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寿路街道办事处文件

长街办 E2021〕 13号

2021年度长寿路街道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区政府 :

2021年 ,长寿路街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标对表 《法治

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2020年 )》、《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

督察工作规定》、《关于印发 2021年度普陀区法治建设考核内容

和考核标准的通知》及 《市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的相

关要求,聚焦
“
一路十湾,精彩长寿

”
建设目标,不断完善法治

政府建设,健全政府机构职能体制。现将本年度法治工作推进情

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1年 ,长寿路街道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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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
“
十四五

”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健全完善法治宣传教育

体制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强化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履

职,努力打造政务环境优良、法治文化彰显、人居环境一流的平

安长寿。

二、主要工作特点

(一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保障。街道党工委书记履行推进基

层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街道行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基层

法治政府建设主体责任,将履职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在街道

及各科室工作计划及年度总结中均明确了法治建设内容,推动各

级领导干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

部署,带头尊法守法。

(二 )落实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
”。街道深化了可大量行政

执法工作,规范了执法检查、受立案、调查、审查、决定等程序

和行为,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做到依据公开、决策公开、

执行公开、结果公开、过程公开;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

制度,实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全面推行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确保每一起重大行政执法合法有效。本年

度公示 247件行政处罚案件,经过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案件 5

件,尚有 1件处于办理中。

明确司法所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机构,确 定司法所

2名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人员。制定 《长寿街道重大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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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明确种类、审核事项、主要依据、

应提交的审核资料及提交部门等内容。

(三 )提升政务服务能级。全面推进
“
一口受理

”、优化服

务环境。中心进一步加强
“互联网+” 智慧政务服务平台建设 ,

加速
“一口受理

”全才培养,中 心全部实现
“
一口”

综合受理 ,

“
综合窗口”比例达到 100%。 对受理服务大厅进行功能升级。

积极探索
“三办

”
服务工作机制,制订

“三办
”
服务套餐,建立

预约优先、特殊群体优先办事制度,针对特殊群体建立办事绿色

通道。打造十五分钟便民服务圈,最大限度方便企业群众办事。

通过优化延伸服务、推进自助服务、方便群众办事。新增凯旋、

宜昌片区、元中大厦 3个 自助服务网点,进一步提升创享塔园区

企业个人事项 24小 时不打烊自助服务能级。推进
“一网通办

”

建设,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四 )强化重点领域行政执法。始终坚持扫黑、除恶、治乱

一体推进,共排查出涉黑涉恶涉乱线索件 34件。有序推进
“
小

微精特
”

项目建设,安装防盗窗钩、门链 5000付 ,安装集中充

电桩 172处 ,10个居民小区完成智能阻车梯控加装。压实安全

生产责任,开展生产经营单位日常巡查 12450家次,发现各类安

全隐患 14780项 ,均开具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整改通知书》即知

即改,整改率 99%。 开展冬春火灾防控、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

和消防安全、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瓶装液化石油气排查、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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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改造工程消防安全、“三合一
”
场所夜查、“

迎国庆、护进博
”

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保障等专项工作。为辖区2846户 居民区更

换超龄燃气表,处理非法液化石油气钢瓶 33只 ,约谈违反安全

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企业 (商铺 )法人 (负 责人 )27次 ,处理

社区消防云平台居民投诉 210件 ,收缴违规充电设各 24套。

(五 )推进法律顾问工作。建立法律顾问工作管理机制,做

好工作督导,建立法律顾问工作纪律、履职考勤、工作成效等相

应台帐,强化管理,进一步引导法律顾问认真履职、发挥作用。

本年度律师团队为街道出具重大决策法律意见 5件 ,包括傣家村

地块风险评估,普陀一村风险评估,海芝信访矛盾,章某矛盾化

解,半岛花园物业选聘;化解重大矛盾纠纷 9起 ,包括海芝信访

矛盾,永定居民区整治,新会路 71号综合整治,黄某私搭违建

整治,知音苑小区整改,武宁路 200弄综合整治,玻璃瓶三厂国

资处置,成套改造钉子户处理,张某计划生育处罚;参与领导信

访接待 3件 ,包括宗鑫公寓矛盾协调会议,蔚蓝水岸酒店扰民相

关矛盾,逸流公寓车位出售矛盾专题会;审查合同、文件合法性

100余份;律师窗口接待 430次 248人 ,出 具法律咨询接待登记

表 211份。

(六 )要善化解社会矛盾。全国
“
两会

”“
建党 100周 年

”

