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陵水人民调解工作亮点

坚持调解预防“源头化”

坚持调解排查“常态化”

坚持调解渠道“多样化”

坚持调解处置“法治化”

坚持队伍建设“规范化”

健全“县、乡镇、村（居）、村小组”四级人民调解组织

完善“化解方式、基层组织、信息共享”三个联动

建立“‘每十户纠纷信息员’排查调处机制和网格化管理机制”两项机制

打造“一支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

近5年来，各级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纷8023件，调解成功7812件，成功率97.3%。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调解矛盾纠纷6607件，占比82.3%

采取
“五化”措施

创新推行
“四三二一”工作机制

提高人民调解工作
的质量和水平

2018年
陵水司法局被评为“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

2012年来
陵水连续6年被评为“海南省社会治安考核优秀单位”

2018年
陵水获得第四批“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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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陵水司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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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组建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推行“四三二一”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打通调解末梢，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符晓敏

10月31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司法局社区
矫正中心电子监控室，工作人员正通过电子屏幕
点检该县各司法所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学习和劳动
情况。通过信息指挥平台，还可实现手机定位、远
程点验、应急处理、越界报警等功能。

陵水社区矫正中心于今年4月启用，总占地
面积160平方米，划分为受理大厅、电子监控室、
训诫室、宣告室、教育培训室等，集执法、管理、
教育为一体。“这里不仅是社区服刑人员接收登
记、集中宣告教育、技能培训、实施电子监控的
场所，也是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衔接沟通的
工作平台。”陵水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王劲介绍，
该中心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智能化、规范化、
高效化。

今年7月，海南省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现场推
进会在陵水召开。会上，省司法厅充分肯定了陵
水社区矫正工作的经验做法，要求总结推广陵水
经验，全面部署推进社区矫正中心建设，提升治理
能力现代化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陵水社区矫正工作自2010年启动以来，所接
收社区服刑人员无一违反监管规定收监，无人重
新犯罪。“主要得益于我们严格遵守《社区矫正实
施办法》，落实好审前调查、监管、教育和帮扶各个
环节，严格执行社区矫正惩处措施，确保社区矫正
监管安全。”王劲说。

社区服刑人员杨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10个月，缓行1年。2017年5月，杨某到
陵水司法局报到，由光坡司法所负责对其日常管
理。但在社区矫正中，杨某常出现不按时到司法
所报到、不参加劳动学习、联系不上等情况，还未
经批准擅自离开陵水。

针对杨某的情况，光坡司法所多次调整矫
正方案，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对其进行
训诫谈话，随时掌握其思想状态，并以此为例对
其他社区服刑人员开展警示教育。“针对监管难
度大的社区服刑人员，我们不仅要加强日常监
管，还要根据其违反社区矫正规定的表现和事
实，及时依法给予警告，并及时调整矫正方案，
促使他们增强社区矫正意识，自觉接受社区矫
正。”王劲说。

在教育管理上，陵水司法局不断创新社区
服务模式，推出菜单式服务，包括卫生清洁、公
共设施维护、公益绿化、爱心服务、法治宣传
等，激发社区服刑人员的爱心和社会责任心，增
强自律意识和遵纪守法观念，帮助他们顺利回
归社会。

去年8月，陵水司法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招聘了24名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安排在社
区矫正管理室和11个乡镇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
工作，在全省率先实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全覆
盖。这一举措有益于实现人才向基层下沉，有效
缓解司法所工作压力。

王劲介绍，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定期上门走
访，了解关心社区服刑人员的生产生活、家庭情况
和思想动态，“此外，我们还将232名专职人民调
解员纳入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负责对社区服刑
人员的跟踪管控、思想教育等工作，建立起以司法
所工作人员为主体，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为补充
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

陵水司法局还不断加强与公安、检察、法院等
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对工作中涉
及“公、检、法、司”衔接配合的问题认真研究，明晰
工作流程，明确工作责任，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依法
适用、规范运行。

（本报椰林11月1日电）

陵水打造社区矫正中心
招聘社会工作者充实工作队伍

帮助社区服刑人员
顺利回归社会

本报椰林11月1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符晓敏）“我与别人签订
了一份合伙做生意的合同，请律师帮
忙看看有没有问题。”这是日前陵水
黎族自治县司法局组织普法工作人
员在本号镇开展法律咨询服务的一
幕。当日有60人次进行法律咨询，
受理法律援助案件2宗。

