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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请找劝导队，红白喜事请
找理事会……” 走近新宁县清江桥乡夫
夷江畔的泡水码头， 这样一块温馨提示
牌格外醒目。 这是该县村民自治、良性互
动，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新局面的真实写
照。

2021 年 1 月 14 日，笔者在新宁县走
访时了解到 ，目前新宁县村民 （居民 ）自
治工作已全面铺开， 村规民约和理事会
是“标配”，各村(社区)还结合各自发展实
际，因地制宜设计新型载体，通过建立健
全“一约一会+X”制度，以村规民约规范
村民日常行为，以“理事会+X”等自治组
织管理村级事务。

村务事由村民商量
“两年来我们召开院落会 126 场，把

大事小事交由群众讨论， 并形成村民决
定，通过公示后执行。 ”清江桥乡桃花村
村委会主任蒋文彬说。 桃花村以院落会
为载体，在民主协商机制的推进中，充分
激发了群众的主人翁意识， 让村民实现
从过去 “找茬子 ”到现在“出点子 ”、从过
去“看把戏”到现在“唱主角”的转变。 成
功推动实施了村组道路自主施工、 庭院

改造 、安全饮水工程等协商事项 ，有 效
激 发 了 群 众 的 主 人 翁 意 识 和 参 与 的
积极性 ，从根本上消除了 “民怨 ”。 目
前 ，桃花村已成功创建 2020 年全国文
明村 。

“只要把村庄建设好，损失点个人利
益不算什么。 ”朱元冲村村民陈德选说。
脐橙是新宁支柱产业之一 , 当地很多人
靠此为生。 而新宁脐橙又以黄龙镇为盛，
家家户户种植脐橙，无论是房前屋后，还
是河堤荒地全都栽上脐橙树。 因建设美
丽乡村， 穿村而过的齐心河要开展河道
清淤疏浚， 河岸两旁就地设计为休闲
走廊 ，必须把原来占用的河堤退还给
集体 。 部分群众不理解不支持 ，村民
自 治 理 事 会 会 长 陈 德 选 带 头 砍 树 腾
地 ，其他 村 民 纷 纷 效 仿 ，促 使 河 道 改
造顺利推进 。

村务事由村民做主
“我们住在镇中心，就有责任和义务

把街道管理好。 ”黄龙社区居民欧阳小刚
说。 黄龙镇主街道位于 S341 省道旁，车
流量大， 一到上下班高峰期和节假日就
发生拥堵， 辖区居民和过往车辆苦不堪

言。 社区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商定成立街
道义务巡逻队， 家住附近的居民纷纷参
与，定时定点上街疏导交通，极大缓解了
交通拥堵。

黄龙村村民李青儿说，现在村民“有
矛盾找调解室”。 县司法局派驻黄龙村工
作队组织党员、德高望重人士成立“不忘
初心”调解工作室。 在推进棚户区改造项
目建设过程中，无论是违章建筑拆除、路
沿石铺设，还是临街房屋外墙粉饰、商铺
招牌更新，无一不是矛盾错综复杂。 调解
工作室工作人员主动走上门听取村民意
见，倾听诉求 ，让群众调解群众的问题 ，
让“上访”成为“下访 ”，让 “门难进 ”成了
“门口迎”，把矛盾全部化解到位。

村务事由村民“规范”
“感谢理事会，父亲逝世丧事既隆重

又没花多少钱。 ”说起赤木村红白喜事理
事会，该村村民肖坤柏、肖坤云兄弟竖起
了大拇指。 赤木村倡导文明新风，在《村
规民约》 基础上围绕红白喜事等事项分
院落制定了《院规民约》，推行健康文明
的现代生活方式， 彻底解决了禁用一次
性碗筷、取消喜宴预备餐、严格控制丧葬

费用等难题。 理事会购买了全套的餐具
和厨具， 免费为村民做好婚丧嫁娶服务
工作。

徐家院子院落理事会会长徐威明回
想起过往几年所做的工作，很有成就感。
实际上，《院规民约》 在赤木村正式公示
实施， 但如何让当地群众将规定内容深
植思想，并在日常生活中规范实施，徐威
明和理事会成员想了很多办法。 首先，理
事会成员将《院规民约》张贴到村民每日
经过之地 ，让院落群众熟记内容；然后 ，
徐威明为在院落营造重视《院规民约》的
氛围，要求所有理事会成员及其亲属、院
落党员及其亲属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规范
自身日常行为。 其次， 对于规范自身行
为、 树立乡风文明新风有突出表现的群
众， 在院落会嘉奖表扬， 形成榜样的力
量，而对于屡次违反规定内容的群众，理
事会成员轮番入户劝说。

“村民的话有时比村干部还管用。 ”
在新宁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李爱铭看
来，随着群众自治工作深入开展，村民的
主人翁精神有了， 基层治理中出现的问
题也就好办多了。