等节点信访稳控目标圆满完成。“
两会

”
期间,市下发重点稳控

对象 50名 ,街道自排重点稳控对象 46名 。开设学习点位 7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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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习班学员 25名 ;与 北京前方工作组联动劝返人员 2名
,

开幕式前街道自行劝回 5名 ,收到 3单票务信息。街道共动用工

作人员近 120余名,外聘第三方特保充实力量。“
建党 100周 年

”

期间,市下发重点稳控对象 52名 ,街道自排重点稳控对象 52名 。

开设学习点位 8个 ,参加学习班学员 29名 ;与北京前方工作组

联动劝返人员 2名 ,街道自行劝回 3名 ,经前后方联动,车站成

功拦截 4名 。共召开联系会议 20次 ,商讨研究处理矛盾 53件 ,

上报区协调 53件 ;协调专班接待对象 16人次,研讨矛盾 16件
;

受理各类矛盾纠纷 141件 ,制作调解协议书 9份;开展矛盾纠纷

排摸 357次 ,排查纠纷 170件 ;“ 110” 接处警数 1237件 ,调处反

馈 1237件;窗 口接待咨询 134件 150人;调解工作培训 3次 ,

培训人数 91人次。

(七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在
“3.5” 学雷锋、“

3.15” 消

费者权益日、“4.15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重阳节、“⒍26” 国

际禁毒日、“
8.16” 依法治市日,“ 12.4” 宪法宣传日及宪法宣传

周等重要节点,积极开展宪法、民法典学习宣传教育合计 10场 ,

参与群众 2000余人次。根据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上海市普陀

区人民政府转发的《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关于在我区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 (2021-2025年 )》,结合实际,制定

《长寿路街道
“
八五”

普法规划》。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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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建设理念和依法行政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部分工

作人员依法行政意识不强,法治思维还未完全养成;普法工作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待进一步加强,需要更具个性化的普法服务。

四、2022年重点工作

(一 )着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规范街道信息公开工作,充

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积极参与行政决策,当好街道依法行政参

谋助手,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强化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

针对审核范围、审核内容、审核方式、审核流程和审核期限进行

完善和细化。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以便严格依法依规

开展审核工作,守住法治底线。深化居委法律顾问律师作用,积

极参与社区自治。对居民公约、业主大会章程等进行审核,将法

律与公约结合起来,规范居民社区生活,促进社区依法治理。

(二 )着力开创
“
八五”

普法新局面。以宪法宣传为中心 ,

以民法典宣传为重点,在落实
“
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发

展特色法治文化、建设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开展新媒体普法等方

面,力 争打造一批具有长寿街道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太力宣传

有关平等保护、公平竞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防范风险的法律

法规,推动建设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适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需要,大力宣传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法律法

规。聚焦打造
“
人靠谱 (普

)、 事办要 (陀 )” 的国际一流法治营

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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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着力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实践。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管

理,健全完善街道各项工作流程和规章制度,严格依法依规决策、

办事,提高制度执行力,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落实行政执法责

任制,完善行政应诉,拓宽监督渠道,使行政工作有法可依、有

章可循。升级优化片区公共法律服务客厅 2.0版 ,探索运用政府

购买服务和市场化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培育发展普法类社会组

织,将适合的普法任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

2021年 12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0日 印发长寿路街道党政办公室

(共 印 4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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