法律服务是一项实实在在为民
服务的民生工程，近年来，陵水通过
不断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
助覆盖面；打造覆盖“村（居）、乡镇、
县”三级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组织
律师到部门、进乡村为群众提供法律
援助；做好历年未结法律援助案件清

理工作等，解决群众诉讼难问题，为
群众撑起依法维权保护伞。

“村级便民服务场所都有律师定
期来值班，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群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法律疑难
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新村镇盐尽
村村民薛亚云说。

在陵水，从县城到乡镇再到村
（居）委会，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在陵水司法局设
立的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功能
定位为“法律服务咨询、公证业务办
理、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维权”，
为群众提供“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
办理、一条龙服务”法律服务。在11

个乡镇建立公共法律服务站，由乡
镇法律顾问定期值班，统一受理矛
盾纠纷、法律援助等业务。在村
（居）委会设立公共法律服务室，县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定期派员到村，
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

“为方便群众随时寻求法律援
助，我们开通了陵水法律援助微信
公众号，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
申请法律援助。”陵水法律援助中
心主任蒋杰介绍，此外他们还组织
拍摄了法律援助微电影，通过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高法律援助的
知晓率。

陵水还加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

将建档立卡四类人员纳为法律援助
的重点对象，利用“1+1”法律援助律
师、社会律师、政府法律顾问等人员
免费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我们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免予经济困难审查，开
辟法律援助申请绿色通道，精简审批
环节，优化工作流程，做到当天受理、
当天审查、优先指派。”蒋杰说。

法律援助宣传上，陵水通过现场
咨询、讲解法律问题以及法制讲座等
方式开展法律援助进校园、进农村、
进社区、进军营等专项活动，给学生、
官兵、村民上法制课，普及法律知识，
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推动陵水法治
化建设。

“在年底，我们还开展农民工专
场法律援助活动，携手律师志愿者到
工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获得了
好评。”蒋杰说。据统计，截至10月
18日，陵水司法局共受理案件311
件，其中涉及农民工案件61件、未成
年人案件48件，挽回经济损失221
万元。

陵水司法局还通过“三分”方法
（即分解任务、分类案件、分情况处
理）做好历年未结法律援助案件清理
工作，并形成法律援助未结案件与律
师事务所年度考核挂钩的工作机制，
目前顺利办结363件2016年底未结
案件，完成未结案件清理任务。

陵水打造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开展多种形式法律宣传

为群众撑起依法维权保护伞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符晓敏

10月31日，在司法部举办的人
民调解大讲堂第四讲课堂，陵水黎族
自治县县委书记麦正华被邀请作为
授课人，介绍了陵水人民调解工作的
经验，获得了司法部的充分肯定。

近年来，陵水通过健全“县、乡
镇、村（居）、村小组”四级人民调解
组织，完善“化解方式、基层组织、信
息共享”三个联动，建立“每十户纠
纷信息员”排查调处机制和网格化
管理机制，打造一支专职人民调解
员队伍，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自2012年来，陵水连续6年被
评为“海南省社会治安考核优秀单
位”，2018年获得第四批“全国法治
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荣誉
称号，陵水司法局被评为“全国人民
调解工作先进集体”。

陵水椰林镇桃源村专职人民调解员到村民家中开展走访排查工作。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社区矫正宣告。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覃韵 摄

陵水司法局工作人员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
家访。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覃韵 摄

组建专职队伍

“多亏了新村镇的人民调解员
及时调解，我们拿到了被拖欠3个月
的工资，非常感谢他们。”今年8月，
在新村镇郑何英等多名专职人民调
解员的协助下，陵水司法局成功调
处一宗拖欠民工工资纠纷案件，涉
案民工220余名，涉案金额达350余
万元。

“民工们挣的是血汗钱，遇到工
资发不出的情况，情绪容易激动，严
重时会产生肢体冲突。”类似于上诉
案件，郑何英遇到过许多次，但多数
情况都能够通过调解及时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

在陵水，像郑何英这样的村级
专职人民调解员有 232 人。2012
年，陵水率先在全省推行以政府购
买服务形式聘任专职人民调解员制
度，全县116个村（居）人民调解委员
会均增聘2名专职人民调解员。经
过几年强力治理，陵水形成了“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局面，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维护
了社会和谐稳定。

“兼职人民调解员因身兼数职，
重心不在调解工作上，不能快速反
应、及时化解，往往错过最佳时机。”
陵水司法局局长李善伟说，专职人民

调解员给人民调解工作注入了新的
活力，畅通群众表达诉求渠道，能够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为保证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的专
职性，陵水司法局规定村（居）“两委”
干部不能担任此职位。“我们优先从各
村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
老政法干警中推选，随后再从群众中
聘任有一定威信、愿意同老乡打交道
的普通老百姓。”李善伟介绍。

