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4 个村级调委
会均按“六统一”
标准高规格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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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 5000 余名纠纷信息员遍布在
全县 524 个村、 社区专门收集上报矛盾
信息；矛盾纠纷案件从 2016 年全县 9000
余件，下降到 2019 年 3000 余件。

村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调委
会）每周、乡镇调委会每半个月排查一次
矛盾纠纷， 县委政法委书记或县司法局
局长随时 “空降 ”纠纷排查会议现场 ，督
察是否落实到位。

县财政全年投入 200 万元，鼓励镇、
村调委员会建设。 乡镇再追加资金，仅梓
门桥镇便投入 30 余万元， 在全镇 37 个
行政村设立统一标牌、印章、标识等标准
的人民调解室。

作为一个经济并不算特别活跃的湘
中县城———双峰县， 为何会采取如此力
度聚焦人民调解工作？ 近日，《法制周报》
记者前往该县多个乡镇寻找答案。

5年常抓不懈坚持矛盾例会制度
9 月 22 日下午 5 时许， 甘堂镇长冲

坪村调委会主任戴伟香气喘吁吁地从一
条公路牙子爬上来。 “不好意思，让你们
久等了，刚到村里转了转。 ”

这样 “到村里转一转 ”，戴伟香每周
都要例行一次， 将收集到的涉及纠纷情
况登记在本子上，建立好台账。 这既是现
实需要，也是工作要求。

2015 年 9 月， 双峰县形成了村级调
委会每周排查会商一次、 乡镇调委会每
半月排查会商一次、 县三调联动成员单
位每月排查会商一次的矛盾纠纷排查调
处暨治安形势分析研判会制度。

县级例会每月 28 号召开，由政府分
管副县长主持，司法局、公安局分别作矛
盾纠纷排查调处， 以及治安形势分析研
判工作报告， 研究积案难案要案并形成
会议纪要逐级上报备案。

各乡镇调委会的例会提前一天向县
司法局报备， 会后形成纪要发送至微信
工作群，以备随时查验。 此外，县委政法
委书记或县司法局局长随时“空降”纠纷
排查会议现场，督察是否落实到位。

524个村级调委会高规格建设
不搞批评会，不当裁判员，而是让矛

盾当事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沟通，心服
口服接受调解。这是县人民调解的缩影，但
“在哪里坐下来沟通”却大有文章。

县司法局党组成员彭建界认为 ，矛
盾调解的地点对调解效果有着重要影
响。 “过去调解矛盾一般在村民家里，看
热闹的多，往往你一言我一语，非常不利
于调解。 而在专门的调解室调解，对进入
场内的人有限制，避免外界因素影响。 ”

有着同样想法的， 还有梓门桥镇党
委书记、镇调委会主任刘志国。 他表示，
“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只是一
句空话。 ”为此，投入 30 多万元，在全镇
37 个行政村建设 38 个镇、村级调解室。

9 月 23 日， 记者来到梓门桥镇八仙
村调委会， 映入眼帘的是悬挂在人民调
解室正中央的人民调解标识， 墙上张贴
着人民调解工作制度、流程、当事人权利
义务、调解员名单公示等信息。

在这个 10 余平米的调解室里，整齐

摆放着配套办公桌椅，桌上还放着“主持
人”“党员志愿调解”“当事人 ”“调解员”
“记录员”的席卡。

“统一规范的组织名称、标识 ，也是
加强队伍和业务规范化建设的重要举
措。 ”向永华表示，不仅能够增强人民调
解组织的公信力及人民调解员的责任心
和荣誉感， 更能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社
会认知度， 对开展好人民调解工作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0 年 3 月， 县政府常务会议决定
拿出 50 万元奖励村级调委会建设。 在此
基础上， 全县村级人民调解室建设全年
投入达到 250 万元。截至目前，双峰县按照
标牌、印章、标识、徽章、程序、制度等司法所
“六统一”标准高规格建立调委会 552个，其
中县级 1个、乡镇街道 16个、行业性专业性
11个、村社区调委会 524个。

5000余名纠纷信息员遍布全县
老百姓遇到矛盾纠纷问题有没有地

方寻求帮助，该向谁寻求帮助？ 这是双峰
县司法局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村级调委会是化解和调处矛盾纠
纷的前沿阵地，是确保 ‘小事不出村’的
关键。 ”向永华介绍，该县完善县、乡、村
3 级调解网络，全县设立调委会后，由乡
镇司法所工作人员不定期组织村社区人
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培训， 传授调解
工作技巧， 同时还会邀请法官等进行法
律实务讲解。

镇级调委会主任由镇党委书记担
任， 村级调委会主任由村主任担任并利
用村民委员会换届之机进行换届。 调解
员则邀请“老干部、老教师、老党员、老工
人、老村居干部”等“五老人员”担任 ，均
执证上岗。

“村主任都是由村民代表大会推选
出来的， 在老百姓心中有一定威信，‘五
老人员’又大多德高望重，将两者结合起
来，可谓强强联合。 ”县司法局分管副局
长彭建界如是说。

