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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五老”队伍调和邻里小事

基于乡土文化等因素， 农村矛盾纠
纷大多是“家务事”，往往起因简单，但所
涉及的人际关系复杂， 如果没有得到及
时圆满解决 ，矛盾很容易激化 、升级 ，如
何处理好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考验着
基层治理智慧。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次多亏了
‘五老’调解员胡昌玩帮我解决了难题。 ”
谈起“五老”调解队伍，南津渡街道香零
山村村民蒋带某赞不绝口。

今年 4 月， 香零山村村民胡某某因
搭建鸡圈侵占了部分蒋带某家老宅基
地，两家矛盾因此引起。 村委会得知后，
第一时间找来“五老”调解员胡昌玩前往
调解。

确认胡某某侵占了蒋带某家老宅基
地后， 胡昌玩与村委会人员多次上门做
胡某某的思想工作，通过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明之以法 ，苦口婆心劝说调解 ，最
终胡某某同意拆除自家鸡圈， 归还蒋带
某的老宅基地，一场邻里纠纷迎刃而解。

“在农村发生矛盾纠纷了，邻居是最
有可能第一个获悉情况的人。 ”零陵区司
法局工会主席秦文献介绍， 针对基层矛
盾纠纷的特点 ，区里聘请了一批 “五老 ”
人员担任村义务调解员，即老干部、老党
员、老教师、老组长、热心老人，他们因离
得近、喊得应 、谈得拢 、信得过的有利条
件， 在村里有一定威望， 大家都信任他
们，乐意找他们调解纠纷。

据悉， 零陵区所有村和社区均建立
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近 2000 名“五老”人
员参与到调解委员会当中， 通过集中业
务培训已全额上岗。 今年上半年， 全区
“五老” 人员参与矛盾纠纷调处 2100 余
起，化解 2022 起，调处成功率 96%以上。

构建服务站点解决百姓诉求

“本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司法所，
没想到仅几天时间， 他们就将我们的做
工欠款全部要回来了。 ”8 月 3 日，富家
桥司法所长柳明政等人和“五老”维权志
愿者， 成功调处了张某春与某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的薪资纠纷，为张某春、黄
某君等 20 余名农民工拿回薪酬 31 余万
元。

这是零陵区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点）帮助农民工讨薪的一个缩影。 今
年 5 月 1 日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正式实施，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与
社会和谐稳定，区司法局组织律师、基层
法律工作者、法律服务和普法志愿者，开
展了一轮对区内企业及务工人员的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 同时，组织区内各级各类
调解组织进行欠薪纠纷大排查， 为农民
工讨薪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简化受
理程序，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方便、快捷的
法律服务。

今年以来，零陵区共为 46 名农民工
讨薪提供了法律援助， 共追回薪酬超过
80 万元。

作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
典型，该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点 ）集
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等多职能
于一体，依托司法所和村级服务平台，覆
盖了全区 16 个乡镇 （街道 ）和 334 个村
（社区）， 构建起法律服务辐射 “半小时
圈”，切实解决群众的法律需求。

“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努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体系， 是开展
平安建设工作的基础。 ”区司法局党组书
记、局长罗盼生介绍。

拓宽调解领域精准解纷

哪里有群众， 哪里需要调解组织发
挥作用，调解组织就建在哪里。

在多元解纷机制建设过程中， 零陵
区紧紧抓住婚姻家事和妇女儿童权益保
护纠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金融借
款纠纷等重点领域， 发挥相关职能部门
作用，打造专业性 、行业性调解组织 ，以
实现专业领域内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

2019 年 9 月，母亲重病 、孩子年幼 、
妻子不愿回家的生活现状使秦某几经崩
溃，走进婚姻调解室时，直言要自杀。

“我想要一个和美的家庭，我不想离
婚。 ”一场特殊的“下棋”体验后，秦某吐
露心声，调解师黄桂云找准问题所在，加
强对其心理辅导，劝导其卸下心理包袱，
利用一切机会重新引导其树立生活信
心。

“以心理疗法对当事人婚姻矛盾进
行调解，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很多人都
是吵着闹着哭着进来， 最后笑着离开调
解室。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负责人黄桂
云介绍，KSS 家棋由 64 枚具有中国元素
结构的阴阳棋子和带有太极八卦方位的

棋盘构成，通过观察来访人移动，排列棋
子， 可以快速精准地抓住问题与困惑的
核心，私密性强，能及时疏导和排解来访
者的心理困惑。

该婚调室 2019 年 2 月 11 日运营以
来，共调解婚姻矛盾纠纷 260 余起。 零陵
区妇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项目———家庭
棋乐融融项目被省妇联评为 2020 年度
“巾帼暖人心”维权创新项目。

截至目前，零陵区共建立行业性、专
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7 个， 配备调解人员
116 名，每年调解婚姻家事、交通事故、劳
动人事争议等案件近 400 件。

落实诉源治理减轻诉讼成本

9 月 25 日， 随着零陵区大庆坪乡诉
源治理工作站挂牌成立， 区法院实现了
诉源治理工作站对辖区 16 个乡镇、街道
的全覆盖。

“法院的都在这了，我对这个协议没
意见！ ”石岩头镇杏木元村村民唐解成愉
快地签了补偿协议。

今年 8 月， 杏木元村因村里修通村
公路占用唐解成的耕地， 补偿问题没谈
拢请村里调解委员会调解。 在区法院驻
村帮扶队员龙智林法官指导下， 唐解成
和村里达成补偿协议，领取了补偿款。

龙智林既是驻村帮扶队员， 也是该
镇诉源治理工作站的联系指导法官 ，负
责指导镇人民调解组织开展矛盾纠纷调
处。

今年以来， 区法院大力推进 “一站
式” 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向基
层延伸，出台了《关于加强一站式多元解
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联系乡镇 (街道)
实施意见 》，11 名院领导 、26 名员额法
官、32 名法官助理 、38 名书记员组成 16
个多元解纷工作团队，在全区所有乡镇、
街道设立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联络

点。
今年 8 月， 该院将各地多元解纷工

作联络点升级为诉源治理工作站， 进一
步拓展工作职能，加强与辖区派出所、村
组 “五老 ”、社区网格以及其他相关职能
部门的工作协同， 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化
解不上交。

区法院的陈萍调解工作室远近闻
名，这支以陈萍为主的 33 名高素质特邀
专职调解员队伍， 负责对法院立案庭分
流的案件开展诉前调解， 或者接受审判
部门委托开展调解工作。 “最忙的时候一
个上午就有十多起，连饭都顾不上吃，能
为大家解决问题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陈
萍说。

