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 月 18 日，石城县龙
岗乡水庙村村民在挑拣白
莲。石城县 90%以上农户种
植白莲，2021 年白莲种植户
达13377户，预计可产通心白
莲8200余吨。

通讯员 温京燕摄

“莲”通振兴路

▶ 8 月 17 日，吉水县金
滩镇双元村吉湖现代农业示
范园，村民正在采挖莲藕。
该县引导农民发展稻虾共
作、莲渔种养、稻油轮作等新
型耕作方式，促进增收。

特约通讯员 廖 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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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小区”“最值得信赖品质大
盘”“最佳品质楼盘”……近日上饶市某
房地产企业因在楼盘宣传彩页上使用
违法宣传广告语被举报，给自己惹来了
麻烦：涉嫌违反广告法，面临 20 万元以
上100万元以下处罚。

在收到12315投诉举报中心转办单
后，上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队
迅速展开执法检查，发现该企业属首次
违法违规，违法广告发布时间短，事发
后，企业积极配合调查取证，按要求认
真整改，最终依据免罚清单，决定对其
免于行政处罚。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今年以
来，江西试点多领域行政执法免罚清单
制度，探索建立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行为
容错纠错机制，一场有温度的执法变革
正在进行。

免罚清单，行政执法新举

6 月 30 日，上饶市司法局牵头梳理
并下发了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
对于符合清单所列的 87 种轻微违法违
规行为，免予行政处罚。

免罚清单涉及市场监管、生态环
境、农业农村、文广新旅、交通运输、应
急管理等具有行政处罚权的6个行政执
法部门，所确立的免罚事项，均与企业
日常经营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

去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较大冲击，围绕坚持包容审
慎监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助力企业
渡过难关，多地结合当地实际，纷纷出
台免罚清单制度。

新余率先行动，“打包”对37项轻微
违法行为事项不予处罚，要求行政执法
部门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通
过批评教育、指导约谈等措施，促进经
营者依法合规经营。

南昌将重点放在市场监管领域，出
台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大力推
行精准执法、柔性执法，鼓励当事人主
动纠错、自我纠错、主动消除或减轻社
会危害，让行政执法更有温度。

在宜春、九江等地，执法部门依据
免罚清单，一方面运用政策辅导、行政
建议、警示告诫等柔性执法方式，将亲
商理念融入对企业的行政指导；另一方
面准确把握法治底线，对于触及安全底
线、环保底线、食品安全等恶意违法行
为，严肃查处问责。

“免罚清单的落地，在减少执法争
议、显著提升执法效能的同时，也为各
地优化营商环境助了力。”省司法厅行
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副处长付华表示。

精细化执法，让企业“初”
错就改

什么样的违法行为属于“轻微违法”
行为？如何厘清“轻微违法”的界限？为
解决这些问题，免罚清单出台前，南昌市
司法部门与行政部门一道，对近年来的
行政处罚案例进行了深入调研。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很多轻微违
法行为的主体都是中小企业和创新型
企业，这些企业大都‘初出茅庐’，合规
意识较弱，初次违法多是无心之失，严
格处罚难免对其经营发展带来负面影
响。”南昌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此，他们仔细梳理了行政处罚法
中“不予行政处罚”的通行规定，以及行

业单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广泛听
取企业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对违法行为
进行精细划分，形成免罚清单。

“清单的核心，就是行政处罚裁量
中‘不予处罚情形’的具体化、明确化。”
付华介绍，各地清单均紧扣免罚三个要
件：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违法行为
人及时改正。指向也非常明确：按照宽
严相济的思路，坚持过罚相当和综合裁
量的原则，引导企业“初”错就改，促进
企业守法诚信经营，实现行政执法的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在一线执法多年的上饶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大队队员周志翔眼
里，免罚清单的出台，不仅意味着行政
执法由刚性监管向差异化监管、柔性监
管、适度监管转变，更是对执法人员的

“减负、松绑”。
“虽然‘不予处罚’是行政机关依法

拥有的裁量权之一，但在执法实践中，
由于缺乏明确的指引依据，执法者担心
被扣上‘不作为’的帽子，对轻微违法行
为大多按照某一单行行政法规确定的
最低处罚内容进行处罚。”周志翔说，免
罚清单从制度层面给一线执法人员增
添了底气，让执法人员敢于也愿意给企
业免罚，既遵循了法律精神，又做到了
宽严相济、刚柔并施、法理相容。

“免罚”不“免责”，加强执
法痕迹化管理

对违法行为“网开一面”，是否意味
着“法外开恩”？会不会纵容违法，甚至
积小错酿大祸？这是免罚清单制度推
出以来，很多人的疑惑。

“免罚清单并不是免责清单。”付华
告诉记者，免罚仅仅是免除行政处罚，
而市场主体本身应履行的纠正违法行
为、消除影响等责任仍在。行政机关仍
需要采用责令改正、行政告诫、行政约
谈、行政指导等柔性措施进行纠正教
育，促进其提高合规意识，开展守法经
营。对此，免罚清单也予以了明确
规定。

