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过疫情高风险区却不报
告、 小区封闭后孤寡老人买菜困
难、企业停产拖欠农民工工资、家
庭矛盾潜藏激化风险……北京市
丰台区芳城东里社区的志愿者整
理疫情防控日记，笔记本上，一个
个问题被标注“上报”“解决”。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 平安建设和社会稳定面
临新形势、新挑战。 各地坚持和发
展“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
不上交”的“枫桥经验”，群防群治
力量大显身手， 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充分发挥效用， 安全稳定
风险被消灭在萌芽， 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凝聚社会力量
更好守护平安家园

“戴口罩、勤洗手、量体温，
身体不适要就医。 ”浙江绍兴市
新昌县志愿队开着广播车，在社
区网格中流动宣传常态化疫情
防控知识。

“阿姨，我把饭菜送来了，趁
热吃吧！ ”在浙江杭州市下城区
长庆街道，吴牙社区的助老员吴惠
芬将饭菜送到 86岁老人陈兰清家
中。作为平安志愿者服务团队的一
员，吴惠芬每天都要为街道的独居
孤寡老人送菜送饭送药。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文明办主任卢春中介绍，据不完
全统计，浙江共有 1 万多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各级
文明单位、 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280 余万名志愿者参与常态化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成为基层一线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生力军。

全国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把‘枫桥经验’坚持好、
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
贯彻好”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社
区防控主阵地， 组织动员基层网
格和网格员，建立健全覆盖乡镇
（街道）、社区（村居）的防护网
络；把专业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与群众性疾病防控工作有机结
合起来，健全完善疫情信息报告
网络、基层疾病预警机制、应急
响应机制、 干部下沉机制等，形
成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服务不缺位”是新时代“枫
桥经验”的重要特征。 各地各部

门出台一系列帮助企业复工复
产、人员返工返学返岗等的政策
措施，服务“六稳”“六保”，助力
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让我们走进千万家，与辖
区群众手拉手、心连心，一起创
造平安幸福的生活！ ”全国首批
100 名“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所长
向全国公安派出所民警发出倡
议。 随后，公安部制定“百万警进
千万家”工作方案，动员部署全
国 150 余万名派出所民警、辅警
积极参与。

广东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
局黄岐派出所组织“黄岐街坊”
平安志愿者队伍，加大社会面治
安防控；江苏南京市公安局江心
洲派出所成立防汛突击队，对长
江大堤不间断巡查……以公安
派出所为支点， 凝聚社会力量，
更好守护平安家园。

“只有真正深入群众，才能
更好为他们排忧解难，才能更好
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
境。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湖南常
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永安派出
所社区民警欧兰英说。

排查化解矛盾
及时回应群众诉求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近
日， 李晨等 10 名农民工在人民
调解员的帮助下，与企业达成协
议，讨回了拖欠半年的工资。

一个多月前，李晨和工友们
走进湖北武汉市洪山区司法局
青菱司法所，反映企业老板以受
疫情影响亏损为由拖欠工资。 司
法所立即联系劳动保障部门开
展联合调解。

“企业经营亏损是事实，但
不能因此影响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农民工兄弟打工不容易，再
苦再难也要想办法支付工资，否
则就是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调
解员入情入理入法的沟通，让企
业负责人认识到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严重后果。 调解员又做农民
工的工作：“企业现在有困难，一
时筹不到这么多钱，再缓一个月
支付，如何？ ”

两方最终达成协议，一个月
内偿付工资。

为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
定， 湖北武汉市司法局在全市开
展社会矛盾纠纷集中化解专项行
动。“我们着力健全完善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信访、仲
裁等有机衔接配合的多元纠纷化
解机制，多管齐下，最大限度助力
化解‘疫后综合症’。 ”武汉市司法
局党委书记、局长关太兵说。

疫情防控中， 各地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构建
疫情防控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
智防智控的工作格局，为打赢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
击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同
样离不开新时代“枫桥经验”，各
地深入开展涉疫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专项行动，整合各方资源形
成化解合力，努力将问题解决在
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走进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中心，映入眼帘的是两
行标语：“群众办事‘最多跑一
次’，群众解忧‘最多跑一地’”。
环形的办事大厅内， 有 10 个开
放式接访窗口，县级职能部门在
这里常驻，就地解决群众信访问
题。 除调解员外，中心还邀请群
众信任度较高的“两代表一委
员”、农村老党员、老干部、企业
家等，参与群众矛盾纠纷化解。

“对老百姓要用心用情，调
解矛盾贵在公平公正。 ”30 年坚
守人民调解事业的王正平退休
后发挥余热，在调处化解中心建
立了“正平工作室”，化解了大量
矛盾纠纷。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浙
江坚持传承“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 矛盾不上交”， 源头化解矛
盾。像安吉这样的县级社会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中心， 已在浙江实现
全覆盖。 在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重任务下， 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从线下发展到线上，通
过一系列“在线办”“无接触调解”
等手段，及时处理群众诉求。