在工作中，村级专职调解员定
期走村串户，摸排各类矛盾纠纷及
不稳定因素，收集信息。“在走访中
发现矛盾纠纷情况，我们先及时就
地化解。如果解决不了，我们通过
手机终端上报情况，请求司法所参
与调解，必要时联系相关部门协商
解决。”郑何英说。

“如今，谁家建房越界了，谁家田
地被侵占了，谁家有家庭纠纷，都习
惯来找我调解。能够协助解决大家
困难，稳定社会秩序，我觉得我的工
作很有价值。”郑何英说。

加强队伍建设

“在认识到专职人民调解员这支
队伍的重要作用后，全县各级部门对
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给予了更
多的关注和支持。”麦正华说，在省司
法厅的具体指导下，陵水积极探索新

时代人民调解工作的新路子、新方
法，从人员培训、绩效考核、经费保证
3个方面着手，一步步将这支队伍带
上正规化、规范化轨道。

据了解，陵水司法局每年至少举
办两期人民调解业务培训班，邀请检
察、法院、信访等部门、单位专业人员
授课。“为了达到常态化学习效果，我
们通过建立微信工作群、组织庭审观
摩等方式，以真实调解案例为范本，
以案说法，不断提高专职人民调解员
运用法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李
善伟说。

伴随信息化发展，陵水司法局积
极推动实现矛盾纠纷实时在线受理、
分流以及线上线下调解联动互动，进
一步提高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能力和
化解效率。“我们为232名专职人民
调解员配备了工作手机，定制了电信
通讯终端套餐。一方面，调解员可以
通过手机APP随时上报纠纷情况、
社情民意；另一面，我们可以实时掌
握纠纷信息，并考察调解员的工作成
效。”李善伟说。

在陵水，专职人民调解员统一着
装，胸前佩戴胸牌，衣袖上戴有人民调
解徽章。“不仅从着装上严格要求，在
业务方面，我们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
队伍评价标准体系，将他们个体调解
率、调解成功率、卷宗完整度等纳入考
核评估，同时从绩效、岗位、职能部门

考核以及上级、公众评价5个方面进行
考核。”李善伟说，让能者上，庸者下，
不断保持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质量。

经费保障上，专职人民调解员补
贴经费列入年度预算，并实行动态增
长，从2013年的每月600月提高至
2018 年的每月 1200 元。2018 年
起，增加每年3600元人均绩效补贴
及意外伤害、基本医疗、基本养老3
项保险待遇。

创新工作机制

陵水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
稳定工作中，专职人民调解员是一支
有效的队伍，通过他们的调解，绝大
部分矛盾纠纷得到化解。据统计，近
5年来，陵水各级调解组织共调解矛
盾纠纷8023件，调解成功7812件，
成功率97.3%，其中，专职人民调解
员调解矛盾纠纷6607件，占82.3%。

针对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和工作
机制不够完善，陵水通过采取“四三
二一”做法，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
机制。麦正华介绍，所谓“四三二
一”做法，即健全“四级人民调解组
织”、完善“三个联动”、建立“两项
机制”、打造“一支专职人民调解员
队伍”。

目前，陵水建立起“县、乡镇、村
（居）、村小组”四级人民调解组织，其

中县级人民调解组织1个、乡镇级11
个、村（居）级116个、行业性及专业
性调解组织5个。

“三个联动”是指化解方式、基层
组织、信息共享联动，形成以各级党
委、政府“一把手”亲自抓，县、镇、村
三级调解组织为依托，各部门信息共
享、共同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县委、县政府派驻黎安镇的专
职人民调解员工作组，与当地调委
会、乡镇党委政府衔接联动，化解了
不少因征地拆迁补偿问题引起的群
体性上访事件，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先
行试验区开发建设营造稳定的社会
环境。”麦正华说。

“两个机制”则指“每十户纠纷信
息员”排查调处机制和网格化管理机
制。陵水以10户村民为基础单位，
确定一名信息员，信息员通过日常走
访、邻里互动的方式，开展矛盾纠纷
排查调处工作。另外，陵水全县划分
为 502个网格，配备了 610名网格
员，再加上一支专职人民调解队伍，
全员联动，做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
芽状态。

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与“四
三二一”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的推行，
有效化解了陵水一大批矛盾纠纷，维
护了基层社会和谐。

（本报椰林11月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