目前， 区法院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
核心理念和点面结合、分层递进、全域覆
盖的工作思路，形成了以 16 个诉源治理
工作站、10 个行业调解组织和 4 个诉前
调解工作室为核心的诉源治理网络体
系。 截至目前，各工作站、调解组织和调
解室共诉前调解案件 1831 件，司法确认
527 件；一审民事行政诉讼立案 4227 件，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8.99%。

践行枫桥经验百姓事解心宽

为全方位、无死角为民解惑，提高为
民服务质量，零陵在全区 17 个社区全面
推行“1+N”组团式服务工作，将公安、城
管、环卫等 22 个职能部门 300 多名工作
人员下沉到社区 、网格，第一时间发现 、
解决问题。

今年 4 月 4 日， 日升小区 4 栋栋长
彭秀芝反映 4 栋前面土地出现开裂 ，接
报后，网格员、日升社区综治站长和安监
站、派出所 、城管、住建等部门工作人员
立即赶到现场实地勘察，查明原因，迅速
开会协调处理， 组织人力连夜将开裂的
地方围填好， 并对附近围墙进行重新加
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今年以来， 该区网格管理员巡查上
报各类问题事件达 7 万多件， 通过网格
管理员自处和 “1+N”组团式服务处置 ，
成功处置率达到 98%以上。

针对一些缠访、 重复访、 无理访现
象 ，零陵区积极推行 “3+X”信访听证模
式。 “3”就是 3 个常数，即 :乡镇（街道）、
社区 ，“两代表一委员 ”，律师 ；“X”系变
数，即：信访人及其家属 ，涉访相关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和包案工作人员， 信访人
所在村（社区）组干部等。

今年来， 该区累计召开信访听证会
30 余场次 ，参加听证的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律师、新闻媒体工作者 、职能部门
工作人员、相关当事人等达 600 余人次，
当场化解 8 件信访积案。

零陵区大力践行枫桥经验， 信访工
作水平跃上新台阶，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持续上升， 其工作微视频 《湖南零
陵 :最多访一次 ，让群众事解心宽 》被推
荐到国家信访局官微。

多元解纷跑出平安“加速度”
———着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零陵实践③

杨友林 李思祁 何裕明

近年来，永州市零陵区以化解矛盾纠纷为出发点和着眼点，积极构建多渠道便捷化矛盾预防化解网
络和多层次阶梯式纠纷解决体系，闯出了一条新路子，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水平。

零陵区法院陈萍调解室。

组建“五老”队伍调和邻里小事

基于乡土文化等因素， 农村矛盾纠
纷大多是“家务事”，往往起因简单，但所
涉及的人际关系复杂， 如果没有得到及
时圆满解决 ，矛盾很容易激化 、升级 ，如
何处理好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考验着
基层治理智慧。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次多亏了
‘五老’调解员胡昌玩帮我解决了难题。 ”
谈起“五老”调解队伍，南津渡街道香零
山村村民蒋带某赞不绝口。

今年 4 月， 香零山村村民胡某某因
搭建鸡圈侵占了部分蒋带某家老宅基
地，两家矛盾因此引起。 村委会得知后，
第一时间找来“五老”调解员胡昌玩前往
调解。

确认胡某某侵占了蒋带某家老宅基
地后， 胡昌玩与村委会人员多次上门做
胡某某的思想工作，通过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明之以法 ，苦口婆心劝说调解 ，最
终胡某某同意拆除自家鸡圈， 归还蒋带
某的老宅基地，一场邻里纠纷迎刃而解。

“在农村发生矛盾纠纷了，邻居是最
有可能第一个获悉情况的人。 ”零陵区司
法局工会主席秦文献介绍， 针对基层矛
盾纠纷的特点 ，区里聘请了一批 “五老 ”
人员担任村义务调解员，即老干部、老党
员、老教师、老组长、热心老人，他们因离
得近、喊得应 、谈得拢 、信得过的有利条
件， 在村里有一定威望， 大家都信任他
们，乐意找他们调解纠纷。

据悉， 零陵区所有村和社区均建立
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近 2000 名“五老”人
员参与到调解委员会当中， 通过集中业
务培训已全额上岗。 今年上半年， 全区
“五老” 人员参与矛盾纠纷调处 2100 余
起，化解 2022 起，调处成功率 96%以上。

构建服务站点解决百姓诉求

“本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司法所，
没想到仅几天时间， 他们就将我们的做
工欠款全部要回来了。 ”8 月 3 日，富家
桥司法所长柳明政等人和“五老”维权志
愿者， 成功调处了张某春与某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的薪资纠纷，为张某春、黄
某君等 20 余名农民工拿回薪酬 31 余万
元。

这是零陵区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点）帮助农民工讨薪的一个缩影。 今
年 5 月 1 日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正式实施，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与
社会和谐稳定，区司法局组织律师、基层
法律工作者、法律服务和普法志愿者，开
展了一轮对区内企业及务工人员的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 同时，组织区内各级各类
调解组织进行欠薪纠纷大排查， 为农民
工讨薪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简化受
理程序，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方便、快捷的
法律服务。

今年以来，零陵区共为 46 名农民工
讨薪提供了法律援助， 共追回薪酬超过
80 万元。

作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
典型，该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点 ）集
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等多职能
于一体，依托司法所和村级服务平台，覆
盖了全区 16 个乡镇 （街道 ）和 334 个村
（社区）， 构建起法律服务辐射 “半小时
圈”，切实解决群众的法律需求。

“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努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体系， 是开展
平安建设工作的基础。 ”区司法局党组书
记、局长罗盼生介绍。

拓宽调解领域精准解纷

哪里有群众， 哪里需要调解组织发
挥作用，调解组织就建在哪里。

在多元解纷机制建设过程中， 零陵
区紧紧抓住婚姻家事和妇女儿童权益保
护纠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金融借
款纠纷等重点领域， 发挥相关职能部门
作用，打造专业性 、行业性调解组织 ，以
实现专业领域内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

2019 年 9 月，母亲重病 、孩子年幼 、
妻子不愿回家的生活现状使秦某几经崩
溃，走进婚姻调解室时，直言要自杀。

“我想要一个和美的家庭，我不想离
婚。 ”一场特殊的“下棋”体验后，秦某吐
露心声，调解师黄桂云找准问题所在，加
强对其心理辅导，劝导其卸下心理包袱，
利用一切机会重新引导其树立生活信
心。

