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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 7月，浙江省丽水市
青田县海溪乡建立“海溪枫桥驿
站”,让乡贤发挥作用，融入农村社
会治理工作已满一年。 该乡以驿站
为核心调解处理社会纠纷矛盾，着
力构建“以群众自治为主体、乡贤参
与为轴心、柔性治理为统领、政府引
领为支撑” 的全新农村基层社会治
理模式，实现“海溪乡的矛盾，海溪
人解决”“一般纠纷不上乡， 重大纠
纷不出乡”，取得了显著成效。

20 世纪 60 年代初， 同处一省
的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枫桥镇的干
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
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
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为此，
1963 年毛主席曾亲笔批示“要各地
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多年来， 青田县海溪乡积极探
索“枫桥经验”，当地同样具有村庄
集中、人口密集、历年来信访问题突
出的特点。 2018 年，矛盾纠纷调解
总数为 52件，信访件就达到 49件，
其中国家信访局 2 件、 省市信访局
8 件、县信访局 36 件，到县级以上
机关的信访率高达 93%，还有更大

的群体事件。彼时，矛盾纠纷主要以
乡村调委会为主， 调解力量比较薄
弱，调解方式固化，效果不明显。 然
而， 海溪乡在外经商的知名人士达
数百人、 副科级以上乡贤 29人、政
法战线海溪籍乡贤 20 余人、农村本
地律师 2人，乡贤资源丰富，乡贤群
体想要为海溪农村社会治理出力的
呼声高，却一直缺乏有效平台。

汇聚乡贤联动合力
“外人介入”变为“内部调处”

为破解本地村民对外来调解力
量不支持、不信任的难题，海溪乡调
动一批在本地有道德声望、 受当地
群众认可的“老娘舅” 组成运行体
系， 让矛盾纠纷变成内部“家庭矛
盾”，让群众自己定分止争。 悄无声
息中， 海溪乡的社会治理面貌渐渐
转变。

建立“1+1+10”组织架构，筑牢
调解组织基石。“1+1+10”，即领导
小组 1个、海溪枫桥总站 1个、村级
枫桥小站 10个。领导小组 1人全面
负责海溪枫桥驿站的建设工作，由
在全乡最具威望的政法战线乡贤、

离退休领导干部、 经商成功人士及
优秀华侨代表等 11人组成；乡级枫
桥总站由 4 人专项工作小组负责开
展日常工作； 每个村级枫桥小站由
1 名站长、1 名联络员、1 名其他成
员组成， 负责本辖区内的矛盾纠纷
排查调处工作。

多阶层甄选调解员队伍， 真正
变“调解链”为“调解圈”。 通过为期
两个月的摸底、动员，从海溪籍在外
工作人员、致富带头人、老干部等各
群体中选聘调解员 71 名，将调解触
角延伸到社会各阶层， 切实增强了
调处工作力量和调处公信力。 其中
政法战线乡贤调解员 20人、农村当
地律师 1人、 致富带头人 42名、离
任村干部 3 名、 调解经验丰富的村
干部代表 5 名。

多梯队层级调处， 优化调解队
伍资源。 确立由村级联络员—枫桥
小站—枫桥总站逐级调处的模式，
先由联络员提前介入群众的民事纠
纷、邻里矛盾等，根据矛盾的具体情
况上报至小站和总站， 确保小事解
决在小站， 历史矛盾纠纷和重大隐

患在总站解决， 进一步优化枫桥驿
站的队伍资源，提高调处效率。

建立预警排查机制
“事后补漏”变为“事前防范”

海溪乡以早预防、早控制、早化
解为目标， 将纠纷排查化解端口迁
移，创新建立研判预警机制，最大限
度将不和谐因素变为和谐因素。

“无死角”排查，让苗头发现在
基层。按照“属地管理”管理，由村级
枫桥小站每周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
查，及时掌握辖区内不稳定因素，确
保发现得早、控制得住。累计排查登
记各类隐患事件 100余件， 及时介
入，有效遏制“小事情”转变为“大问
题”。

“全方位”预警，让纠纷化解在
基层。 村级枫桥小站每半个月召开
一次分析研判会， 对排查出的纠纷
按照激化风险、 信访意向等进行分
析研判、分级标识、分类调处。 纠缠
了 10 年之久的马岙村与海溪村村
界纠纷， 在被定位为紧急事件等级
（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后，集中半

个月攻坚，得以息访。 同时，建立调
后回访机制，主动对协议履行情况、
发展动态进行回访，及时介入，防止
纠纷扩大激化或转化， 从源头上杜
绝了“小矛盾”发展为“大信访”。

“多渠道”受理，让群众满意在
基层。投资 10万余元建立实体受理
站点和微信线上受理平台，做到 24
小时受理申请不打烊， 由群众自主
点单调解员，让群众在海溪说理“有
处可去”，变“往上跑”为“网上跑”。
线上受理平台登录人次达 3000 余
人次。

