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津区白沙镇是重庆市唯一一个列入全国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乡镇。从
2013年正式启动改革试点工作以来，白沙镇通
过以“放管服”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
但逐步化解了行政管理体制与镇域经济社会发
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也基本实现了“白沙事情白
沙办”。

那么，白沙镇是如何创新体制机制，转变政
府职能，在便民服务体系、社会治理、综合执法
等方面先行先试的？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了白沙镇党委书记黄丁。

为什么是白沙？

“在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城镇化水平等方
面，白沙镇已具备了一个中等县的规模。但在管
理权限上，却还是传统乡镇职能配备。”黄丁介
绍，白沙镇幅员面积237平方公里，管辖了24个
村、社区，常住人口达18万人，是重庆人口较多
的镇之一。白沙辖区内有2个国家级深水良港，
是国家级农产品加工基地、重庆市机械加工基
地，此外还拥有白沙工业园、现代农业园和文化
创意产业园三大发展平台。在这样的背景下，镇
级政府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提供上面临很大难
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权小责大”。也正是因
此，2012年12月，中编办将白沙镇作为重庆唯
一的全国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
为重庆乃至西部地区深化乡镇改革探索新路径。

在成为全国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试点镇后，从2013年起，江津区级相关部门采
取授权、委托、派驻办理等方式，共向白沙镇下
放了项目审批、规划建设、市政管理、环境保护、
文化管理、农业农机、畜牧防疫等124项行政管
理、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管理权限。

只进一道门，办完所需事

权限下放到白沙，也意味着相比过去，白沙
镇将承担更大的责任。黄丁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为了有序承接下放的权限，白沙镇采取大部
门制方式，整合镇级原来分散的机构，将过去的
15个行政事业机构整合为“三办七局”，由行政
服务中心和综合执法局作为“前台”直接为群众

服务，其他综合办事机构作为“后台”，承担业务
指导、规划、监督职能。此外，工商、国税、地税、
食药监、国土房管、公安等部门则在白沙设置分
局，承担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这样，通过优化

“后台”管理来助推“前台”服务质量提升，方便
群众办事。

针对群众办事困难、服务效率不高的问题，
白沙镇还大力推进了便民服务体系建设。“我们
把区级放权事项、镇级行政审批事项和公共服

务事项集中到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办
公。”黄丁介绍。同时，该镇还在24个村（社区）
建立了便民服务中心，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聘请民事协理员，分片区推行便民代办服务，目
前已为群众代办事项3万余件。

探索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一直是政府公共
职能的热点之一。黄丁坦言，此前，由于行政执
法权缺乏，镇域市场社会环境监管曾一度乏力。

“比如镇里的违章建筑、乱搭乱建等问题，
镇政府虽然能第一时间发现，却无权查处。”黄
丁说，而有着行政执法权的区级规划部门却又
很难及时发现并制止。

针对白沙镇“权小责大”的情况，江津发改
委等17个区级部门，采用委托、授权等方式，下
放了31类行政执法事项到白沙镇，这也给白沙
镇带来了明显的变化。

黄丁以城市临时占道许可的办理为例。过
去，各商户在举办宣传活动前需要先办理城市
临时占道许可，而办理该许可的程序为，先报江
津区市政园林局，由市政园林局派出执法人员
实地勘察之后，再回到江津办理许可。这样一
来，至少需要1至2天时间。而在江津区市政园
林局下放审批权力以后，商家只需要到白沙镇
综合执法局申请，由综合执法局派出执法人员

实地察看，如果条件允许，不到1个小时，商家
就能拿到审批许可表。

同时，针对过去白沙镇各个部门的行政执法
权涉及法律法规多、各部门行业执法视角有差
异，从而导致多层执法、多头执法情况较为突出
的问题，白沙镇将区级部门下放的行政执法事项
和镇级依法独立行使的行政处罚权都划归综合
执法局。这样一来，综合执法局可以对农村违章
建筑、城市私搭乱建、乱停乱靠等违法行为早发
现、早制止、早立案、早查处，并统筹部门间执法
联动，从而有效避免了分散执法、重复执法、推诿
执法等问题。

未来将打造津西服务中心

权力下放、结构整合、资源重组……在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中，江津区区级部门权力的“减
法”，换来的是白沙镇发展活力的“加法”，镇域
经济发展中体制机制障碍逐一被破除，极大地
激发了白沙镇的发展活力。