“以心理疗法对当事人婚姻矛盾进
行调解，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很多人都
是吵着闹着哭着进来， 最后笑着离开调
解室。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负责人黄桂
云介绍，KSS 家棋由 64 枚具有中国元素
结构的阴阳棋子和带有太极八卦方位的

棋盘构成，通过观察来访人移动，排列棋
子， 可以快速精准地抓住问题与困惑的
核心，私密性强，能及时疏导和排解来访
者的心理困惑。

该婚调室 2019 年 2 月 11 日运营以
来，共调解婚姻矛盾纠纷 260 余起。 零陵
区妇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项目———家庭
棋乐融融项目被省妇联评为 2020 年度
“巾帼暖人心”维权创新项目。

截至目前，零陵区共建立行业性、专
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7 个， 配备调解人员
116 名，每年调解婚姻家事、交通事故、劳
动人事争议等案件近 400 件。

落实诉源治理减轻诉讼成本

9 月 25 日， 随着零陵区大庆坪乡诉
源治理工作站挂牌成立， 区法院实现了
诉源治理工作站对辖区 16 个乡镇、街道
的全覆盖。

“法院的都在这了，我对这个协议没
意见！ ”石岩头镇杏木元村村民唐解成愉
快地签了补偿协议。

今年 8 月， 杏木元村因村里修通村
公路占用唐解成的耕地， 补偿问题没谈
拢请村里调解委员会调解。 在区法院驻
村帮扶队员龙智林法官指导下， 唐解成
和村里达成补偿协议，领取了补偿款。

龙智林既是驻村帮扶队员， 也是该
镇诉源治理工作站的联系指导法官 ，负
责指导镇人民调解组织开展矛盾纠纷调
处。

今年以来， 区法院大力推进 “一站
式” 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向基
层延伸，出台了《关于加强一站式多元解
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联系乡镇 (街道)
实施意见 》，11 名院领导 、26 名员额法
官、32 名法官助理 、38 名书记员组成 16
个多元解纷工作团队，在全区所有乡镇、
街道设立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联络

点。
今年 8 月， 该院将各地多元解纷工

作联络点升级为诉源治理工作站， 进一
步拓展工作职能，加强与辖区派出所、村
组 “五老 ”、社区网格以及其他相关职能
部门的工作协同， 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化
解不上交。

区法院的陈萍调解工作室远近闻
名，这支以陈萍为主的 33 名高素质特邀
专职调解员队伍， 负责对法院立案庭分
流的案件开展诉前调解， 或者接受审判
部门委托开展调解工作。 “最忙的时候一
个上午就有十多起，连饭都顾不上吃，能
为大家解决问题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陈
萍说。

目前， 区法院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
核心理念和点面结合、分层递进、全域覆
盖的工作思路，形成了以 16 个诉源治理
工作站、10 个行业调解组织和 4 个诉前
调解工作室为核心的诉源治理网络体
系。 截至目前，各工作站、调解组织和调
解室共诉前调解案件 1831 件，司法确认
527 件；一审民事行政诉讼立案 4227 件，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8.99%。

践行枫桥经验百姓事解心宽

为全方位、无死角为民解惑，提高为
民服务质量，零陵在全区 17 个社区全面
推行“1+N”组团式服务工作，将公安、城
管、环卫等 22 个职能部门 300 多名工作
人员下沉到社区 、网格，第一时间发现 、
解决问题。

今年 4 月 4 日， 日升小区 4 栋栋长
彭秀芝反映 4 栋前面土地出现开裂 ，接
报后，网格员、日升社区综治站长和安监
站、派出所 、城管、住建等部门工作人员
立即赶到现场实地勘察，查明原因，迅速
开会协调处理， 组织人力连夜将开裂的
地方围填好， 并对附近围墙进行重新加
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今年以来， 该区网格管理员巡查上
报各类问题事件达 7 万多件， 通过网格
管理员自处和 “1+N”组团式服务处置 ，
成功处置率达到 98%以上。

针对一些缠访、 重复访、 无理访现
象 ，零陵区积极推行 “3+X”信访听证模
式。 “3”就是 3 个常数，即 :乡镇（街道）、
社区 ，“两代表一委员 ”，律师 ；“X”系变
数，即：信访人及其家属 ，涉访相关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和包案工作人员， 信访人
所在村（社区）组干部等。

今年来， 该区累计召开信访听证会
30 余场次 ，参加听证的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律师、新闻媒体工作者 、职能部门
工作人员、相关当事人等达 600 余人次，
当场化解 8 件信访积案。

零陵区大力践行枫桥经验， 信访工
作水平跃上新台阶，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持续上升， 其工作微视频 《湖南零
陵 :最多访一次 ，让群众事解心宽 》被推
荐到国家信访局官微。

组建“五老”队伍调和邻里小事

基于乡土文化等因素， 农村矛盾纠
纷大多是“家务事”，往往起因简单，但所
涉及的人际关系复杂， 如果没有得到及
时圆满解决 ，矛盾很容易激化 、升级 ，如
何处理好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考验着
基层治理智慧。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次多亏了
‘五老’调解员胡昌玩帮我解决了难题。 ”
谈起“五老”调解队伍，南津渡街道香零
山村村民蒋带某赞不绝口。

今年 4 月， 香零山村村民胡某某因
搭建鸡圈侵占了部分蒋带某家老宅基
地，两家矛盾因此引起。 村委会得知后，
第一时间找来“五老”调解员胡昌玩前往
调解。

确认胡某某侵占了蒋带某家老宅基
地后， 胡昌玩与村委会人员多次上门做
胡某某的思想工作，通过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明之以法 ，苦口婆心劝说调解 ，最
终胡某某同意拆除自家鸡圈， 归还蒋带
某的老宅基地，一场邻里纠纷迎刃而解。

“在农村发生矛盾纠纷了，邻居是最
有可能第一个获悉情况的人。 ”零陵区司
法局工会主席秦文献介绍， 针对基层矛
盾纠纷的特点 ，区里聘请了一批 “五老 ”
人员担任村义务调解员，即老干部、老党
员、老教师、老组长、热心老人，他们因离
得近、喊得应 、谈得拢 、信得过的有利条
件， 在村里有一定威望， 大家都信任他
们，乐意找他们调解纠纷。

据悉， 零陵区所有村和社区均建立
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近 2000 名“五老”人
员参与到调解委员会当中， 通过集中业
务培训已全额上岗。 今年上半年， 全区
“五老” 人员参与矛盾纠纷调处 2100 余
起，化解 2022 起，调处成功率 96%以上。

