居环境优美村；2021年被命名为“全国民

主法治示范村”。

“取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这项殊

荣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发挥榜样的表率作用。”大邑县王泗镇党

委书记左万勇说，下一步，王泗镇党委政

府将始终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落到实处。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如今的王

泗镇，已站在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的制高

点，乡村振兴的发展之路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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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蝶）近日，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综

合信息处获悉，作为四川省首批协同改革先行区中唯一

的“全域”先行区，成都市温江区坚持“为产业赋能、为开

放造势、为城市添彩”导向，通过制度创新、协同开放、对

上争取等多途径全方位推进自贸建设，全域开放、全域

改革、全域协同、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格局加快形成。

以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探索以电子围网实现

“场所隔离”、以单耗自核完成材料核销、以二维码溯源

区分内外贸订单等方式开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外的保税

研发，为药明康德、维亚生物等 CRO企业降本增效。搭

建针对生物医药研发用特殊物品的“关地协同”监管体

系，进口时间从过去 2—3个月大幅压缩至 1—2周，在

“管得住”的前提下实现“跑得快”。

以区域合作共享前沿政策。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搭建温江及成都周边

疑难病患者直通乐城的绿色通道，实现临床急需境外药

械及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等海南特许政策的共享共用。与

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建立联动机制，创新边境口岸检验检

疫、内陆地区隔离清关模式打通花木进口通道。

以开放平台畅通内外循环。建设西南地区首家生物

医药研发供应链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研发试剂耗材和

实验样本的“一站式”进出口服务，有效提升企业在全球

新药研发和检验检测服务外包中的竞争力。打造全省首

家花木（农产品）进出口基地，配备隔离检疫、冷链仓储、

研发繁育、市场交易四大功能模块，为“川花”和四川特

色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提供平台支撑。

以流程再造优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压

缩办事时限，企业开办 4小时内即可办结，最短耗时仅

32分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实现立项、施工许可、工程

规划许可合并办理，用时压缩至 70个工作日以内。制定

“不见面”审批工作方案，大力推行网上办、预约办和自

助办，“一次都不用跑”事项办结率达百分之百。

以精准政策激发市场活力。配合改革试验任务制定

专项产业政策，支持药械自主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开放

平台建设、专业人才引进，不断放大先行先试效应。出台

稳外资、稳外贸、保增长系列政策文件，努力对冲中美经

贸摩擦和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各项开放指标稳中

向好、好于预期，今年 1-4月外贸进出口增长 206.8%，

外商投资实际到位增长 13.7%。

本报讯（记者 赵蝶）近日，记者从四川

省天保中心获悉，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办公室相关文件精神，四川省林草局高度

重视，组织相关处室、四川省林业和草原调

查规划院经过近 3个月时间，全面完成了

四川天保工程省级自评估工作。

天保工程评估内容为天然林保护总

体情况，天保工程二期实施方案执行情

况，天然林保护主要成效和影响，主要经

验和做法，有关问题和建议等。评估范围

为天保工程试点期（1998—199年）、一期

工程（2000—2010年）、二期工程（2011—

2020年）政策覆盖范围。

据悉，1998年启动实施天保工程以

来，四川省全面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试

点期管护面积 28851.0万亩，一期实际落实

管护面积 32300万亩，二期期末管护面积

28169.9万亩；建立健全了国有林业单位职

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

五项社会保险政策，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

医。天保工程二期启动了集体和个人所有

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天然商品林停

伐管护补助，助力了林业脱贫攻坚。

1998—2020年，四川省实施公益林建

设 8712.5万亩，森林抚育 2022.8万亩，人

工促进天然更新 49.0万亩；全省天保工程

中央和省级投入 544.72亿元，其中中央投

入 502.98亿元，省级投入 41.74亿元。

6月 2日下午，阿坝州黑水县消防救

援大队迎来了黑水县黑籽幼儿园大班的

28名小朋友，他们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

下，走进消防站，对消防指战员的训练、

生活和消防装备进行参观，“零距离”感

受体验消防生活。

活动中，宣传人员首先利用 PPT的

形式向幼儿园的老师、小朋友和家长们

讲解了一些常见的火灾预防措施和火场

逃生知识，对发生火灾的常见原因、正确

灭火方法、发生火灾时应该采取的措施

等相关知识作了详细说明。宣传人员结

合幼儿园小朋友年纪小、注意力不集中

的特点，以提问的方式和小朋友们进行

互动，让小朋友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

掌握消防安全知识。

随后，宣传培训人员带领小朋友们

参观了消防车辆、各类消防器材装备等，

并详细介绍了车辆装备、防护服装、消防

器材的名称、性能参数、用途和使用方

法。小朋友们充满了好奇心，饶有兴致地

亲手触摸消防车辆、器材装备，并且不时

地提出各种问题，宣传培训人员逐一解

答。在现场，宣传培训人员还指导小朋友

们穿战斗服、穿戴空气呼吸器，小朋友们

跃跃欲试，纷纷参与进来，体验了一番当

消防员的滋味。

在宣传培训人员的带领下，小朋友

们还先后观摩了消防站指战员水枪出水

演示、高层救援操法、灭火器的现场示

范、无人机的使用等科目。在水枪出水及

灭火器示范科目中，在宣传培训人员的

陪同下小朋友们都进行了实际操作，加

深了小朋友们对火灾的理解及扑救火灾

的真实感。

通过开展参观消防站活动，让前来

参观的小朋友们和老师对消防工作有了

更加直观的了解，从中学到了不少的消

防知识，进一步提高了师生的消防安全

意识，提升了学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建设水平，同时也让小朋友们通过自己

以点带面，把所学到的消防知识带到家

里，带动整个家庭关注消防安全，真正达

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

整个社会”的目的，营造出了浓厚的消防

安全宣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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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全面完成天保工程省级自评估工作
累计管护面积达到 89320.9 万亩

小手拉大手 消防进万家
阿坝州黑水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零距离”感受体验消防生活活动
□陈韵 哈木 本报记者 赵蝶 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