黄丁介绍，未来，白沙镇将继续推进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按照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
求，查漏补缺，继续完善和深入推进改革的各个
方面；继续完善综合执法硬件和平台管理系统
建设，加快“智慧城市”数字化管理中心建设，进
一步完善综合服务功能；同时，进一步统筹集聚
相关改革，如“多规合一”、城乡公共基础设施一
体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等，发挥改革的叠加效应。

依托白沙镇的辐射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该
镇实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带来的红利，也将分
享给周边镇的老百姓。目前，白沙镇新的行政
服务大厅正在建设中，未来还将把银行窗口等
便民服务纳入到行政服务中心里来。“我们将把
白沙镇行政服务中心打造成津西服务中心，让
更多老百姓分享改革的红利。”黄丁说。

“白沙事情白沙办”是如何实现的
——访江津区白沙镇党委书记黄丁

本报记者 龙丹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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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管不着，管得着看不见，一直是镇街
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之一。但重庆日
报记者近日从江津区白沙镇了解到，该镇自
2013年8月成立综合执法局以来，通过整合执
法资源，创新运行机制，逐步破解了执法缺位、
多头执法等问题，不仅城市建设、环卫保洁以及
园林绿化管理水平得到大幅提升，过去综合执
法中常见的事后处罚也正逐步向事前监督转
变，从而有效地将违法事件扼制在萌芽状态。

江津区白沙镇党委书记黄丁介绍，该镇在实
行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之前，主要存在两方面
的问题。一是行政执法权缺乏，镇域市场社会环
境监管乏力；二是社会治安压力大，社会综合治
理合力待加强。比如白沙镇各个部门的行政执
法权共涉及136部法律法规、690项具体处罚事
项。从各部门行业管理角度看执法视角有一定

差异，但管理的内容和对象往往雷同或紧密相
关，很容易导致多层执法、多头执法和交叉执法。

为了从源头上解决执法缺位、多层执法、多
头执法和交叉执法问题，白沙镇成立了综合执
法局，并将过去镇级综合办事机构执法人员、事
业单位人员、政府购买服务协助执法人员有机
整合到综合执法局。同时，将规划建设、市政园
林、环境保护等共31项（249小项）区级部门授
权、委托的行政执法权和镇级依法独立行使的
行政执法权，全部纳入综合行政执法范围，实现

了综合执法全覆盖。
由此带来的效果明显。白沙镇综合执法局

局长肖国亮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过去乱搭乱建、
违章建筑等违法事件屡禁不止，主要是因为能
第一时间发现违法事件的基层政府没有查处的
权力，而有行政执法权的区级部门又不能及时
发现并制止。而在将执法权限下放到镇级，又
实现了执法力量整合后，一旦发生类似违法事
件，镇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就能在违章建筑搭
建初期进行制止，从而将此类违法事件扼杀在

萌芽状态。肖国亮介绍，2013年，白沙镇共发
生172件违章搭建案件，到了2016年，这个数
据下降为12件。

行政执法权限的下放，带来的不仅是综合
执法中违法事件的减少，其权限下放带来的行
政效能提升也极大地方便了老百姓办事。前不
久，江津区白沙镇居民刘荣清只用了一个小时，
就在白沙镇综合执法局办好了更换店招的许
可。而此前，他每次更换店招都需要去江津城
区办理相关手续，少则耗时大半天，若手续不全
则要来回花上两三天。

据了解，白沙镇自2013年探索综合行政执
法体制改革以来，已开展执法检查和行政处罚
9000多件，比白沙镇政府过去10年执法案件
总量还多，期间，未发生一起行政复议案件和行
政诉讼案件。

白沙镇探索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事后处罚变事前监督
本报记者 龙丹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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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间到城市，从田间到餐桌，从企业到个
人，监管触角延伸到每一道食品安全环节，全民
拧成一股绳，不安全的食品生产经营行为无处
遁形……这是自重庆提出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以来，开州区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新气象。

见微而知著，防患于未然。开州区委、区政府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要求，立足“创建为民、创建
惠民”理念，结合辖区食品安全实际，构建了食品
安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无缝监管体系。

以“党政给力、部门协力、基层发力”的“三
力合一”，开州正全力打好食品安全“保卫战”，
确保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党政给力
高位推动确保创建落实

