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警、运管两部门联合开展教练车交通违法专项大检查。

零陵区妇联组织志愿者开展禁毒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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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零陵区:社会治理创新花开满园

突出全面全域
顶层设计抓谋划

该区明确区委书记唐烨为
平安建设第一责任人， 作为一
把手工程来抓， 多次召开专题
会议，就全面落实平安建设（社
会治理）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
多次召开区委政法工作会议 、
扫黑除恶工作会议、 平安创建
推进会等全区性会议。

在乡镇（街道）、各部门、各
单位，明确由主要领导负总责、
分管领导专门抓、 各类专干具
体落实， 将平安建设工作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常抓不懈，形成
了齐抓共管格局 。 该区先后 2
次开展督查督办， 对平安建设
工作开展不力、 工作措施落实
不到位的 15 个单位进行约谈 ，
对工作被动、成效较差的 10 个
村 （社区 ）挂牌整治 ，确保了各
项工作措施有效落实。

区委、 区政府将各平安建
设责任单位落实领导责任制的
情况纳入年终考核， 建立与绩
效指标考核、 与领导干部职务
晋升、 与评优评先工作 “三挂
钩”的奖惩激励机制。 全面明确
综治、平安建设成员单位、责任
单位具体奖罚措施， 实行重奖
重罚，年终考核兑现。 对问题突
出的单位 ，通过通报 、约谈 、挂
牌督办等方式， 督促其限期整
改， 并作为单位评先评优和领
导干部评先受奖、 晋职晋级的
重要依据。

突出化解矛盾
强化措施抓落实

全面推行网格 、村 （社区 ）、
乡镇（街道）和职能部门三级矛
盾纠纷调处机制， 每月定期组
织逐村、逐组、逐户开展矛盾纠
纷排查工作。 强化“五老”调解，
健全完善侵权案件、 婚姻家庭
等各类行业性、 专业性调解组
织，建设了蒋冬林工作室、李谋
德警务室、陈萍调解工作室、拓
宇接访工作室、 王焕进人民调
解室等特色工作室。 在 16 个乡
镇均建立了诉源治理工作站 ，
推动矛盾纠纷的排查和多元化
解，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今
年以来， 全区共调处纠纷 2215
件，成功率 99.14%。

菱角塘镇永连村的唐某民
在新建自家房屋时， 同组邻居
唐某兵认为唐某民新建房屋所
挖地基阻拦了自己家的出行 ，

双方为此发生口角， 且矛盾有
激化的倾向。 村委会请来同村
“五老 ” 调解员肖某华进行调
解。 肖某华听取了双方意见，本
着邻里和睦的处事原则， 耐心
给双方讲解了《民法总则》第八
十三条。 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唐
某民愿意把地基向后退移 1.2
米， 唐某兵也不再阻止唐某民
建房。

继续强化情报信息工作也
是一项重点工作， 该区发动网
格员、村组干部、综治维稳专干
等力量收集上报情报信息 ，进
一步完善各项应急处置预案 ，
健全了应急指挥和联动处置机
制。 通过对 24 个重点领域的社

会安全稳定风险集中排查 ，共
排查出社会安全稳定风险 70
起，其中高风险 8 起、中风险 28
起 、低风险 27 起 ，各类社会安
全稳定风险总体属于稳定可控
状态。

突出治理创新
办点示范抓典型

永州是全国第一批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市州， 零陵
区作为全市唯一的社会治理创
新试点县区， 成立了区委主要
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 建立
起党政主导、部门主责、基层主

抓的工作格局。 区委、区政府 5
次专题研究试点工作， 主要领
导 7 次现场办公、调度落实。 围
绕 “共治共建共享 ”目标 ，确定
了治理体系现代化、 工作布局
现代化、 治理方式现代化 3 大
板块任务，细化为 17 项重点任
务、41 个分解任务。

