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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推进源头治理 建设平安中国

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

盖章跑断腿， 证明满天飞。
曾几何时，办理出境游手续被要
求“证明你妈是你妈”，兑换破损
钞票被要求证明“非被人为故意
破坏”……各式各样的“奇葩证
明”令人啼笑皆非，不仅让办事
人苦恼不已， 还增大了行政成
本，加重了基层单位负担。

2018 年，党中央、国务院就
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作出
多项重要部署， 要求全面清理

“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
明等各类无谓证明。 据统计，截
至 2019 年年底，各地区、各部门
共取消证明事项 13000 多项；试
点地区和部门累计试点告知承
诺制证明事项约 2500 项， 涉及
公安户籍、交通运输、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等 60 多个领域，有
效缩短了群众办事时间、节约了
行政服务成本。

“奇葩证明”问题的产生，根
本原因在于政府履职不到位。 政
府如何提升治理能力？ 开展证明
事项清理、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
诺制成为重要抓手。

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王
桥镇，当地派出所综合办事大厅
是村民经常“光顾”的场所。 这里
不仅有户政和身份证办理窗口，
还增设了车管、驾驶证和司法服
务窗口。 据窗口工作人员黄玲娜
介绍， 王桥镇整合了派出所、司
法所和农村交警中队警务资源，
通过“三所合一”改革增强基层
治理合力。 这一做法自 2018 年 7
月份试点以来，大大方便了村民
办事，提高了工作效率。

当前，“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已成为基层治理常态。 改
革创新与科技运用双轮驱动，有
效提升了平安中国建设驱动力，
以及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
水平。“十三五”时期，科技对社
会治理支撑作用愈发凸显。“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数字经济、电子政务、新型
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信息化手
段的运用，大大提升了政府治理
能力。

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严飞表示，各地各
部门目前很好地完成了“十三
五”规划中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方面的目标。 无论是在制度、

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完善上，还是
对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建设上，
都有了质的提升和进步。

矛盾化解机制显著进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
年一季度餐饮业、零售业、旅游
业等服务行业开工迟缓、营业额
锐减，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一
定影响。 在我院受理的执行案件
中，涉及各类企业的案件占比明
显增多。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执行局局长陈晓东说，分析研
判具体情况之后，法院专门制定
了涉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案件
执行工作的规定，保障各类企业
逐步复工复产，持续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

据介绍，面对突如其来的疫
情，政法机关深入开展涉疫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 加强预警研判，
依法落实化解、帮扶、疏导措施，
有效帮助各类企业复工复产步
伐加快。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围绕
公共安全热点和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治理问题，我国进一步健
全权益保障和矛盾化解机制，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 例如，依法适
用正当防卫制度， 弘扬社会正
气； 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
物案件，切实维护“头顶上的安
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 建设一站式多元化化解纠
纷机制、 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
推进源头治理等。

在辽宁，当地推出“村民评
理说事点”制度，在每个行政村
为群众搭建说事、议事、调事平
台，法律工作者、乡贤社贤等齐
上阵，把“问题晒在阳光下”“心
结摊在桌面上”，信访、治安案件
等明显下降。 在江西，当地有关
部门组织实施农村“法律明白
人”培养工程。 截至 2019 年底，
已培养“法律明白人”301.5 万
名，化解矛盾纠纷 8.5 万件次。

专家表示，利用经济发展和
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各地创造
了许多推进社会治理的新办法
和新手段，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效
率。 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逐步
形成。

“随着社会服务供给更多
元、更便捷、更公平，并在基层带
动起多元主体参与，我国已基本
形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
合 ’、 社区共创的社会治理格
局。 ”严飞说。

用法治方式解管理难题

成立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

组，聚焦影响安全稳定的突出问
题；开展为期 3 年的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一批黑恶分子受到惩治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优模
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
志。 用法治思维推进社会治理、
用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
是“十三五”期间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的一大亮点。

出口管制法、数据安全法等
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立法有序
开展，进一步提高了我国防范和
抵御安全风险的能力；保障退役
军人合法权益、推进和规范社区
矫正、强化未成年人保护等一系
列立法举措，立足薄弱环节和现
实问题，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提供法律支撑，促进了社会公平
正义……良法是善治的前提。 近
年来，我国坚持科学立法、民主
立法、依法立法，着力提高立法
质量，在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的
同时，社会治理的法制环境不断
优化。

成绩喜人， 但短板依然突
出。“根据基层调研情况来看，目
前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尚不
健全，已经成为社会治理中一个
较大短板。 ”严飞表示，要针对问
题，精准发力，进一步健全和完
善社会治理体系。 特别是要健全
社会心理教育辅导机制，完善心
理咨询网络，增加社会健康治理
供给，培养健康向上的社会志愿
活动与社区参与氛围。

