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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各地

本报记者方益波、吴帅帅

　　早春时节，第一茬新鲜蚕豆行情
最俏。采摘、打包、装车……浙江省温
岭市石桥头镇桥浦村村民们从下午
忙到晚上。第二天清晨，这些蚕豆就
会出现在 400 多公里外上海市民的
菜篮子。
　　这个村的村民在本世纪初尝试
以股份制形式创立了农民专业合作
社——— 温岭市石桥头镇蔬菜专业合
作社，蔬菜营销风生水起。和商业头
脑同步的是契约精神和法治内涵，
一部田间地头“种”出的法律《浙江
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于 2005 年
出台实施，解决了经济主体合法性
等问题。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制定颁布。
　　在浙江这片市场热土上，法治精
神始终和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征程
上的创造伟力共生共荣。浙江省在市
场经济早期成就基础上能够持续保
持高位增长，除了经济领域的创新创
造之外，还蕴含着深刻的法治密码。
2006 年，浙江省委作出了建设法治
浙江的重大战略部署。15 年来，法治
成为“核心竞争力”“最好的营商环
境”，化作普遍共识，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效显著，
驱动省域发展汇入全面依法治国的
历史洪流。

  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社

会全面进步才有切实保障

　　作为蔬菜合作社创立的亲历者，
温岭市石桥头镇经济发展办主任黄
世鹏回忆说：“镇里的蔬菜种植原来
是零散经营，组建的合作社能不能作
为经济主体，如何运行？逻辑需要理
顺。比如合作社是服务社员的，运行
遵循的是一人一票，这些不同于企业
法人、也不同于社会团体法人。如果
没有法律规范，不利于长远有序发
展。”
　　地方立法完成后，浙江省目前各
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 4.23 万家，
成为浙江农村居民收入连续 35 年
领 跑 全 国 各 省 份 这 一 现 象 的 重 要
柱石。
　　农民卖菜等诸多“小问题”背后，
是浙江进入社会经济发展快车道后，
需要用何种思维、方式解决好深化改
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等
各方面新问题的系统性之问。浙江省
认识到，只有在法治轨道上规范社会
主体行为，引导各方面统筹发展；使
各项建设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经
济、政治、文化和谐发展与社会全面
进步才有切实保障。
　　立法是法治源头，良法是善治基
础。“浙江注重立法地方特色和管用
实用，健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
立法工作机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制度供给。”浙江省委依法治省办副
主任、省司法厅厅长马柏伟说。 
　　据统计，15 年来浙江围绕高质
量发展、生态环保、新经济新业态、保
障民生等重点领域，制订（修订）地方
性法规 160 件、修改 212 件次，批准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 319 件，基本形
成了较完备的地方性法规制度体系，
充分发挥立法引领作用，强化经济社
会发展制度供给。
　　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
员丁祖年说，浙江尤其加强创制性、
先行性立法，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有
机高效衔接。有 20 多部地方立法开
创全国第一，如全国第一部促进民营

企业发展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浙江省
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全国第一
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
方性法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
例》等。
　　《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
例》有很强的针对性，规定坚持竞争
中性原则，打破各种“卷帘门”“玻璃
门”“旋转门”，明确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民营企
业均可依法平等进入。支持和鼓励民
营资本参与国企混改，除国家另有规
定外允许民营资本控股。规定金融机
构在贷款利率、贷款条件、工作人员
尽职免责方面不得对民营企业设置
不平等标准和条件，并对政府的行为
诚信作出规定。
　　“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保持政策的
连续和稳定，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以
及依法订立的合同，不得以政府换届
或 者 领 导 人 员 更 替 等 为 由 违 约 毁
约。”丁祖年说。
　　浙江建立了全国第一家立法公
开的专门网站“地方立法网”，率先
实现所有法规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被称为“永不落幕的立法听证
会”；建立全国第一个地方立法专家
库，有效推进专家参与立法制度化
系统化；在全国率先建立法规起草
小组制度，大部分法规起草实现实
践工作者、立法工作者和专家“三结
合”；率先构建人大代表分专业有重
点参与立法工作机制，提升人大代
表参与立法的实效；最早提出精准
选题、精良设计、精炼表达的“三精”
立法理念和标准，成为全国地方立
法理论与实务界关于优化地方立法
路径的共识。
 　 2020 年，浙江省委提出了建设
法治中国示范区目标。目前全省有 3
个市县和两个项目成功创建全国首
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
法 治 浙 江 建 设 综 合 满 意 度 逐 年 提
升，2020 年达 92.25 分。　　