此外，为让免罚清单“赏罚分明”，
避免“一免了之”，执法部门在办案过程
中形成的《免罚通知书》《责令改正通知
书》《案件调查终结报告》都将内部留
档，作为日后监管执法的依据。对于免
于处罚的市场主体在首次免罚后“明知
再犯”，监管部门将从严从重查处。

新举措也倒逼执法部门严格界定
“罚”与“不罚”的标准，不断提升执法精
细化水平。

据了解，免罚清单出台以来，上饶市
市场监管、消防、文化旅游、生态环境等
部门均制定了免罚清单实施指导文件，
进一步规范执法流程、明确具体职责。
在南昌、九江，执法痕迹化管理进一步加
强，行政执法人员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音
像记录方式记录执法全过程，确保履职
尽责有据可查和可回溯管理。

人性化、精细化执法所带来的正面
效应不断显现。有的企业扩充了合规审
查内容，有的企业聘请了法律顾问。很
多企业表示，免罚清单提升了企业的法
治获得感，投资兴业更安心、更有信心。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试点地
区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推动免罚
清单扩展到更多领域、更多地区，为中
小企业、新业态、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加
宽容的发展环境。”付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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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 实
习生张悦）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7
月 16 日正式上线交易，迎来满
月。记者 8 月 17 日从人行南昌中
支获悉，一个月以来，江西辖内金
融机构围绕碳排放权配额、林业
碳汇等碳资产，开展探索创新取
得突破。

8 月 7 日，九江银行以赣州华
劲纸业有限公司的碳排放权配额
为质押担保，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500万元，实现全省首单碳排放权
配额质押融资业务落地。赣州华
劲纸业有限公司的自备用电厂，
是全国首批纳入碳排放权交易配
额管理的企业之一。九江银行参

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价格，
核准企业授信额度，并在中国人
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
记公示系统，进行碳排放权配额
质押登记和公示。

8月9日，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
为神华国华九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发放 1 亿元碳排放权配额质押贷
款。这项贷款主担保方式为信用担
保，追加该公司341.89万吨碳排放
权配额质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
显示，这341.89万吨碳排放权配额
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近期成交
均价为估价依据，评估价值约
17774.91万元，质押率58.23%。

此外，江西积极探索国家核
证自愿减排量（CCER）金融创新，
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赣州银
行为江西丰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授信1800万元，采取“林权+碳汇”
抵押担保模式，执行利率较上年
度降低 70BP，为企业节约融资成
本 12.6 万元。江西丰林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2013 年启动 22.85 万亩
碳汇造林项目，2016 年获得国家
发改委自愿减排量核证签发，获
批项目计入期内的总预计二氧化
碳减排量超 485 万吨；2019 年 11
月与壳牌能源（中国）有限公司签
订 CCER 碳资产长期合作协议，
包销其开发的所有碳汇资产。

碳交易开市满月

江西碳金融产品创新取得突破

城市，是人们朝夕相处的“伙
伴”。她的“肌体”是否健康，运转是否
顺畅，管理是否精细化，关系到这座城
市中每一个人的生活体验。

近年来，吉安市城管部门全力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通过对城市绿地设
施的提档升级、雨污管网的修复改造，
让城市硬实力换上“新引擎”。同时，
通过探索创新城市管理方式，推进城
管队员“下沉”一线服务，更让城市软
实力绽放出新的光彩。

绿地改造提升改出游园“新梦”

扫一扫二维码，连接上APP，就能
开启面前的健身设施。运动总时长、
消耗的卡路里，不仅能实时显示在屏
幕上，还能同步推送到微信运动记
录。8月2日，在吉安市中心城区翠岭
路和光明路交叉口的小游园里，许多
市民正在精致改造后的小游园中使用

不久前安装的智能器材进行健身。
“这两年，我们对中心城区24个小

游园进行了提升改造，通过树木补栽、
地被覆盖增绿补绿，利用开花植物、色
叶植物打造节点花境，增添色彩；并配
置了各种类型的运动设施，使游园景
观进一步美化，功能进一步完善。”吉
安市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邹毅介绍。

一个个小游园的变化，折射出吉
安市近年来持之以恒推进城市更新行
动的决心，老旧、褪色的城市设施在点
滴的更新中恢复了昔日的美感。截至
去年年底，该市中心城区投资 2.7 亿
元，完成了32个人行道绿地提升、老旧
道路改造及微循环道路周边绿地提升
项目。

在改造过程中，吉安市结合各区
域、各路段的实际情况，注重将功能价
值与美感要义相统一，因地制宜推进
项目改造实施。针对青原区白云山路
市民休闲需求，对东井冈公园绿地、人