构建服务站点解决百姓诉求

“本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司法所，
没想到仅几天时间， 他们就将我们的做
工欠款全部要回来了。 ”8 月 3 日，富家
桥司法所长柳明政等人和“五老”维权志
愿者， 成功调处了张某春与某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的薪资纠纷，为张某春、黄
某君等 20 余名农民工拿回薪酬 31 余万
元。

这是零陵区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点）帮助农民工讨薪的一个缩影。 今
年 5 月 1 日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正式实施，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与
社会和谐稳定，区司法局组织律师、基层
法律工作者、法律服务和普法志愿者，开
展了一轮对区内企业及务工人员的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 同时，组织区内各级各类
调解组织进行欠薪纠纷大排查， 为农民
工讨薪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简化受
理程序，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方便、快捷的
法律服务。

今年以来，零陵区共为 46 名农民工
讨薪提供了法律援助， 共追回薪酬超过
80 万元。

作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
典型，该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点 ）集
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等多职能
于一体，依托司法所和村级服务平台，覆
盖了全区 16 个乡镇 （街道 ）和 334 个村
（社区）， 构建起法律服务辐射 “半小时
圈”，切实解决群众的法律需求。

“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努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体系， 是开展
平安建设工作的基础。 ”区司法局党组书
记、局长罗盼生介绍。

拓宽调解领域精准解纷

哪里有群众， 哪里需要调解组织发
挥作用，调解组织就建在哪里。

在多元解纷机制建设过程中， 零陵
区紧紧抓住婚姻家事和妇女儿童权益保
护纠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金融借
款纠纷等重点领域， 发挥相关职能部门
作用，打造专业性 、行业性调解组织 ，以
实现专业领域内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

2019 年 9 月，母亲重病 、孩子年幼 、
妻子不愿回家的生活现状使秦某几经崩
溃，走进婚姻调解室时，直言要自杀。

“我想要一个和美的家庭，我不想离
婚。 ”一场特殊的“下棋”体验后，秦某吐
露心声，调解师黄桂云找准问题所在，加
强对其心理辅导，劝导其卸下心理包袱，
利用一切机会重新引导其树立生活信
心。

“以心理疗法对当事人婚姻矛盾进
行调解，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很多人都
是吵着闹着哭着进来， 最后笑着离开调
解室。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负责人黄桂
云介绍，KSS 家棋由 64 枚具有中国元素
结构的阴阳棋子和带有太极八卦方位的

棋盘构成，通过观察来访人移动，排列棋
子， 可以快速精准地抓住问题与困惑的
核心，私密性强，能及时疏导和排解来访
者的心理困惑。

该婚调室 2019 年 2 月 11 日运营以
来，共调解婚姻矛盾纠纷 260 余起。 零陵
区妇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项目———家庭
棋乐融融项目被省妇联评为 2020 年度
“巾帼暖人心”维权创新项目。

截至目前，零陵区共建立行业性、专
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7 个， 配备调解人员
116 名，每年调解婚姻家事、交通事故、劳
动人事争议等案件近 400 件。

落实诉源治理减轻诉讼成本

9 月 25 日， 随着零陵区大庆坪乡诉
源治理工作站挂牌成立， 区法院实现了
诉源治理工作站对辖区 16 个乡镇、街道
的全覆盖。

“法院的都在这了，我对这个协议没
意见！ ”石岩头镇杏木元村村民唐解成愉
快地签了补偿协议。

今年 8 月， 杏木元村因村里修通村
公路占用唐解成的耕地， 补偿问题没谈
拢请村里调解委员会调解。 在区法院驻
村帮扶队员龙智林法官指导下， 唐解成
和村里达成补偿协议，领取了补偿款。

龙智林既是驻村帮扶队员， 也是该
镇诉源治理工作站的联系指导法官 ，负
责指导镇人民调解组织开展矛盾纠纷调
处。

今年以来， 区法院大力推进 “一站
式” 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向基
层延伸，出台了《关于加强一站式多元解
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联系乡镇 (街道)
实施意见 》，11 名院领导 、26 名员额法
官、32 名法官助理 、38 名书记员组成 16
个多元解纷工作团队，在全区所有乡镇、
街道设立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联络

点。
今年 8 月， 该院将各地多元解纷工

作联络点升级为诉源治理工作站， 进一
步拓展工作职能，加强与辖区派出所、村
组 “五老 ”、社区网格以及其他相关职能
部门的工作协同， 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化
解不上交。

区法院的陈萍调解工作室远近闻
名，这支以陈萍为主的 33 名高素质特邀
专职调解员队伍， 负责对法院立案庭分
流的案件开展诉前调解， 或者接受审判
部门委托开展调解工作。 “最忙的时候一
个上午就有十多起，连饭都顾不上吃，能
为大家解决问题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陈
萍说。

目前， 区法院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
核心理念和点面结合、分层递进、全域覆
盖的工作思路，形成了以 16 个诉源治理
工作站、10 个行业调解组织和 4 个诉前
调解工作室为核心的诉源治理网络体
系。 截至目前，各工作站、调解组织和调
解室共诉前调解案件 1831 件，司法确认
527 件；一审民事行政诉讼立案 4227 件，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8.99%。

践行枫桥经验百姓事解心宽

为全方位、无死角为民解惑，提高为
民服务质量，零陵在全区 17 个社区全面
推行“1+N”组团式服务工作，将公安、城
管、环卫等 22 个职能部门 300 多名工作
人员下沉到社区 、网格，第一时间发现 、
解决问题。

今年 4 月 4 日， 日升小区 4 栋栋长
彭秀芝反映 4 栋前面土地出现开裂 ，接
报后，网格员、日升社区综治站长和安监
站、派出所 、城管、住建等部门工作人员
立即赶到现场实地勘察，查明原因，迅速
开会协调处理， 组织人力连夜将开裂的
地方围填好， 并对附近围墙进行重新加
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今年以来， 该区网格管理员巡查上
报各类问题事件达 7 万多件， 通过网格
管理员自处和 “1+N”组团式服务处置 ，
成功处置率达到 98%以上。

针对一些缠访、 重复访、 无理访现
象 ，零陵区积极推行 “3+X”信访听证模
式。 “3”就是 3 个常数，即 :乡镇（街道）、
社区 ，“两代表一委员 ”，律师 ；“X”系变
数，即：信访人及其家属 ，涉访相关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和包案工作人员， 信访人
所在村（社区）组干部等。

今年来， 该区累计召开信访听证会
30 余场次 ，参加听证的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律师、新闻媒体工作者 、职能部门
工作人员、相关当事人等达 600 余人次，
当场化解 8 件信访积案。