“让创建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使人民群
众在创建过程中得到实惠。”这不仅是开展示范
创建活动的根本所在，也成为开州全区上下各
级党委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共识。

正因如此，高位推动，党政同责，强有力的
政策举措是前提。

为此，自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开州区委、区政
府就成立了以区委书记任组长、区长任常务副组
长的“三创”工作领导小组，高位推动创建工作，
并在区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争取区政府
划拨专项经费260万元用于创建。

同时，开州区还将创建工作列为2017年度
镇（乡）、街道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各镇（乡）、街
道也将创建工作纳入对村（社区）的工作目标考
核内容。通过层层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书，全面
落实创建工作党政同责要求。

今年5月，开州区委、区政府督查室还分组
对40个镇乡街道的工作落实情况开展了专项
督查；今年上半年，开州区食安办召开示范创建
工作会3次、座谈会3次，专题研究部署创建工
作；在40个镇乡街道分别召开动员会、推进会，
积极推动创建工作落实……

“只有这样通过顶层强力推动，把示范创建
的台子搭起来，把示范创建的标准立起来，把监
管的长效机制建起来，把各级工作干劲鼓起来，
才能把食品安全真正保起来。”开州区食药监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部门协力
高压监管形成打击合力

为让顶层设计全面落实落地，离不开部门
合力共建。

为此，开州各职能部门积极发挥“条”的作

用，主动融入到区政府、镇（街）“块”的架构中，
已形成“党委政府搭台，镇（街）领导、村（社）共
推”的日常综合监管局面。

“农业、公安、城管、食药监、工商、镇（街）
等部门实行综合执法、联合查处。”据开州区食
安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保食品安全，开州
区各部门已多次联合开展重点专项整治执法
行动。截至目前，开州区先后开展了冷冻肉
类、旅游景点及农家乐食品、禽肉销售市场、无
证经营等10余项整治行动，共立案查处食品
药品违法案件116件，处罚没款232万元，案
件数量、罚没款分别比2016年同期增长3倍、
5倍。

为了让食品安全有更好保障，开州还在不
断完善行刑衔接机制。2017年8月，开州区食
药监分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食安
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健全开州区食品药品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并
通过成立分局案审小组，设立整治办公室，专司
谋划、协调和指导全局办案工作，推动全区执法
办案工作有效落实

截至目前，在相关部门配合下，开州区打掉
了一批涉案货值高、社会影响大、藏匿深的黑窝
点，震慑了不法分子。仅在上半年依法移送案

件3件，协助公安查办食品药品案件2件，有效
破解了食药监部门办案手段不足、对违法犯罪
嫌疑人缺乏行政强制措施等顽疾。

基层发力
三级监管让群众放心

“这些食材从哪儿购买的？”“有没有发
票？”……近日，开州区汉丰街道九龙社区的食
品药品安全协管员李崇辉在例行巡检到刘某开
办的餐馆，对其购买的食品原材料进行询问登
记。这样的询问让当地群众觉得很放心，毕竟
多了双“眼睛”。

像李崇辉这样的“眼睛”遍布在全区的每个
村（社区）。从基层发力，责任到人，开州已构筑
起了一张严密的食品安全三级监管密网。具体
布局是：区、镇（街）、村（社区）三级网格化监管，
由区、镇（街）政府负总责，区食品安全办公室统
一协调，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基层食品药品监管队伍的建设，这是打通
食药监管工作‘最后一公里’的前提。”开州区食
药监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此早在2014年
10月，开州区就在各镇（街）设立了专职监管

员、专职协管员、村（社）协管员“三支队伍”，实
现了区、镇（街）、村居三级联动的网格化监管全
覆盖。

同时，为优化升级基层监管队伍，提升基层
监管工作效率。在启用534名食品药品协管员
前，为明确专职工作、考勤纪律等制度和责任，
还做了集中业务培训。自协管员上岗以来，开
州区共动员2300余户无证食品经营单位申请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食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备案154件，向群众商家发放宣传材料共计
10万份，全面履行了协管员隐患排查、信息报
告和宣传引导等方面的职能。

构筑食品安全无缝监管体系

开州“三力合一”强力推进食安创建

赵童 刘玉珮 龙博
图片由开州区食药监分局提供

群众高度关注食品安全

耐心宣传食品安全知识

通过快检实验释疑解惑

日常巡查

永兴社区开展“食品安全进楼院”主题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