杨坚 石林

1 月 13 日， 新邵县召开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新闻发布会披露，自 2018 年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该县共打掉 1
个涉黑犯罪组织、1 个涉恶犯罪集团和 9
个涉恶犯罪团伙 , 全县社会治安大局持
续向好 ,党风政风明显好转，经济发展环
境明显优化，为新邵获评第四批“全国法
治县（市、区 ）创建活动先进单位 ”“全省
信访‘三无’县”、连续 14 年保持“省平安
县”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邵县委常委、 县委政法委书记夏
宇宏通报有关情况。 副县长、县公安局长
戴哲建主持发布会。 县法院院长邓星西、
检察院检察长焦毕毕、 县公安局政委罗
伟成出席。

高位推动专项斗争落实落地
3 年来，新邵县委、县政府始终高位

推动专项斗争落实落地，先后召开 12 次
县委常委会会议、8 次县政府常务会议、
12 次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14 次专
题调度会，研究部署扫黑除恶工作。 县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出台规范性文
件 18 个， 明确各级各部门职责任务，并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纳入政府绩效考
核。 县级领导对 10 起涉黑涉恶重点案实
行包案，协调解决具体问题，推动案件一
查到底，深挖彻查保护伞。 目前，10 起案
件均已判决。 对中央扫黑除恶第 16 督导
组督导反馈的 7 类共性问题和 12 项具
体问题， 由县级领导深入联点乡镇和成
员单位定期开展督导调度， 督促整改落
实，确保问题按期高质整改到位。

对黑恶势力保持强大攻势
新邵县各级政法机关坚持依法严

惩、打早打小 、除恶务尽 ，发起对黑恶势
力的强大攻势。 3 年来，新邵公安机关共
侦破涉黑涉恶类团伙案 82 起， 刑拘 212
人 ，逮捕 185 人 ，移送起诉 208 人 ；检察

机关批捕 43 件 105 人 ， 起诉 36 件 120
人；法院受案 42 件 133 人，一审判决 42
件 133 人。2018 年 2 月 11 日侦破的曾某
某涉黑组织犯罪案， 打响了邵阳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第一枪； 中央扫黑除恶督
导组督办案件雷某某涉恶团伙案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一审宣判，28 名被告人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至 11 个月不等 。
全县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 ，2020 年刑
事立案总数同比 2019 年下降 8.3%，命案
发案数同比下降 40%，8 类严重暴力犯罪
案件同比下降 14.1%。

深挖彻查保护伞
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扫黑除恶

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 ”相结合 ，推
进扫黑除恶“打伞 ”“破网 ”行动 ，持续净
化政治生态， 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 全县共发现和受理涉黑涉恶

腐败和 “保护伞 ”问题线索 126 件 ，立案
52 人，处理处分 97 人，其中涉黑涉恶“保
护伞”15 人， 涉黑涉恶腐败 22 人，“一案
三查 ”追责 60 人，进一步净化了政治生
态，全县党风政风明显好转。

不断筑牢基层防线
全县组织部门坚持把扫黑除恶和加

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筑牢建强扫
黑除恶的第一道防线 。 2018 年至 2020
年，新邵严格落实“六个一”工作法，所有
软弱涣散党组织均按期整顿到位。 抓实
党员、“两代表一委员” 违纪违法涉黑涉
恶排查整顿工作， 共排查处理违纪违法
党员 543 人、“两代表一委员”149 人。 对
全县所有村（社区）“两委”成员重新组织
了“十联审”，逐个“过筛子”，累计排查违
纪违法问题村 （社区）“两委” 干部 102
人，调整不合格不胜任不称职村 （社区 ）

干部 93 名，选优配强了一批农村基层干
部，农村基层组织明显优化。

宣传引导形成磅礴气势
新邵把社会公德教育作为扫黑除

恶、创新基层治理的一项有效举措，结合
扶贫工作和平安建设大走访活动， 面对
面宣传扫黑除恶工作， 逐村逐户摸排问
题线索。 采取以案说法的方式开展法制
教育，由县委宣传部和县扫黑办牵头，挖
掘收集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18 个涉黑涉
恶典型案例 ，编印《扫黑除恶小故事 》12
万册发放到群众手中； 制作了 2 期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纪实专题片， 在全县各村
组院落播放。 2019 年及 2020 年下半年，
成立演出小分队，在全县各乡镇及村（社
区） 组织了 180 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巡
回宣讲暨送戏下乡活动， 进一步营造扫
黑除恶的浓厚氛围。

全力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
全县各级各部门以专项斗争为牵

引 ， 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地区 、行
业、领域，坚持边打边治边建，着力堵塞
源头治理漏洞，消除日常监管盲区，全力
挤压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空间。 通过深
入摸排 ，共梳理出社会治安 、金融放贷 、
工程建设、 教育卫生等 10 大突出问题，
由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 围绕预防、发
现、查处、追责 4 个环节 ，共出台规范性
文件 61 个，印发相关制度文件 39 个，累
计开展行业治乱行动 30 余次，特别是针
对建筑工程领域强买强卖、 强揽工程以
及“市霸”“砂霸”等乱象，开展了打击“三
强三霸”专项行动，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
境。 政法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还延伸办
案职能，针对行业监管漏洞和突出问题，
共发出“三书一函”28 份，整改 28 份，整
改落实率 100%。

胡金国 何旭华 李菁

新邵六大举措强力推进扫黑除恶

新邵县举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讲暨送戏下乡活动。

新宁：村民有“实权” 自治有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