“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

　　浙江省桐庐县司法局局长晏燕
的案头，过一段时间就会堆起一摞来
自各部门的法律问题汇总。每一次政
府常务会议必先学法、每一项行政决
策都谨慎问计；每一个政府议题必先
经过法律审核……越来越多的职能
部门主动开展法律咨询，减少行政决
策可能存在的风险。
  该县规定，政府常务会议议题未
经县法制办审核不得上会。晏燕说，
2020 年至今，县司法局对政府决策
事项出具法律审核意见书 113 份，其
中 6 个议题被打回去要求修改完善。
  在全省各级党政机关，有 1 万多
名外聘法律顾问在发挥作用。2020
年，浙江省新收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同
比下降 20.3%。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率上升 10% 的同时，一审行政
案件败诉率首次降到 10% 以下。在

宁波，2020 年一审行政诉讼败诉率
仅 6.67% ，同比下降近 50%。
  “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2014
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四张清单
一张网”建设——— 政府权力清单、政
府责任清单、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
单、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通
过一张政务服务网对外公开。浙江
50 多个省级部门的 1.23 万项行政
权力历经清权、减权、制权等环节，最
终保留 4236 项列入清单，精简幅度
超过六成。
　　次年，《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
序规定》出台，规定把公众参与、专家
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确定
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决策严重
失误将终身追责。浙江省法制办对省
市县三级当年准备发布的 6000 多
份文件进行前置审查，对发现的问题
逐一督促纠正。
  防止“乱作为”“不作为”。义乌市
设立全国首家行政复议局；宁海县列
出“让干部清白、让村民明白”的“小
微权力清单 36 条”，建立“审批法庭”
机制，向没有法律依据的审批前置条
件、申请材料“亮剑”……以法治的戒
尺，倒逼政府部门运行法治化、规范
化水平提升。
　　围绕政府职能转变，浙江先后开
展 4 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四
张清单一张网”迭代升级，创新开展

“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深化“数字
化改革”驱动制度重塑，致力于建设

“掌上办事之省”“掌上办公之省”。以
政府自身改革，撬动经济社会领域改
革，释放法治建设的治理效能红利。
　　宁波市提出“无证明是常态、要
证明是例外”，在全国率先启动打造