零陵区大力践行枫桥经验， 信访工
作水平跃上新台阶，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持续上升， 其工作微视频 《湖南零
陵 :最多访一次 ，让群众事解心宽 》被推
荐到国家信访局官微。

组建“五老”队伍调和邻里小事

基于乡土文化等因素， 农村矛盾纠
纷大多是“家务事”，往往起因简单，但所
涉及的人际关系复杂， 如果没有得到及
时圆满解决 ，矛盾很容易激化 、升级 ，如
何处理好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考验着
基层治理智慧。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次多亏了
‘五老’调解员胡昌玩帮我解决了难题。 ”
谈起“五老”调解队伍，南津渡街道香零
山村村民蒋带某赞不绝口。

今年 4 月， 香零山村村民胡某某因
搭建鸡圈侵占了部分蒋带某家老宅基
地，两家矛盾因此引起。 村委会得知后，
第一时间找来“五老”调解员胡昌玩前往
调解。

确认胡某某侵占了蒋带某家老宅基
地后， 胡昌玩与村委会人员多次上门做
胡某某的思想工作，通过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明之以法 ，苦口婆心劝说调解 ，最
终胡某某同意拆除自家鸡圈， 归还蒋带
某的老宅基地，一场邻里纠纷迎刃而解。

“在农村发生矛盾纠纷了，邻居是最
有可能第一个获悉情况的人。 ”零陵区司
法局工会主席秦文献介绍， 针对基层矛
盾纠纷的特点 ，区里聘请了一批 “五老 ”
人员担任村义务调解员，即老干部、老党
员、老教师、老组长、热心老人，他们因离
得近、喊得应 、谈得拢 、信得过的有利条
件， 在村里有一定威望， 大家都信任他
们，乐意找他们调解纠纷。

据悉， 零陵区所有村和社区均建立
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近 2000 名“五老”人
员参与到调解委员会当中， 通过集中业
务培训已全额上岗。 今年上半年， 全区
“五老” 人员参与矛盾纠纷调处 2100 余
起，化解 2022 起，调处成功率 96%以上。

构建服务站点解决百姓诉求

“本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司法所，
没想到仅几天时间， 他们就将我们的做
工欠款全部要回来了。 ”8 月 3 日，富家
桥司法所长柳明政等人和“五老”维权志
愿者， 成功调处了张某春与某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的薪资纠纷，为张某春、黄
某君等 20 余名农民工拿回薪酬 31 余万
元。

这是零陵区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点）帮助农民工讨薪的一个缩影。 今
年 5 月 1 日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正式实施，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与
社会和谐稳定，区司法局组织律师、基层
法律工作者、法律服务和普法志愿者，开
展了一轮对区内企业及务工人员的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 同时，组织区内各级各类
调解组织进行欠薪纠纷大排查， 为农民
工讨薪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简化受
理程序，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方便、快捷的
法律服务。

今年以来，零陵区共为 46 名农民工
讨薪提供了法律援助， 共追回薪酬超过
80 万元。

作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
典型，该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点 ）集
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等多职能
于一体，依托司法所和村级服务平台，覆
盖了全区 16 个乡镇 （街道 ）和 334 个村
（社区）， 构建起法律服务辐射 “半小时
圈”，切实解决群众的法律需求。

“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努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体系， 是开展
平安建设工作的基础。 ”区司法局党组书
记、局长罗盼生介绍。

拓宽调解领域精准解纷

哪里有群众， 哪里需要调解组织发
挥作用，调解组织就建在哪里。

在多元解纷机制建设过程中， 零陵
区紧紧抓住婚姻家事和妇女儿童权益保
护纠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金融借
款纠纷等重点领域， 发挥相关职能部门
作用，打造专业性 、行业性调解组织 ，以
实现专业领域内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

2019 年 9 月，母亲重病 、孩子年幼 、
妻子不愿回家的生活现状使秦某几经崩
溃，走进婚姻调解室时，直言要自杀。

“我想要一个和美的家庭，我不想离
婚。 ”一场特殊的“下棋”体验后，秦某吐
露心声，调解师黄桂云找准问题所在，加
强对其心理辅导，劝导其卸下心理包袱，
利用一切机会重新引导其树立生活信
心。

“以心理疗法对当事人婚姻矛盾进
行调解，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很多人都
是吵着闹着哭着进来， 最后笑着离开调
解室。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负责人黄桂
云介绍，KSS 家棋由 64 枚具有中国元素
结构的阴阳棋子和带有太极八卦方位的

棋盘构成，通过观察来访人移动，排列棋
子， 可以快速精准地抓住问题与困惑的
核心，私密性强，能及时疏导和排解来访
者的心理困惑。

该婚调室 2019 年 2 月 11 日运营以
来，共调解婚姻矛盾纠纷 260 余起。 零陵
区妇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项目———家庭
棋乐融融项目被省妇联评为 2020 年度
“巾帼暖人心”维权创新项目。

截至目前，零陵区共建立行业性、专
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7 个， 配备调解人员
116 名，每年调解婚姻家事、交通事故、劳
动人事争议等案件近 400 件。

落实诉源治理减轻诉讼成本

9 月 25 日， 随着零陵区大庆坪乡诉
源治理工作站挂牌成立， 区法院实现了
诉源治理工作站对辖区 16 个乡镇、街道
的全覆盖。

“法院的都在这了，我对这个协议没
意见！ ”石岩头镇杏木元村村民唐解成愉
快地签了补偿协议。

今年 8 月， 杏木元村因村里修通村
公路占用唐解成的耕地， 补偿问题没谈
拢请村里调解委员会调解。 在区法院驻
村帮扶队员龙智林法官指导下， 唐解成
和村里达成补偿协议，领取了补偿款。

龙智林既是驻村帮扶队员， 也是该
镇诉源治理工作站的联系指导法官 ，负
责指导镇人民调解组织开展矛盾纠纷调
处。

今年以来， 区法院大力推进 “一站
式” 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向基
层延伸，出台了《关于加强一站式多元解
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联系乡镇 (街道)
实施意见 》，11 名院领导 、26 名员额法
官、32 名法官助理 、38 名书记员组成 16
个多元解纷工作团队，在全区所有乡镇、
街道设立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联络

点。
今年 8 月， 该院将各地多元解纷工

作联络点升级为诉源治理工作站， 进一
步拓展工作职能，加强与辖区派出所、村
组 “五老 ”、社区网格以及其他相关职能
部门的工作协同， 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化
解不上交。