（据《经济日报》）

� � 国庆红，志愿红，交织成双
节假期里厦门最美的一道风景
线。 在城市街头，有志愿者一边
健步行走，一边拾去垃圾，美化
家园；在交通站点，有志愿者引
导乘车， 维持文明交通秩序；在
社区厝边， 有志愿者关心孤老，
上门陪伴同度佳节。 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是他们共同的精神
底色，也是厦门的人文高度。

文明宣传为祖国母亲庆生

适逢国庆、 中秋双节同日，
家国紧紧联系。 为弘扬爱国精
神， 倡导社会公众践行爱国行
为， 树立文明风尚，10 月 1 日上
午， 厦门市集美·诚毅志愿者联
盟组织曾营小学 6 年级五班假
日小队 20 余名亲子志愿者在嘉
庚公园、龙舟池畔，开展了一场
主题为“弘扬嘉庚精神 传递文
明之美”的爱国文明宣传劝导志
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亲子志愿者们或
手持爱国互动宣传牌走进人群，
邀请公园内游客、居民共同参与
“我向祖国告白”行动，一起用文
字表白，祝福祖国母亲，用实践
行动传递爱国精神。

用志愿服务为祖国母亲庆

生， 用亲子携手诠释中秋的内
涵。 亲子志愿者们化身“半日环
卫工”“文明旅游宣传大使”，帮
助景区内环卫工人捡拾垃圾，
分发文明旅游倡议书， 进行文
明旅游宣传劝导， 维护景区美
丽环境。

小志愿者许仁杰表示，“做
志愿是一件很开心、很有意义的
事。 我今天帮忙捡了垃圾，发了
文明旅游倡议书，向景区内很多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进行了文明
旅游宣传劝导，希望大家国庆外
出游玩时都能做一个文明游
客。 ”

“他们用一抹志愿红，为国
庆增添色彩； 他们身体力行做
志愿， 用行动诠释了中秋佳节
的特殊意义！ ”集美·诚毅志愿
者联盟相关负责人表示， 联盟
致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倡导
集志愿之力，建文明之城，爱国
精神从小学习， 志愿行为从小
践行， 助力辖区爱国宣传教育
工作，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建
设、文明城市创建。

志愿服务展文明

当国庆遇上中秋， 国与家
“撞了个满怀”，而在这样一个举

国欢庆、 阖家团圆的日子里，鼓
浪屿志愿者们舍小家为大家，选
择了奉献与服务，度过了特殊而
意义非凡的“双节”。 按照相关部
门要求，国庆中秋长假，鼓浪屿
再次开启预约制，每天限制上岛
人数为景区最大承载量的 75%，
即 3.75 万人次，预约情况十分火
爆，不到中午门票就抢光。

面对人流量的提升， 中秋
国庆双节期间， 鼓浪屿志愿者
们在旅游咨询之外， 也积极开
展垃圾不落地、 宣传文明旅游
等志愿服务， 维护景区环境与
游览秩序。

鼓浪屿遗产保护服务队、温
馨国旅等团队志愿者们积极宣
导琴岛文明旅游，倡导游客遵守
疫情防控要求， 文明健康出游，
希望游客在游玩的同时也能够
了解琴岛、爱护琴岛，营造了和
谐文明的旅游环境。

社区开展慰问老人活动

为进一步塑造、丰富和提升
友爱、向善向上的城市内在精神
和人文温度， 建设温馨和谐的

“爱心厦门”， 关爱社区老人，10
月 8 日上午，在厦门市集美区前
场社区党委、 前场社区居委会、

社区医生的支持下，前场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孝老爱
亲，从我做起”敬老月志愿服务
活动， 共有 22 名小天使志愿者
参与其中。 小天使们想通过这次
活动， 弘扬和传承传统敬老文
化，增强全社会老龄意识和敬老
意识、营造尊老敬老社会氛围。

“饺子”又名“交子”代表“更
岁交子，团圆福禄”，活动的重要
一项就是给慰问的家庭送慰问

品和饺子。 志愿者首先在社区集
合和手工包饺子，这些饺子里倾
注着大家对老人节日的祝福和
真诚关心。

随后志愿者带着包的饺子
和食用油、大米、香菇、纸巾等物
资， 分成三组去社区慰问老人，
服务对象包括社区高寿老人、独
居老人，并由社区医生给老人带
去了爱心义诊。

（据厦门文明网）

� � 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三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强社会治
理基础制度建设，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社会充满活力，国家安定和谐，

平安中国建设向更高水平稳步迈进。

厦门志愿服务国庆不停歇

� � 亲子志愿者指导游客参与“我向祖国告白”行动，写下祝福祖国
母亲的话语（庄细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