公正定分止争
解难题化积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不
久前审理的一起案件引起关注。
该案中， 哥哥起诉妹夫要求其偿
还因妹妹治病产生的债务。 审理
中，法官感到，这场诉讼表面上是
哥哥向妹夫讨要借款， 其实是想

通过这种方式让对方承认这些年
哥哥为妹妹治病付出的努力。

当时，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
人员急需防护用品。 法官注意到，
原告妹妹在治病期间得到过社会
捐助，多次表示希望回报社会。“能
不能不争了，共同把这笔钱捐给抗
疫一线，了却妹妹的心愿呢？ ”法官
的提议很快得到了响应。双方当事
人当庭和解，将争议款项以逝者女
儿的名义捐赠，原告撤诉。

“这事就过去了，我们以后
还按亲戚走动。 ”近 10 年的恩怨
和 6 年的诉讼，在法院和各方当
事人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
的句号。“这个结果正展现了调
解魅力。 当事人用献爱心的方
式， 互相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同
时还将关爱传递下去。 ”承办法
官石磊说。

“化解矛盾纠纷是社会治理
的重要内容。公正高效化解矛盾、
定分止争， 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
治理的重要职责， 也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内容。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鲁桂华说， 该院建立一站
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机制，推
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
分道，在诉讼服务中心建立调解、
速裁、快审一站式解纷机制。

“法院敞开大门，但不能唱
独角戏，必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融入党委领导的社
会治理体系，依靠人民群众和社
会组织有效预防化解矛盾纠
纷。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
人说，各地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发挥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化解纠
纷功能，让人民内部矛盾能够更
快更有效化解。

全国检察机关也畅通服务渠
道，决不让群众无处申诉，决不许
对群众诉求置之不理。 安徽省检
察机关对“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
制度落地落细，确保群众信访件
能够在 7 日内做到程序性回复、3
个月内对办理过程或结果进行答
复。这有效解决了“来信回复少或
回复不及时”等问题，推动安徽省
检察机关信访工作理念、 工作方
式发生重大转变。“通过办理群众
信访， 促进了检察机关信访形势
趋稳向好， 有效解决了一批群众
反映的实际问题。 ”安徽省检察院
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盛大友说。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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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平安中国”的社会根基

8 月 19 日，由中国老龄事业
发展基金会发起的“文化养老公
益行动”在腾讯公益平台开启公
开募捐。

“文化养老公益行动”主要
是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以
幸福养老大课堂为依托，通过手
机微信公众号、 小程序等方式，
为全国老年人提供方便、快捷学
习服务的一个社会公益活动，是
为老年人打造新时代健康养老、

安心养老、快乐养老幸福精神家
园的一项重要举措。

自 2020 年初以来，幸福养老
大课堂助力居家防疫的老年
人，免费向全国老年人提供在
线直播课程，内容涵盖健康养
生、书画艺术 、音乐乐器等多
个领域，使全国各地数万老年
人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了学习的
机会，此举得到了老年人普遍喜
欢和赞赏。

为了解决老年人精神上的
孤独苦闷和空巢时的孤单无助
等诸多问题，让老年人在融入社
会、陶冶情操、增长知识等方面
能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不断提
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中国老龄
事业发展基金会将实施“文化养
老公益行动”， 并通过腾讯公益
平台向全社会发起公开募捐，以
期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大
力支持。 （吴宏）

“文化养老公益行动”开启公开募捐

凝聚社会力量
更好守护平安家园

“戴口罩、勤洗手、量体温，
身体不适要就医。 ”浙江绍兴市
新昌县志愿队开着广播车，在社
区网格中流动宣传常态化疫情
防控知识。

“阿姨，我把饭菜送来了，趁
热吃吧！ ”在浙江杭州市下城区
长庆街道，吴牙社区的助老员吴惠
芬将饭菜送到 86岁老人陈兰清家
中。作为平安志愿者服务团队的一
员，吴惠芬每天都要为街道的独居
孤寡老人送菜送饭送药。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文明办主任卢春中介绍，据不完
全统计，浙江共有 1 万多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各级
文明单位、 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280 余万名志愿者参与常态化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成为基层一线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生力军。

全国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把‘枫桥经验’坚持好、
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
贯彻好”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社
区防控主阵地， 组织动员基层网
格和网格员，建立健全覆盖乡镇
（街道）、社区（村居）的防护网
络；把专业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与群众性疾病防控工作有机结
合起来，健全完善疫情信息报告
网络、基层疾病预警机制、应急
响应机制、 干部下沉机制等，形
成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服务不缺位”是新时代“枫
桥经验”的重要特征。 各地各部

门出台一系列帮助企业复工复
产、人员返工返学返岗等的政策
措施，服务“六稳”“六保”，助力
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让我们走进千万家，与辖
区群众手拉手、心连心，一起创
造平安幸福的生活！ ”全国首批
100 名“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所长
向全国公安派出所民警发出倡
议。 随后，公安部制定“百万警进
千万家”工作方案，动员部署全
国 150 余万名派出所民警、辅警
积极参与。