“无证件（证明）办事之城”。共享核查
平台已上线证件证明 4400 多个。累
计取消由本市核发或者出具的各类
证件（证明）5 万多个。金华通过平台
建设覆盖全市 1500 个查询和出具
证明机构，实现数据交互共享，打通
壁垒。在金华市域内，凡是到政府办
事，原来需要群众、企业自己去职能
部门、公用事业单位、服务机构开具
的证明，一律取消或免提交。前来办
事大厅变更银行账户信息的市民李
阳说，原来各个部门来回跑，做信息
传递员，现在部门间直接推送，小事
能快办，就算没带身份证，还可以“刷
脸”认证。
　　政府“自缚手脚”，带来的是决策
行为的规范、行政服务水平的提升和
百姓办事的高效便利。截至目前，省
市两级共清理取消证明事项 198 项，
浙江成为全国保留地方设定证明事
项最少的省份，市县两级累计 2816
项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群众少
提交证明 4000 多万件。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过去四年，浙江连续保持命案全
破。老百姓安全感大大增强，统计显示
对公安工作的认可度攀升到 97.12%。
　　过去三年，浙江重拳出击，扫黑
除恶，打伞破网，打击了虞关荣黑社
会性质组织案等一批典型案件，严肃
查处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各
地强基铸魂，选优配强 2.4 万余名村
社党组织书记，实施“阳光治理”。
　　荡涤罪恶的同时，法治浙江致力
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3 年，浙江法院对“杭州两张
叔侄强奸杀人案”“萧山 5 青年抢劫
杀人案”再审改判。两起案件都是陈
年旧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两张
叔侄强奸杀人案”是新刑诉法生效后
全国首例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改
判无罪的命案。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预防冤假
错案，浙江司法机关连续出台 33 项
制度——— 公安机关取消破案率排名
通报，冤假错案终身追责；检察机关
在全国率先实行审查逮捕案件时，当
面提审犯罪嫌疑人；审判机关出台了
死刑案件证据收集审查、补充程序等
新规定。
　 公开透明是最有力的监督。浙江
在全国首创“阳光司法指数”，全面深
化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庭
审公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量
连续 7 年位居全国第一。三年来引入
资深律师、法学专家等第三方集中评
查案件 4.8 万余件。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许惠春说，浙江常态化开
展司法质量监督大检查，组织了一系
列质量提升行动。
　　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司法质
量、效率和公信力稳步提升。
  2017 年，浙江永康一企业生产、
销售的走步机，因质监部门抽样检测
认为不符合跑步机的国家强制性标
准，而被认定为不合格产品。公安机
关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案
侦查。如果罪名成立，企业将被判处
巨额罚金，法定代表人面临十五年有
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院深入分
析认为涉案走步机与传统跑步机存
在显著区别，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
很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定走步机
为一种创新产品，不适用跑步机国家
标准，并就产品名称、宣传、技术要求
等方面给出规范性意见，至此该产品
有了国家标准。该案的办理被赞誉为

“依法保护创新，办理一个案件推动
了一个行业的发展”。

　　法律监督是司法公正的安全绳。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黄
生林介绍，浙江率先提出并践行少捕
慎诉慎押理念；深入推进行政争议实
质性化解，促进案结事了人和政和；
自主研发了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
等智能辅助应用，深化数字赋能监
督，创造了依法监督“女子取快递遭
受网络诽谤案”自诉转公诉等引领法
治进步的典型案例。
  不断探索体制创新和技术赋能，
浙江持续强化保障公正司法。推进建
设智慧法院、智慧检察、云上公安和
智慧警务、互联网公证、互联网仲裁、
互联网司法鉴定、互联网司法所等。
全域数字法院的建设让人民群众“一
次不用跑”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司
法服务。
  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 杭州
互联网法院设立，“移动微法院”“一
体化办案办公平台”等智慧司法平台
先后落地。
  杭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许明表
示，杭州将广泛应用互联网司法改革创
新成果，加强司法区块链等技术的推广
应用，完善网上诉讼规则和行为规则，
持续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
  据统计，目前浙江审前羁押率为
47.27% ，呈逐年下降趋势，诉讼案件
服判息诉率达 90.21%，一审判决改判
发回瑕疵率 0.35% ，社区矫正再犯罪
率仅 0.1%，各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德主刑辅，情法融合，创

新社会治理

　　在海岛城市舟山，香园社工服务
中心负责人竺珊燕每个月都会出现
在舟山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与学员沟
通交流。她是该市综治组织“东海渔
嫂”的一员，已帮助 54 位吸毒人员成
功戒除毒瘾，回归社会。
  “东海渔嫂”人熟、地熟、情况熟，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构建了一道“温柔
而有力”的防线，现有专业化队伍近
400 支，包括宣传员、禁毒员、反诈员、
渔安员等，成员达到 8500 多人。仅浦
西社区的“东海渔嫂”就接待了上千起
纠纷案，调解成功率达 98.2%。
  据悉，舟山正打造“东海渔嫂”2.0
版本，持续为“东海渔嫂”赋能、赋誉、
赋权，要“织密平安网、穿好民情梭、把
正家风舵、定准服务锚、共绘同心圆”。
　　这只是浙江发展“枫桥经验”、创
新社会治理的一个画面。在杭州，有