规范调解工作制度
“没人管”变为“全员干”
海溪乡从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入

手，创新内部管理模式，着力增强调
解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内动力。

创新“四个一”调解模式，精准
调处有效力。“四个一”即“一个纠
纷、一名乡贤、一个调处班子、一套
调解方案”。调解受理接办坚持首问
责任制原则， 每一个重大纠纷由一
名乡贤牵头负责、 一个调处班子参
与、一套调解方案化解，真正做到定
人、定举措、定办结时限和包调处、
包跟踪、包反馈。

完善调解员管理制度， 参与调
处有动力。建立调解员评星、退出两
项机制，围绕调解员职责履行、案件
调处难度及数量等情况， 领导小组
定期给出评价， 有效畅通调解员进
出渠道，激发了调解积极性，有效营
造积极参与调解的氛围。

健全乡、村协调机制，公正调处
有公信力。在枫桥小站、总站参与调
处的基础上， 乡政府综治办及驻村
干部也全程参与到矛盾调处工作
中， 监督调处过程的同时也主动加
入调处工作， 并在乡政府签订矛盾

化解调解书， 确保调处全过程公开
透明有公信力。

引入“互联网 +”调解
“线下跑”变为“线上见”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工作，

依托“互联网+” 理念搭建调解平
台， 有效地解决了调解对象的时间
和空间障碍， 切实做到疫情防控和
矛盾调解两手抓。

利用视频连线，让涉调多方“零
跑腿”。 为减轻人员流动聚集，保障
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由枫桥
总站建立微信在线受理平台， 通过
视频连线、语音调解，有效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 又减少疫情对群众生活
的影响， 真正实现了“让群众少跑
腿、让数据多跑腿”。

优化人员配比， 让力量配置更
合理。 结合疫情期间调解量的减少
以及线上调解的时间空间优势，枫
桥驿站积极推动人力资源下沉，组
织总站“金牌老娘舅”参与到线上调
解当中，增强调解力量，提高调解成
功率。

严格调解规范， 让矛盾调解更
权威。为确保线上调解公信力，乡枫
桥总站严格把关前期的准备工作，
建立建群、当事人验证身份、组织
证据交换、公示确认、截图留底等
步骤的调解流程， 实现了调解流程
零疏漏、 调解结果全保障的工作成
效。

海溪枫桥驿站自成立以来，共
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68 件，成
功调处 166 件， 成功调处率达
98.8%， 信访总量较上一年同期同
比下降了 50%，涉纪信访案件较去
年同期同比下降了 70%，群体性信
访案件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00%。

（王江芬）

浙江青田海溪乡积极探索“枫桥经验”创新调解工作制度

让乡贤进驻“驿站” 打造农村社会治理新气象

本报记者 智文学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近三年
来， 福田区委区政府始终把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根据上级部署，发动社会各界和
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围绕“有黑扫
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的工作目
标，以全国“一十百千万”行动以及
“六清” 行动为牵引， 科学谋划、精
心组织、强力推进，取得了阶段性重
大成果。

日前， 福田区亮出了一份沉甸
甸的扫黑除恶成绩单：截至目前，累
计破获涉黑恶刑事案件 324 起，打
掉涉黑恶犯罪团伙 178 个， 逮捕涉
黑嫌疑人 223人， 逮捕涉恶九类案
件嫌疑人 1251人，查封、扣押、冻结
涉案资产价值约 3.8 亿元， 打击战
果位居全市前列。 全区社会治安持
续好转， 上半年刑事警情、 治安警
情 、 黄赌毒警情分别环比下降
34.4%、32.6%、27.6%。2019年，福田
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测评排名全市
第一。

坚持高位推动
建立扫黑除恶责任体系

成果的取得来源于高度重视。
福田区委主要领导担任区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 全区各部
门、各街道由“一把手”负总责，各
尽其职，各负其责，形成纵到底、横
到边的责任体系。 区委常委会专题
听取扫黑除恶工作汇报， 研究推进
举措。

与此同时， 区委政法委研究出
台了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方
案以及重大案件会商制度、 线索移
交指引等 7 个配套工作机制的“1+
7”文件。 专门设立扫黑除恶领导小

组办公室。成立了摸排打击、监督执
纪、 基层建设和宣传发动 4个专项
工作组。

值得一提的是， 福田区出台了
专项斗争干部考核方案和“一把手”
约谈工作机制， 由区委政法委负责
同志约谈 10 个街道书记及重点行
业主管部门“一把手”。 公安分局分
管领导约谈 15个派出所的所长，明
确街道书记和派出所所长的工作职
责和任务。

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扫黑除恶斗
争的积极性， 鼓励广大市民群众积
极参与，踊跃举报犯罪线索。由区扫
黑除恶办、 区公安分局组建线索核
查专班，建立线索提前催办机制，提
高线索核查效率。 13条中央督办线
索、26 条省交办线索已全部办结，
圆满完成了“线索清仓”任务。