广东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
局黄岐派出所组织“黄岐街坊”
平安志愿者队伍，加大社会面治
安防控；江苏南京市公安局江心
洲派出所成立防汛突击队，对长
江大堤不间断巡查……以公安
派出所为支点， 凝聚社会力量，
更好守护平安家园。

“只有真正深入群众，才能
更好为他们排忧解难，才能更好
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
境。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湖南常
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永安派出
所社区民警欧兰英说。

排查化解矛盾
及时回应群众诉求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近
日， 李晨等 10 名农民工在人民
调解员的帮助下，与企业达成协
议，讨回了拖欠半年的工资。

一个多月前，李晨和工友们
走进湖北武汉市洪山区司法局
青菱司法所，反映企业老板以受
疫情影响亏损为由拖欠工资。 司
法所立即联系劳动保障部门开
展联合调解。

“企业经营亏损是事实，但
不能因此影响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农民工兄弟打工不容易，再
苦再难也要想办法支付工资，否
则就是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调
解员入情入理入法的沟通，让企
业负责人认识到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严重后果。 调解员又做农民
工的工作：“企业现在有困难，一
时筹不到这么多钱，再缓一个月
支付，如何？ ”

两方最终达成协议，一个月
内偿付工资。

为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
定， 湖北武汉市司法局在全市开
展社会矛盾纠纷集中化解专项行
动。“我们着力健全完善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信访、仲
裁等有机衔接配合的多元纠纷化
解机制，多管齐下，最大限度助力
化解‘疫后综合症’。 ”武汉市司法
局党委书记、局长关太兵说。

疫情防控中， 各地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构建
疫情防控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
智防智控的工作格局，为打赢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
击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同
样离不开新时代“枫桥经验”，各
地深入开展涉疫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专项行动，整合各方资源形
成化解合力，努力将问题解决在
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走进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中心，映入眼帘的是两
行标语：“群众办事‘最多跑一
次’，群众解忧‘最多跑一地’”。
环形的办事大厅内， 有 10 个开
放式接访窗口，县级职能部门在
这里常驻，就地解决群众信访问
题。 除调解员外，中心还邀请群
众信任度较高的“两代表一委
员”、农村老党员、老干部、企业
家等，参与群众矛盾纠纷化解。

“对老百姓要用心用情，调
解矛盾贵在公平公正。 ”30 年坚
守人民调解事业的王正平退休
后发挥余热，在调处化解中心建
立了“正平工作室”，化解了大量
矛盾纠纷。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浙
江坚持传承“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 矛盾不上交”， 源头化解矛
盾。像安吉这样的县级社会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中心， 已在浙江实现
全覆盖。 在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重任务下， 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从线下发展到线上，通
过一系列“在线办”“无接触调解”
等手段，及时处理群众诉求。

公正定分止争
解难题化积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不
久前审理的一起案件引起关注。
该案中， 哥哥起诉妹夫要求其偿
还因妹妹治病产生的债务。 审理
中，法官感到，这场诉讼表面上是
哥哥向妹夫讨要借款， 其实是想

通过这种方式让对方承认这些年
哥哥为妹妹治病付出的努力。

当时，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
人员急需防护用品。 法官注意到，
原告妹妹在治病期间得到过社会
捐助，多次表示希望回报社会。“能
不能不争了，共同把这笔钱捐给抗
疫一线，了却妹妹的心愿呢？ ”法官
的提议很快得到了响应。双方当事
人当庭和解，将争议款项以逝者女
儿的名义捐赠，原告撤诉。

“这事就过去了，我们以后
还按亲戚走动。 ”近 10 年的恩怨
和 6 年的诉讼，在法院和各方当
事人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
的句号。“这个结果正展现了调
解魅力。 当事人用献爱心的方
式， 互相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同
时还将关爱传递下去。 ”承办法
官石磊说。

“化解矛盾纠纷是社会治理
的重要内容。公正高效化解矛盾、
定分止争， 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
治理的重要职责， 也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内容。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鲁桂华说， 该院建立一站
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机制，推
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
分道，在诉讼服务中心建立调解、
速裁、快审一站式解纷机制。

“法院敞开大门，但不能唱
独角戏，必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融入党委领导的社
会治理体系，依靠人民群众和社
会组织有效预防化解矛盾纠
纷。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
人说，各地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发挥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化解纠
纷功能，让人民内部矛盾能够更
快更有效化解。

全国检察机关也畅通服务渠
道，决不让群众无处申诉，决不许
对群众诉求置之不理。 安徽省检
察机关对“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
制度落地落细，确保群众信访件
能够在 7 日内做到程序性回复、3
个月内对办理过程或结果进行答
复。这有效解决了“来信回复少或
回复不及时”等问题，推动安徽省
检察机关信访工作理念、 工作方
式发生重大转变。“通过办理群众
信访， 促进了检察机关信访形势
趋稳向好， 有效解决了一批群众
反映的实际问题。 ”安徽省检察院
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盛大友说。

（据《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