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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剑川县委办公室文件

剑办通〔2022〕24号

★

中共剑川县委办公室 剑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剑川县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

倍增领导小组的通知

根据《中共大理州委办公室 大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成立大理州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领导小组的通

知》（大办通〔2022〕25号）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县委、

县政府决定成立剑川县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领导

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李增堂 县委书记

张 韬 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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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组长：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 组 长：赵子恒 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富庆云 县委常委、副县长

王梧兴 县政府副县长

陈 绩 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陈红丽 县政府副县长

董静海 县政府副县长

杨福堂 县政府副县长

陈贵标 县政府副县长

马 刚 县法院院长

成 员：张灼林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李继辉 县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李继成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段金全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县直机

关工委书记

王志尧 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张 伟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网信办

主任、县政府新闻办主任

杨 伟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

杨剑华 县工业信息和科技局局长

王 平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王 伟 县公安局副局长、县交警大队大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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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晓燕 县政务局局长

吴 龙 县民政局局长

李晋瑛 县司法局局长

陈立堂 县财政局局长

赵建葵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董晓斌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李寿海 州生态环境局剑川分局局长

王德昌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杨六华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杨 志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张忠山 县水务局局长

吴发仙 县商务局局长

段续文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张秀泉 县应急局局长

李海东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杨耀祖 县林草局局长

段真耀 县统计局局长

段瑞霖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溪澄宇 县医保局局长

刘灿红 县投资促进局局长

段忠文 县法院副院长

李臻荣 县工商联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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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劲锟 县科协主席

杨继元 人行剑川县支行行长

童臻华 县税务局局长

杨均旺 中国邮政剑川分公司副总经理

张永明 剑川供电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8个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发展改革局，办公室主任由县发

展改革局、县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成员由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组成。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和省州县党委、政府工作安排；统

筹谋划和协调推进全县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相

关工作；审议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重大事项。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协

调落实领导小组工作部署，研究提出全县优化营商环境促进

市场主体倍增年度工作要点；研究相关政策措施；调度重点

任务推进情况，梳理总结工作推进的困难问题，研究提出工

作建议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督促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协调推进宣传工作；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对照《剑川县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任务清单》，各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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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各负其责，加强配合、强化协同，形成优化营商环境促

进市场主体倍增工作合力。

三、工作机构

领导小组下设商事制度改革和市场监管、行政审批和公

共服务、财税金融贸易、法治建设和法律服务、包容普惠创

新 5个专项组。由各领域分管副县长担任专项组组长、相关

指标牵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组长，副组长单位负责协

调落实本专项组组长工作要求，形成县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

场主体倍增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专项组牵头负责、各单位

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一）商事制度改革和市场监管专项组

组 长：陈红丽 县政府副县长

杨福堂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李海东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赵建葵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成 员：县发展改革局、县工业信息和科技局、县公安

局、县司法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草

局、县医保局、县法院、县税务局、人行剑川县支行等单位

分管负责同志。

本专项组负责“开办企业”、“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

运用”、“市场监管”、“劳动力市场监管”等营商环境指

标相关工作，并协调推进相关领域的“一件事一次办”、“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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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通办”等改革事项。

（二）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专项组

组 长：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陈红丽 县政府副县长

杨福堂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李继成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杨 伟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

肖晓燕 县政务局局长

陈立堂 县财政局局长

董晓斌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王德昌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刘江华 县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县能源局局长

张永明 剑川供电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成 员：县工业信息和科技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

县司法局、州生态环境局剑川分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务

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市场监管局、县林草局、县应急局、

县税务局、县地震局、县气象局、各供电供水供气公司等单

位和企业分管负责同志。

本专项组负责“政务服务”、“政府采购”、“招标投

标”、“办理建筑许可”、“登记财产”、“获得用水用气”、

“获得电力”等营商环境指标相关工作，并协调推进相关领

域的“一件事一次办”、“跨省通办”等改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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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税金融贸易专项组

组 长：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陈红丽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童臻华 县税务局局长

杨继元 人行剑川县支行行长

吴发仙 县商务局局长

刘灿红 县投资促进局局长

成 员：县发展改革局、县工业信息和科技局、县司法

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自然资源局、县

住房城乡建设局、县市场监管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医保局

等单位分管负责同志。

本专项组负责“纳税”、“获得信货”、“跨境贸易（出

口退税办理时间）”等营商环境指标相关工作，并协调推进

相关领域的“一件事一次办”、“跨省通办”等改革事项。

（四）法治建设和法律服务专项组

组 长：陈 绩 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马 刚 县法院院长

副组长：李晋瑛 县司法局局长

段忠文 县法院副院长

成 员：县工业信息和科技局、县财政局（县国资委）、

县市场监管局、县税务局、人行剑川县支行等单位分管负责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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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组负责“执行合同”、“办理破产”、“保护中

小投资者”等营商环境指标相关工作，并协调推进相关领域

的“一件事一次办”、“跨省通办”等改革事项。

（五）包容普惠创新专项组

组 长：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富庆云 县委常委、副县长

王梧兴 县政府副县长

陈红丽 县政府副县长

董静海 县政府副县长

杨福堂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张灼林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杨 伟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

杨剑华 县工业信息和科技局局长

赵建葵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李寿海 州生态环境局剑川分局局长

吴发仙 县商务局局长

刘灿红 县投资促进局局长

杨六华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杨耀祖 县林草局局长

王 平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吴 龙 县民政局局长

段续文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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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县工业信息和科技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

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务局、县医保局等单位分

管负责同志。

本专项组负责“包容普惠创新”营商环境指标相关工作，

并协调推进相关领域的“一件事一次办”、“跨省通办”等

改革事项。县发展改革局牵头负责“包容普惠创新”指标相

关工作。

四、工作机制

（一）会议制度。领导小组实行集体讨论重大问题的会

议制度。领导小组会议原则上每个季度召开 1次，也可根据

工作需要适时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召集，领

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必要时可邀请其他有关单位人员

参加。领导小组会议议题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建议，报领

导小组组长确定。领导小组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

项，报领导小组组长签发。

（二）统筹协调机制。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结合目标任

务，针对本单位牵头负责事项细化工作方案，加强督促指导，

定期调度工作推进情况，按月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

组办公室及时汇总分析，研究提出有关工作建议，及时向领

导小组报告，确保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三）督促落实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统计监测、

实地调研、召开专题会议及调度推进会等方式，对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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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事项推进情况进行跟踪督促，推动工作落实。

（四）政策调研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围绕优化政策体

系、创新工作举措、完善落实机制等开展调研，为县委、县

政府决策和领导小组议事协调提供依据。

五、有关要求

（一）各乡镇，县级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

作推进机制，形成上下贯通的工作体系。

（二）县级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细化工作措施，

明确工作标准、主要任务、具体措施和时间进度；各牵头单

位要将工作任务分解至各责任单位，全力推动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市场主体倍增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有变动，由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

递补，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不再另行发文。

剑川县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剑川县促进市场主体倍

增领导小组同时撤销。

附件：剑川县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任务清单

中共剑川县委办公室

剑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5月 24日

中共剑川县委办公室 2022年 5月 2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