“武林大妈”；在嘉兴，有“乌镇管家”；
各地还有“和事佬”“老娘舅”“法官调
解工作室”等一批金字招牌。据统计，
全省平安志愿者队伍有 3 万多支，总
计 200 多万人。专门工作和群众工作
相结合，德主刑辅，情法融合，构成了

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在嘉兴桐乡，德治、法治、自治
的“三治融合”模式在全市 200 多
个村、社区推行。面对征地拆迁、工
程建设等敏感问题，除了法定程
序，桐乡还形成了“一约两会三团”
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即村规
民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以
及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
评判团。
  “三治融合唤醒了村民主人翁
意识，提升社会治理内生力。”桐乡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徐晓叶说。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
盾不上交。15 年来，“枫桥经验”不
断升级，历久弥新。浙江实施“诉源
治理”，调解优先、诉讼断后；全面
推行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
2020 年完成评估事项 1 万多个，
一批决策被暂缓或不予实施，经过
评估的没有发生一起不稳定事件；
全省 90 个县（市、区）均已建成社
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起了
医患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劳动争
议 等 行 业 性、专 业 性 调 解 组 织 ，
2020 年全省县级矛调中心共接待
群众 130 多万人次，受理矛盾纠纷
逾 66 万件，化解成功率近 95%。
　　在杭州，有“我们圆桌会”“社
区小圆桌”“公述民评”“民意直通
车”等共建共议共享载体，“大家的
事大家商量着办”；在宁波，有象山
村民说事；在台州，有温岭民主恳
谈；在湖州安吉，公检法司和纪委、
信访等联合入驻矛调中心，让百姓

“最多跑一地”……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浙江积
极探索“智治”，推出“健康码”“智安
小区”“蓝色天眼”“雪亮工程”等，夯
筑平安基础，在防疫等重大公共安
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2020 年，浙江成为全国唯一一
个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全覆盖
的省份，刑事发案、信访总量、安全生
产事故总量连续保持“零增长”。全省
法院诉讼案件数 2019 年比上年下
降 4.61%，2020 年再下降 7.2%。
  规范有序，才能充满活力。诚
实守信，才有财富涌流。公正平安，
才会创新不竭。
  浙江发展 15 年来的法治密码
告诉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
须坚定不移推进依法治国，发挥法
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以良法
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以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以执法
规范促进文明和谐，法治优势转化
为治理效能，切切实实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人民高品质生活提供法治
保障。

  衢州市柯城区信安街道恬静苑社区“邻礼汇”礼讲堂上，78 岁的程才翔
老人带领社区居民唱社区公约歌（2018 年 10 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群众在诸暨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综合受理窗口咨询（2020 年
7 月 16 日摄）。“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积极推动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中心建设，使老百姓遇到问题能进中心“找个说法”。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湖州市织里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后台处理各类纠
纷、投诉事件。织里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将多个职能平台打通，提升
各类矛盾纠纷、违章违法事件处理效率（3月 9日摄）。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在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迎丰村的文化礼堂内，党员志愿者在给村民发
放有关土地承包的法律知识宣传资料（2021 年 3 月 4 日摄）。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在浙江这片市场热土上，法治

精神始终和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征

程上的创造伟力共生共荣。浙江省

在市场经济早期成就基础上能够持

续保持高位增长，除了经济领域的

创新创造之外，还蕴含着深刻的法

治密码。2006 年，浙江省委作出了

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战略部署。15

年来，法治成为“核心竞争力”“最

好的营商环境”，化作普遍共识，科

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

守法成效显著，驱动省域发展汇入

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