三塘铺东方村常住人口 1400 余人，
拥有大小企业 10 余家。 社情复杂，矛盾
调解压力大。 “过去不少村民去上访，究
其原因是未能及时处理问题， 矛盾越早
介入越好调解。 ”常年在矛盾调解一线的
村调委员会主任邓湘庄深有体会 ，2019
年全村 300 余件矛盾纠纷案件中，80%的
案件没有“走”出东方村。

57 岁的金平英曾经是一名人民教

师，今年年初，她成立了“金平英调解工
作室”。 “退休了没什么事，乡邻平时有什
么事也喜欢找我， 索性我就成立调解工
作室。 ”金平英笑呵呵地说。

金平英告诉记者， 乡邻之间如果没
有中间人及时调解， 小矛盾可能变成大
纠纷。 今年以来，金平英已经调处交通、
工伤、 邻里等方面矛盾纠纷 40 余起，县
司法局以“以奖代补”的形式奖励其人民
币 4000 多元。

回报与付出并不对等， 金平英豪爽
地表示，“我有退休工资，钱我不在乎，通
过我的调解，当事双方满意，我也乐意”。

金平英只是双峰 2560 名 “五老人
员”投身到人民调解队伍中的一员。 他们
退休在家有大量时间， 在邻里乡亲中德
高望重 , 又有为家乡发展继续贡献余热
的想法， 是对现有人民调解工作的有益
补充。

令人关注的是，该县还将 5000 余名
村民小组长聘请为纠纷信息员， 第一时
间全方面掌握信息， 将矛盾纠纷消除在
萌芽状态。 “小到‘鸡毛蒜皮’，大到‘人命
关天’， 无不影响着社会的安宁与和谐。
不紧紧抓住矛盾初发时的调解 ‘黄金时
期 ’，一旦矛盾升级激化 ，将会造成严重
的后果。 ”向永华如是说。

此外，该县还推动行业性、专业性调
委会建设，在劳动争议、医疗卫生等矛盾
相对聚集领域设立专门的调委会。

截至目前，该县已成立行业性、专业
性调委会 11 个，个人调解工作室 2个。 共
有调解员 2977名，纠纷信息员 5000余人。

250余万补助激发基层积极性
《人民调解法 》第 4 条规定 ，调委会

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 缺少物
质保障，难免影响调解人员积极性。

今年 3 月， 在县政府第 7 次常务会
上， 同意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及疑难复
杂案件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奖励，
奖励资金纳入县财政预算，金额在 25 万
元以内。 并同意采取“以奖代投”方式进
行奖励，总额在 50 万元以内。

“人民解调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在先
进单位及个人评选数量上倾斜。 ”向永华
表示， 每年还会对老案陈案要案评选出
“十大典型人民调解案例 ”， 每件奖励
5000 元。

此前，该县已出台《关于健全完善矛
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的通知》《双峰

县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工作实施办法 》
等文件。记者在《双峰县人民调解以奖代
投实施方案》中看到，该方案对人民调解
案件卷宗进行查阅评定，根据纠纷性质、
难易程度、标的额大小和案卷质量，每起
案件给予 100 元—800 元的补助。

据统计，2014 年以来，该县累计发放
奖励补助 250 余万元， 人民调解员预防
化解矛盾纠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以极
大提高。

在双峰， 人民调解工作被纳入全县
绩效、平安建设、法治政府建设 3 项考核
内容。

对于向上级人民调解委会员提交的
矛盾纠纷， 原则上在限定时间内由本级
调委会调解 3 次以上未调解成功， 才可
提交。

在奖惩结合的科学机制下， 全县各
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呈现出一片你追我
赶、不甘落后的态势。 “有事先和调委会
说” 已然成为双峰百姓遇到问题时第一
个从脑海中跳出来的想法。

信“法”不信“访”
———双峰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人民调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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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子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就一起土地权属纠纷案件进行现场测量。

将法治精神植根群众心中
做好工作，关键在人，而思维决定

效果。 时至今日，双峰县杏子铺事件
的教训仍深深扎在每个人心中。

“人民调解在预防化解社会矛盾
中处于‘第一道防线’，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矛盾纠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向
永华表示，任何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均能产生示范效应，只有在调解每一
例矛盾纠纷中，认真倾听当事人的心
声 ，合理解决其合法诉求 ，通过个案
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深深根植于群
众心中，才能真正做到让群众姓“法”
不信“访”。

“必须要吸收专业、热心的社会力
量，引入法律诉讼律师或基层法律工
作者参与。 ”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
的作用 ，不仅要压实基层责任 ，还需
要形成快速反应的机制，把小问题第
一时间解决在基层。

向永华介绍， 通过几年的不断摸
索与实践， 双峰县结合自身特色，走
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坚持以矛
盾化解为“第一责任”、村级组织为“第
一阵地”、人民群众为“第一力量”、法
治教育为 “第一武器”、 联调联动为
“第一机制”、考评激励为“第一抓手”
等“六个一”模式。

坚持和完善发展枫桥经验， 在全
县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司法行政
指导、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的人民调解工作新格局。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