此外 ， 综合考虑经济 、职
能 、地域 、基础后 ，确定永州市
公安局零陵分局、七里店社区、
永连村、 桃江安置小区等 9 个
试点单位， 力求探索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市域治理
经验。

“分两年推进，今年全面启
动 、补齐短板 ，明年基本达标 、
形成经验。 ” 一名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小组成员总结道。

该区创新实施 “137”工程 ，
即：即党建引领，实施“党建+社
会治理 ”， 把党支部建在网格
上、把党小组建在楼栋上，实现
党建网、 治理网两网合一 。 以
“党务村务民主协商监督月例
会”为平台，解决基层治理不够
民主的问题 ；以 “网格化管理 ”
为手段，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以“枫桥经验”治
理为蓝本， 解决群防群治和村
民自治不充分的问题。

开好一个例会 ， 即党务村
务民主协商监督月例会； 织好
一张网格，即网格服务管理；搭
好一个平台 ，即村 （社区 ）综合
服务平台；管好一个中心，即综
治中心 ；用好一张图谱 ，即 “四
色 ”警示图谱 ；建好一个机制 ，
即治安联防联控机制； 做好一
个结合，即与创建工作相结合。

据统计，截至目前 ，全区涉
纪信访总量、扶贫领域信访、越

级信访量上半年同比分别下降
47.3%、63.3%、77.6%， 交办整改
问题 6 类 820 余个 ， 调解各类
纠纷 3300 余起。

突出严打整治
重拳出击抓打击

零陵区对准打击焦点 ，开
展类案攻坚，推进多打联动，持
续深入开展严打整治行动 ，对
恐爆枪 、盗抢骗 、黄赌毒 、网络
电信诈骗等突出犯罪行为开展
集中打击。 全区共立刑事案件
1237 起，刑拘 486 人，治安拘留
560 人 ， 发 案 率 比 去 年 下 降
1.7%，故意杀人案 1 起，2009 年
以来命案全破。 追逃 34 人。 全
区社会治安持续稳定。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 零陵区扫黑办累计收集相
关线索 433 条 ， 已核实 423 条
（中央 、 省 、 市交办线索均办
结）。全区打掉涉黑涉恶团伙 12
个 ， 其中涉黑社会性质组织 2
个、涉恶团伙 10 个 ，判决 12 个
团伙 138 人 ， 其中判处 5 年以
上有期徒刑 70 人，立案查处涉
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 ”问题 5
件，处理干部 5 人。

该区将拳头对准行业专项
整治， 强化对寄递安检服务中
心的管理， 不定期组织各成员
单位对全区的寄递企业安全生
产隐患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多
部门联合执法， 下发整改通知
书责令整改 32 家 ， 稽查车辆
539 台，查处违法违规经营案件
10 起，已全部整改到位。

今年以来， 零陵区共开展
了 4 次校园周边环境整治 ，共
检 查 校 园 周 边 经 营 业 户 217
家， 劝离学校及周边食品流动
摊贩 592 起 ， 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 86 处。

狠抓护路护线工作， 组织
铁路、 高速公路沿线乡镇 （街
道）、各成员单位开展了安全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共
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76 处 ，连续
多年保持全区铁路案（事）件零
发生。

同时，全区 “七五”普法工
作扎实开展，大力推行“谁执法
谁普法”和以案释法活动，形成
双管齐下局面。 截至目前，开展
政法综治维稳各类宣传活动共
发放宣传资料 50 万份 ，在乡镇
人口聚集地开展大型普法宣传
活动 10 场次、国安反邪教宣传
2 次，开展法治讲座 16 场次，接
受群众咨询 5000 多人次。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廖悠悠 通讯员 周耀军 何裕明 唐荣润

今年以来，零陵区作为永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县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坚持党建引领、城乡联动，着力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以社会治理创新为双轮驱动，深入推进平安建设各项工作，确保了社会政治大局持续稳定，平安零陵建
设成效显著，各项工作基本实现预期目标，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县区，列为全市唯一的社会治理创新试
点县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