行道进行全面提升，将彩色道板砖改
为火烧板花岗岩；针对沿江路、尚德路
等路段人流车流量大等情况，对机动
车道进行沥青铺摊，人行道采用加厚
板材铺装，确保经久耐用。

当项目实施中遇到用地审批、土
地权属变更、管线迁移改造等重点难
点问题时，相关项目推进组能够第一
时间予以协调解决，确保项目按时推
进。2020年，吉安市中心城区共完成
道路改造里程11公里，人行道改造面
积29万平方米，绿地改造面积16万余
平方米。崭新、整洁的城市绿地，让广
大市民体会到怡人的游园“新梦”。

雨污管网分流建好“海绵”新城

“‘污水进、清水出、雨不涝、井不
冒’，这十二个字，是我们给城市雨污
管网改造工作定下的目标。”吉安市市
政设施管护中心主任胡慧敏表示。

深埋于地下的雨污管网，平时“神
龙见首不见尾”，但却默默地守护着城
市的正常运转。在污水处理系统不完
备的古代，大量人口聚集的城市往往
出现地下水被污染的情况。隋朝时
期，汉长安城“水皆咸卤，不甚宜人”，
时人被迫另择新址建城，即是一例。

因此，如何在保证雨水顺畅排出
的同时，确保雨水和污水不混杂排放
而对水系造成污染，成为城市雨污管
网改造的关键所在。

吉安市中心城区水系治理涉及吉
州区、青原区、庐陵新区的多家单位，
过去是“九龙治水”，钱花了不少，效果
却不及预期。从今年开始，市委、市政
府全力开展“中心城区雨污管网及配
套设施三年攻坚行动”，对整个中心城
区的雨污管网进行“一盘棋”改造，力
求全面彻底。

在改造过程中，吉安市一方面提
升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能力，将江西洪

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吉安新源（宏源）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运营的两座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厂提升到一级A达标排放
标准，做到“污水进、清水出”。另一方
面，对原有管网体系中淤塞处进行清理
疏通，对雨污管网错接、混接处进行修
复改造，以做到彻底的雨污分流。

截至目前，该市中心城区已完成
市政管网清淤检测 669 公里，改造错
接混接处391个，整治内涝点43处，并
完成了螺湖水系沿线、青原区77个小
区内部管网溯源检测。2018 年至今
年 6 月，吉安市中心城区共新建污水
管网103.16公里，改建373.61公里，累
计完成投资近6.18亿元。

综合改造完成后，污水直排水系、城
市看海等情况将会成为过去式。一座新
型的“海绵城市”，将出现在人们眼前。

城管“下沉”社区树立执法新风

3个人、每天路面巡查10小时、覆
盖 3 个小区，这是庐陵新区城市综合
执法局派驻禾埠街道崇文社区队员的
工作日常。

今年5月7日开始，吉安市城管局
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事，持续巩
固“城管进社区，服务面对面”工作成
果，指导全市各县（市、区）城管部门通
过派驻城管队员下沉至一线社区驻点
工作，与社区群众打成一片，引导大家
广泛支持参与城市管理工作，进一步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告知广场舞调小音量、劝离流动

摊贩、处理消防通道堵塞问题……驻
点社区后，崇文社区网格负责人莫广
圆明显感觉到，许多城市管理中的问
题发现得更早，处理起来也更顺畅了。

“以前和群众接触没那么频繁，出
现问题需要处置时，居民会有一定的抵
触心理。”莫广圆说，“通过驻点和巡查，
我们和社区居民渐渐熟悉起来。群众
有需求时，我们主动靠前帮助，碰到紧
急突发情况，我们也能第一时间施以援
手。时间一久，群众对于我们的工作越
来越认可，配合度也越来越高。”

目前，全市城管系统坚持“为人民
管好城市”的工作理念，实行“721”工
作法，集中选派了277名综合素质高、
群众工作能力强的执法人员“下沉”至
149 个社区，开展“巡查、劝导、报告、
监督、处置”五项工作，提高问题处置
和矛盾纠纷化解效率。今年以来，通
过驻点城管队员处置的问题达 165
件，协调转办问题178件，累计整治小
区内毁绿种菜3000余平方米，制止违
章搭建60余起，督促物业企业清运陈
年垃圾杂物 50 余吨，清除垃圾广告
2100 处。社区居民对城市管理工作
的知晓度、参与率明显提升。

“他们入驻社区，我们非常欢迎。”
崇文社区副主任肖蓓说，“社区工作人
员大部分都是女同志，任务多、担子重，
又没有执法权，在处理居民事务方面，
有时会感到力不从心。自从城管队员
来了以后，对我们工作上帮助很大，辖
区内小区的环境治理工作开展起来，也
更加有保障。” （曾贤慧 黄河清）

硬实力换上“新引擎”软实力绽放新光彩
——看吉安市如何打造“人见人爱的城市”系列报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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