区法院的陈萍调解工作室远近闻
名，这支以陈萍为主的 33 名高素质特邀
专职调解员队伍， 负责对法院立案庭分
流的案件开展诉前调解， 或者接受审判
部门委托开展调解工作。 “最忙的时候一
个上午就有十多起，连饭都顾不上吃，能
为大家解决问题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陈
萍说。

目前， 区法院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
核心理念和点面结合、分层递进、全域覆
盖的工作思路，形成了以 16 个诉源治理
工作站、10 个行业调解组织和 4 个诉前
调解工作室为核心的诉源治理网络体
系。 截至目前，各工作站、调解组织和调
解室共诉前调解案件 1831 件，司法确认
527 件；一审民事行政诉讼立案 4227 件，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8.99%。

践行枫桥经验百姓事解心宽

为全方位、无死角为民解惑，提高为
民服务质量，零陵在全区 17 个社区全面
推行“1+N”组团式服务工作，将公安、城
管、环卫等 22 个职能部门 300 多名工作
人员下沉到社区 、网格，第一时间发现 、
解决问题。

今年 4 月 4 日， 日升小区 4 栋栋长
彭秀芝反映 4 栋前面土地出现开裂 ，接
报后，网格员、日升社区综治站长和安监
站、派出所 、城管、住建等部门工作人员
立即赶到现场实地勘察，查明原因，迅速
开会协调处理， 组织人力连夜将开裂的
地方围填好， 并对附近围墙进行重新加
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今年以来， 该区网格管理员巡查上
报各类问题事件达 7 万多件， 通过网格
管理员自处和 “1+N”组团式服务处置 ，
成功处置率达到 98%以上。

针对一些缠访、 重复访、 无理访现
象 ，零陵区积极推行 “3+X”信访听证模
式。 “3”就是 3 个常数，即 :乡镇（街道）、
社区 ，“两代表一委员 ”，律师 ；“X”系变
数，即：信访人及其家属 ，涉访相关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和包案工作人员， 信访人
所在村（社区）组干部等。

今年来， 该区累计召开信访听证会
30 余场次 ，参加听证的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律师、新闻媒体工作者 、职能部门
工作人员、相关当事人等达 600 余人次，
当场化解 8 件信访积案。

零陵区大力践行枫桥经验， 信访工
作水平跃上新台阶，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持续上升， 其工作微视频 《湖南零
陵 :最多访一次 ，让群众事解心宽 》被推
荐到国家信访局官微。

组建“五老”队伍调和邻里小事

基于乡土文化等因素， 农村矛盾纠
纷大多是“家务事”，往往起因简单，但所
涉及的人际关系复杂， 如果没有得到及
时圆满解决 ，矛盾很容易激化 、升级 ，如
何处理好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考验着
基层治理智慧。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次多亏了
‘五老’调解员胡昌玩帮我解决了难题。 ”
谈起“五老”调解队伍，南津渡街道香零
山村村民蒋带某赞不绝口。

今年 4 月， 香零山村村民胡某某因
搭建鸡圈侵占了部分蒋带某家老宅基
地，两家矛盾因此引起。 村委会得知后，
第一时间找来“五老”调解员胡昌玩前往
调解。

确认胡某某侵占了蒋带某家老宅基
地后， 胡昌玩与村委会人员多次上门做
胡某某的思想工作，通过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明之以法 ，苦口婆心劝说调解 ，最
终胡某某同意拆除自家鸡圈， 归还蒋带
某的老宅基地，一场邻里纠纷迎刃而解。

“在农村发生矛盾纠纷了，邻居是最
有可能第一个获悉情况的人。 ”零陵区司
法局工会主席秦文献介绍， 针对基层矛
盾纠纷的特点 ，区里聘请了一批 “五老 ”
人员担任村义务调解员，即老干部、老党
员、老教师、老组长、热心老人，他们因离
得近、喊得应 、谈得拢 、信得过的有利条
件， 在村里有一定威望， 大家都信任他
们，乐意找他们调解纠纷。

据悉， 零陵区所有村和社区均建立
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近 2000 名“五老”人
员参与到调解委员会当中， 通过集中业
务培训已全额上岗。 今年上半年， 全区
“五老” 人员参与矛盾纠纷调处 2100 余
起，化解 2022 起，调处成功率 96%以上。

构建服务站点解决百姓诉求

“本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司法所，
没想到仅几天时间， 他们就将我们的做
工欠款全部要回来了。 ”8 月 3 日，富家
桥司法所长柳明政等人和“五老”维权志
愿者， 成功调处了张某春与某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的薪资纠纷，为张某春、黄
某君等 20 余名农民工拿回薪酬 31 余万
元。

这是零陵区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点）帮助农民工讨薪的一个缩影。 今
年 5 月 1 日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正式实施，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与
社会和谐稳定，区司法局组织律师、基层
法律工作者、法律服务和普法志愿者，开
展了一轮对区内企业及务工人员的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 同时，组织区内各级各类
调解组织进行欠薪纠纷大排查， 为农民
工讨薪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简化受
理程序，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方便、快捷的
法律服务。

今年以来，零陵区共为 46 名农民工
讨薪提供了法律援助， 共追回薪酬超过
80 万元。

作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
典型，该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点 ）集
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等多职能
于一体，依托司法所和村级服务平台，覆
盖了全区 16 个乡镇 （街道 ）和 334 个村
（社区）， 构建起法律服务辐射 “半小时
圈”，切实解决群众的法律需求。

“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努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体系， 是开展
平安建设工作的基础。 ”区司法局党组书
记、局长罗盼生介绍。

拓宽调解领域精准解纷

哪里有群众， 哪里需要调解组织发
挥作用，调解组织就建在哪里。

在多元解纷机制建设过程中， 零陵
区紧紧抓住婚姻家事和妇女儿童权益保
护纠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金融借
款纠纷等重点领域， 发挥相关职能部门
作用，打造专业性 、行业性调解组织 ，以
实现专业领域内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

2019 年 9 月，母亲重病 、孩子年幼 、
妻子不愿回家的生活现状使秦某几经崩
溃，走进婚姻调解室时，直言要自杀。

“我想要一个和美的家庭，我不想离
婚。 ”一场特殊的“下棋”体验后，秦某吐
露心声，调解师黄桂云找准问题所在，加
强对其心理辅导，劝导其卸下心理包袱，
利用一切机会重新引导其树立生活信
心。

“以心理疗法对当事人婚姻矛盾进
行调解，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很多人都
是吵着闹着哭着进来， 最后笑着离开调
解室。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负责人黄桂
云介绍，KSS 家棋由 64 枚具有中国元素
结构的阴阳棋子和带有太极八卦方位的