雷霆扫黑加专项行动
侦破多起大案要案

专项斗争以来， 福田区公安分

局精准研判黑恶犯罪态势， 根据新
形势研究新战法， 打击重点逐渐从
传统涉黑恶犯罪向新型犯罪领域延
伸。 2018 年 3 月，侦破“7·05”特大
走私、贩运毒品专案，缴获毒品可卡
因 1331 公斤（市值超过 10亿元人
民币），查扣作案船只 3 艘、运毒车
辆 5部， 抓获犯罪嫌疑人 22名，多
名主犯具有境外黑社会组织背景。
2019 年 1 月，破获“2·01”涉黑专
案，逮捕涉黑嫌疑人 77人，查封、冻
结涉案资产 2.1亿元。2019年 6月，
侦破“002 套路贷”专案，逮捕犯罪
嫌疑人 84 人， 冻结涉案资产 8312
万元。 2019 年 7 月，侦破“7·30”特
大制贩毒品案， 缴获冰毒晶体 292
公斤， 液体冰毒 2.5 吨以及制毒设
备、制毒原料及半成品一大批。2020
年 1月以来， 对某特大跨境网络赌
博专案进行两轮收网， 累计抓获犯
罪嫌疑人 26名，目前已刑拘 23人，
逮捕 23 人。 2020 年，“铁网 6”目标
逃犯全部抓捕到案。

开展“雷霆 2019”联合打击行

动，共出动警力 701 人，清查娱乐重
点场所 147 处， 侦破刑事案件 10
起， 抓获各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
20名，抓获涉毒人员 17名。 开展扫
黄禁赌百日冲刺专项行动， 重点提
升各类涉黄犯罪的打击力度， 持续
组织打击整治， 持续保持对重点区
域的“高压”态势，巩固成果，共逮捕
嫌疑人 160 人。 开展重
点地区整治专项行动，
由区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挂牌，对沙
头街道黑恶势力操纵

“黄赌毒” 问题进行为
期一年的专项整治，行
政处罚涉“黄赌毒”违
法嫌疑人 703 人，刑事
打击涉“黄赌毒”违法
嫌疑人 337 人。 坚持推
进“缉刀”专项行动，以

“缉刀”为切入点，加强
社会面防控工作，共收
缴刀具 75697把。

此外，对“保护伞”

应挖尽挖、挖深挖透，着力清除“官
伞”“警伞”“庸伞”，始终保持高压态
势，形成强力震慑，共核查涉黑涉恶
腐败问题线索 50条， 立 10宗公职
人员涉嫌充当“保护伞”的案件，移
送审查起诉 8 人，开除公职 1人，开
除党籍 1人。 福田法院对涉黑恶案
件审结率达 96.3%， 涉案财产执行
到位 1868万元，已全部上缴国库。

整治行业乱象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的重要环节， 福田区
大力整顿软弱涣散社区党组织，从
根本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持
续开展社区“两委”成员联审排查，
坚决防止“村霸”、涉黑涉恶等不符
合社区干部条件的人员进入社区

“两委”班子。
同时，根据中央部署的 10大重

点行业领域和前期深圳市部署的
15个重点整治问题，重新梳理出 21
个行业领域作为重点整治任务，分
别由 11 个行业主管单位牵头组织

实施。
其中， 公安分局积极探索电信

网络新型犯罪新打法，主动出击、提
高效能，实现上半年“电诈”警情同
比下降、提前完成“打财”任务，“飓
风 2020” 行动考核全市排名第一。
城管执法局针对环卫保洁企业恶意
围标、低价中标、违规转包导致人员
配备不足、 质量标准偏低等行业乱
象，采取约谈警示、举报线索查处、
规范招标程序等措施， 实现对环卫
人员、车辆、作业的精细监管。 教育
局创建警校联防联动机制， 改造升
级全区 240余所学校的一键式报警
装置，落实“一校一警”，定期通报涉
校警情、 安保防控、 反诈防骗等情
况， 有效整治防范校园周边治安问
题。 金融工作局开发金融风险监测
预警系统， 重拳整治金融秩序实现

“四降”目标。
福田区政法委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全力抓好“六清行动”和建
章立制工作落实，突出打深打透、正
本清源，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收官之战， 努力实现疫情防控
与专项斗争“两不误”“双胜利”。

深圳福田“硬核”举措扫黑除恶打造安全城区

‘‘����莲花山下，风清
气朗。福田区作为深
圳的中心城区，市民
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正在日益提
升，而在安全感的背
后，是三年来福田区
持续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所作出的
辛劳付出。

福田区雷霆出击缴获大量作案工具。

福田区委政法委负责人通报扫黑除恶情况。

2019年 8月，枫桥驿站调解员实地调处海溪村颜家流水纠纷。

2019 年 10 月，青田县法院院长徐蓓姿到海溪枫桥驿站为南岭建房纠纷的调处
工作出智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