棋盘构成，通过观察来访人移动，排列棋
子， 可以快速精准地抓住问题与困惑的
核心，私密性强，能及时疏导和排解来访
者的心理困惑。

该婚调室 2019 年 2 月 11 日运营以
来，共调解婚姻矛盾纠纷 260 余起。 零陵
区妇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项目———家庭
棋乐融融项目被省妇联评为 2020 年度
“巾帼暖人心”维权创新项目。

截至目前，零陵区共建立行业性、专
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7 个， 配备调解人员
116 名，每年调解婚姻家事、交通事故、劳
动人事争议等案件近 400 件。

落实诉源治理减轻诉讼成本

9 月 25 日， 随着零陵区大庆坪乡诉
源治理工作站挂牌成立， 区法院实现了
诉源治理工作站对辖区 16 个乡镇、街道
的全覆盖。

“法院的都在这了，我对这个协议没
意见！ ”石岩头镇杏木元村村民唐解成愉
快地签了补偿协议。

今年 8 月， 杏木元村因村里修通村
公路占用唐解成的耕地， 补偿问题没谈
拢请村里调解委员会调解。 在区法院驻
村帮扶队员龙智林法官指导下， 唐解成
和村里达成补偿协议，领取了补偿款。

龙智林既是驻村帮扶队员， 也是该
镇诉源治理工作站的联系指导法官 ，负
责指导镇人民调解组织开展矛盾纠纷调
处。

今年以来， 区法院大力推进 “一站
式” 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向基
层延伸，出台了《关于加强一站式多元解
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联系乡镇 (街道)
实施意见 》，11 名院领导 、26 名员额法
官、32 名法官助理 、38 名书记员组成 16
个多元解纷工作团队，在全区所有乡镇、
街道设立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联络

点。
今年 8 月， 该院将各地多元解纷工

作联络点升级为诉源治理工作站， 进一
步拓展工作职能，加强与辖区派出所、村
组 “五老 ”、社区网格以及其他相关职能
部门的工作协同， 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化
解不上交。

区法院的陈萍调解工作室远近闻
名，这支以陈萍为主的 33 名高素质特邀
专职调解员队伍， 负责对法院立案庭分
流的案件开展诉前调解， 或者接受审判
部门委托开展调解工作。 “最忙的时候一
个上午就有十多起，连饭都顾不上吃，能
为大家解决问题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陈
萍说。

目前， 区法院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
核心理念和点面结合、分层递进、全域覆
盖的工作思路，形成了以 16 个诉源治理
工作站、10 个行业调解组织和 4 个诉前
调解工作室为核心的诉源治理网络体
系。 截至目前，各工作站、调解组织和调
解室共诉前调解案件 1831 件，司法确认
527 件；一审民事行政诉讼立案 4227 件，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8.99%。

践行枫桥经验百姓事解心宽

为全方位、无死角为民解惑，提高为
民服务质量，零陵在全区 17 个社区全面
推行“1+N”组团式服务工作，将公安、城
管、环卫等 22 个职能部门 300 多名工作
人员下沉到社区 、网格，第一时间发现 、
解决问题。

今年 4 月 4 日， 日升小区 4 栋栋长
彭秀芝反映 4 栋前面土地出现开裂 ，接
报后，网格员、日升社区综治站长和安监
站、派出所 、城管、住建等部门工作人员
立即赶到现场实地勘察，查明原因，迅速
开会协调处理， 组织人力连夜将开裂的
地方围填好， 并对附近围墙进行重新加
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今年以来， 该区网格管理员巡查上
报各类问题事件达 7 万多件， 通过网格
管理员自处和 “1+N”组团式服务处置 ，
成功处置率达到 98%以上。

针对一些缠访、 重复访、 无理访现
象 ，零陵区积极推行 “3+X”信访听证模
式。 “3”就是 3 个常数，即 :乡镇（街道）、
社区 ，“两代表一委员 ”，律师 ；“X”系变
数，即：信访人及其家属 ，涉访相关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和包案工作人员， 信访人
所在村（社区）组干部等。

今年来， 该区累计召开信访听证会
30 余场次 ，参加听证的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律师、新闻媒体工作者 、职能部门
工作人员、相关当事人等达 600 余人次，
当场化解 8 件信访积案。

零陵区大力践行枫桥经验， 信访工
作水平跃上新台阶，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持续上升， 其工作微视频 《湖南零
陵 :最多访一次 ，让群众事解心宽 》被推
荐到国家信访局官微。

组建“五老”队伍调和邻里小事

基于乡土文化等因素， 农村矛盾纠
纷大多是“家务事”，往往起因简单，但所
涉及的人际关系复杂， 如果没有得到及
时圆满解决 ，矛盾很容易激化 、升级 ，如
何处理好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考验着
基层治理智慧。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次多亏了
‘五老’调解员胡昌玩帮我解决了难题。 ”
谈起“五老”调解队伍，南津渡街道香零
山村村民蒋带某赞不绝口。

今年 4 月， 香零山村村民胡某某因
搭建鸡圈侵占了部分蒋带某家老宅基
地，两家矛盾因此引起。 村委会得知后，
第一时间找来“五老”调解员胡昌玩前往
调解。

确认胡某某侵占了蒋带某家老宅基
地后， 胡昌玩与村委会人员多次上门做
胡某某的思想工作，通过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明之以法 ，苦口婆心劝说调解 ，最
终胡某某同意拆除自家鸡圈， 归还蒋带
某的老宅基地，一场邻里纠纷迎刃而解。

“在农村发生矛盾纠纷了，邻居是最
有可能第一个获悉情况的人。 ”零陵区司
法局工会主席秦文献介绍， 针对基层矛
盾纠纷的特点 ，区里聘请了一批 “五老 ”
人员担任村义务调解员，即老干部、老党
员、老教师、老组长、热心老人，他们因离
得近、喊得应 、谈得拢 、信得过的有利条
件， 在村里有一定威望， 大家都信任他
们，乐意找他们调解纠纷。

据悉， 零陵区所有村和社区均建立
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近 2000 名“五老”人
员参与到调解委员会当中， 通过集中业
务培训已全额上岗。 今年上半年， 全区
“五老” 人员参与矛盾纠纷调处 2100 余
起，化解 2022 起，调处成功率 96%以上。

构建服务站点解决百姓诉求

“本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司法所，
没想到仅几天时间， 他们就将我们的做
工欠款全部要回来了。 ”8 月 3 日，富家
桥司法所长柳明政等人和“五老”维权志
愿者， 成功调处了张某春与某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的薪资纠纷，为张某春、黄
某君等 20 余名农民工拿回薪酬 31 余万
元。

这是零陵区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点）帮助农民工讨薪的一个缩影。 今
年 5 月 1 日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正式实施，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与
社会和谐稳定，区司法局组织律师、基层
法律工作者、法律服务和普法志愿者，开
展了一轮对区内企业及务工人员的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 同时，组织区内各级各类
调解组织进行欠薪纠纷大排查， 为农民
工讨薪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简化受
理程序，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方便、快捷的
法律服务。

今年以来，零陵区共为 46 名农民工
讨薪提供了法律援助， 共追回薪酬超过
80 万元。

作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
典型，该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点 ）集
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等多职能
于一体，依托司法所和村级服务平台，覆
盖了全区 16 个乡镇 （街道 ）和 334 个村
（社区）， 构建起法律服务辐射 “半小时
圈”，切实解决群众的法律需求。

“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努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体系， 是开展
平安建设工作的基础。 ”区司法局党组书
记、局长罗盼生介绍。

拓宽调解领域精准解纷

哪里有群众， 哪里需要调解组织发
挥作用，调解组织就建在哪里。

在多元解纷机制建设过程中， 零陵
区紧紧抓住婚姻家事和妇女儿童权益保
护纠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金融借
款纠纷等重点领域， 发挥相关职能部门
作用，打造专业性 、行业性调解组织 ，以
实现专业领域内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

2019 年 9 月，母亲重病 、孩子年幼 、
妻子不愿回家的生活现状使秦某几经崩
溃，走进婚姻调解室时，直言要自杀。

“我想要一个和美的家庭，我不想离
婚。 ”一场特殊的“下棋”体验后，秦某吐
露心声，调解师黄桂云找准问题所在，加
强对其心理辅导，劝导其卸下心理包袱，
利用一切机会重新引导其树立生活信
心。

“以心理疗法对当事人婚姻矛盾进
行调解，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很多人都
是吵着闹着哭着进来， 最后笑着离开调
解室。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负责人黄桂
云介绍，KSS 家棋由 64 枚具有中国元素
结构的阴阳棋子和带有太极八卦方位的

棋盘构成，通过观察来访人移动，排列棋
子， 可以快速精准地抓住问题与困惑的
核心，私密性强，能及时疏导和排解来访
者的心理困惑。

该婚调室 2019 年 2 月 11 日运营以
来，共调解婚姻矛盾纠纷 260 余起。 零陵
区妇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项目———家庭
棋乐融融项目被省妇联评为 2020 年度
“巾帼暖人心”维权创新项目。

截至目前，零陵区共建立行业性、专
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7 个， 配备调解人员
116 名，每年调解婚姻家事、交通事故、劳
动人事争议等案件近 400 件。

落实诉源治理减轻诉讼成本

9 月 25 日， 随着零陵区大庆坪乡诉
源治理工作站挂牌成立， 区法院实现了
诉源治理工作站对辖区 16 个乡镇、街道
的全覆盖。

“法院的都在这了，我对这个协议没
意见！ ”石岩头镇杏木元村村民唐解成愉
快地签了补偿协议。

今年 8 月， 杏木元村因村里修通村
公路占用唐解成的耕地， 补偿问题没谈
拢请村里调解委员会调解。 在区法院驻
村帮扶队员龙智林法官指导下， 唐解成
和村里达成补偿协议，领取了补偿款。

龙智林既是驻村帮扶队员， 也是该
镇诉源治理工作站的联系指导法官 ，负
责指导镇人民调解组织开展矛盾纠纷调
处。

今年以来， 区法院大力推进 “一站
式” 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向基
层延伸，出台了《关于加强一站式多元解
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联系乡镇 (街道)
实施意见 》，11 名院领导 、26 名员额法
官、32 名法官助理 、38 名书记员组成 16
个多元解纷工作团队，在全区所有乡镇、
街道设立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联络

点。
今年 8 月， 该院将各地多元解纷工

作联络点升级为诉源治理工作站， 进一
步拓展工作职能，加强与辖区派出所、村
组 “五老 ”、社区网格以及其他相关职能
部门的工作协同， 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化
解不上交。

区法院的陈萍调解工作室远近闻
名，这支以陈萍为主的 33 名高素质特邀
专职调解员队伍， 负责对法院立案庭分
流的案件开展诉前调解， 或者接受审判
部门委托开展调解工作。 “最忙的时候一
个上午就有十多起，连饭都顾不上吃，能
为大家解决问题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陈
萍说。

目前， 区法院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
核心理念和点面结合、分层递进、全域覆
盖的工作思路，形成了以 16 个诉源治理
工作站、10 个行业调解组织和 4 个诉前
调解工作室为核心的诉源治理网络体
系。 截至目前，各工作站、调解组织和调
解室共诉前调解案件 1831 件，司法确认
527 件；一审民事行政诉讼立案 4227 件，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8.99%。

践行枫桥经验百姓事解心宽

为全方位、无死角为民解惑，提高为
民服务质量，零陵在全区 17 个社区全面
推行“1+N”组团式服务工作，将公安、城
管、环卫等 22 个职能部门 300 多名工作
人员下沉到社区 、网格，第一时间发现 、
解决问题。

今年 4 月 4 日， 日升小区 4 栋栋长
彭秀芝反映 4 栋前面土地出现开裂 ，接
报后，网格员、日升社区综治站长和安监
站、派出所 、城管、住建等部门工作人员
立即赶到现场实地勘察，查明原因，迅速
开会协调处理， 组织人力连夜将开裂的
地方围填好， 并对附近围墙进行重新加
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今年以来， 该区网格管理员巡查上
报各类问题事件达 7 万多件， 通过网格
管理员自处和 “1+N”组团式服务处置 ，
成功处置率达到 98%以上。

针对一些缠访、 重复访、 无理访现
象 ，零陵区积极推行 “3+X”信访听证模
式。 “3”就是 3 个常数，即 :乡镇（街道）、
社区 ，“两代表一委员 ”，律师 ；“X”系变
数，即：信访人及其家属 ，涉访相关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和包案工作人员， 信访人
所在村（社区）组干部等。

今年来， 该区累计召开信访听证会
30 余场次 ，参加听证的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律师、新闻媒体工作者 、职能部门
工作人员、相关当事人等达 600 余人次，
当场化解 8 件信访积案。

零陵区大力践行枫桥经验， 信访工
作水平跃上新台阶，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持续上升， 其工作微视频 《湖南零
陵 :最多访一次 ，让群众事解心宽 》被推
荐到国家信访局官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