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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刘委东

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人民调解员。
人民调解制度以其自愿、免费、便民等特点，
在新时期解决民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稳定
社会秩序等方面作用凸显。近年来，我省不断
构建全维度、全方位、全覆盖人民调解立体格
局，全面打造人民调解升级版，织就了一张张
人民调解网，定纷止争、案结事了。3年来，全
省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30多万件， 实现了
矛盾纠纷常态化解，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8月底、9月初，记者深入一线，实地探究这张
“网”的运作机制。

拓展人民调解工作空间领域

2017年5月，安乡县安宏乡唐家铺村老人
王能贵来到安乡县人民法院官陵湖法庭，感
谢法官帮其化解了18年的宅基地纠纷， 老人
说终于能过舒心晚年了。

今年来， 安乡县法院主动对接基层人民
调解委员会，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最基层，而这
一便利来自于安乡县按照村（社区）行政区域
和居住位置， 以十户为单位， 推选一名威信
高、办事公道、热心调解的人担任“十户调解
员”， 形成了以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为龙头，村
(社区)、企事业单位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基
础， 义务调解小组为补充的人民调解组织网
络体系。

目前，安乡全县共有11910名“十户调解
员”活跃在乡镇工作第一线。今年以来，共成
功调处各类民间纠纷2630件； 防止因民间纠

纷引起的群体性事件162起、 民转刑50起；全
县民间纠纷也由同期年2100件下降到现在的
1050件，下降率达50%，调解在基层维稳工作
中的作用得到凸显。

近年来，我省夯实人民调解基层基础，重
点构建市、县、乡、村四级人民调解组织体系。
全面推动县（市、区）建立联合人民调解委员
会，结合区划调整和换届，加强和巩固乡村人
民调解组织。截至目前，全省共建立人民调委
会3.97万个，乡、村级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

培养“调得了、调得好”行家里手

5月24日，桂阳县龙潭街道山背自然村采
石场纠纷案， 在该村调解员刘潭军的调解下
顺利达成协议。今年，桂阳县为使群众就近及
时解决纠纷，该县提高经费保障，采取“以奖
代补”的方式，在全县设立1900余个纠纷受理
点，聘请了1900余名群众为调解员，建立人民
调解“百米服务圈”。

以提高人民调解员素质为根本，以“调得
了、调得好”为目标，我省全力打造专兼结合、
以专为主的人民调解员队伍， 全省现有人民
调解员16.8万人，其中专职3.2万人。人民调解
员队伍纳入司法行政培训整体计划，近3年全
省累计办班2000余期、20多万人次参训，完成
了全面轮训任务，培养了一批调解行家里手。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 将人
民调解工作三项经费、人民调解“以奖代补”
经费、 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服务经费纳入各级
财政预算， 建立了足额保障和经费动态增长
机制，确立了每件50元至3000元不等的案件

奖励标准，去年，市、县两级财政投入人民调
解经费6830多万元，较上年度增长15%；近3
年省财政累计安排“以奖代补” 资金4200万
元，人民调解员待遇得到保障，调解积极性得
到激发，众多矛盾化解在基层，成效显著。

向矛盾多发领域延伸

位于永兴县交警大队一楼的调解接待室,
成了退休法官李兵田的人生第二“职业舞台”。

“有了专业调解员,我们的压力减轻了不少。”永
兴县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心负责人说。

近年来， 永兴大调解格局瞄准矛盾多发
领域,除常驻公检法外，还在国土、环保、交通
等9个矛盾纠纷较为集中的部门和行业成立
了专业调委会，调解机制从单一向综合转变。

近年来，我省破解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
的重大矛盾纠纷调解难题，创建了以人民调解
为纽带，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机制。
推动建立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 信访处置、司
法调解、司法确认、刑事和解等无缝对接机制。
目前，全省人民调解派驻法、检、公的工作室覆
盖率分别达到91%、69%、87%。近3年全省诉前
引导人民调解2.1万件，司法确认案件5296起，
三调联动效力不断提升。同时，每年聚焦重点
领域的矛盾纠纷开展调处活动，先后部署开展
了“调解化积案、息访保平安”“三调联动化矛
盾、息诉息访促平安”和“三调联动解纠纷、防
控风险促发展”专项调解活动，共排查化解矛
盾纠纷120万余起， 其中化解重大复杂矛盾纠
纷10万多起，防止民转刑8921起、群体性械斗
5833起、集体上访1.5万起。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通讯员 方建钢
乔梦平 记者 周小雷）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
消防总队获悉， 为提升全省消防部队高层
建筑灭火救援能力，强化专业化处置水平，
根据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要求，湖
南在全省各支队部署开展高层建筑灭火
救援专业队组建工作， 目前共组建高层专
业队15支，其中长沙支队2支，其他支队各
1支，配备专业队员514名，车辆121台。

8月以来，省公安消防总队立足实战
需要，着力解决“一高一低一大一化”灭
火救援短板问题， 专门研究制定下发了
《高层建筑灭火救援专业队建设工作方
案》，成立了以军政主官为组长的高层专
业队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了建队模
式、人员和装备配置，专业训练和专业能
力建设等指标。 全省各支队立足区域高
层建筑现状和灭火救援需要，按照“一队

多用、突出专业、专兼结合”的原则，依托
特勤消防站或城区消防站，整合人员、装
备和社会资源， 加强高层建筑灭火救援
专业队组建工作。

据了解， 每支高层建筑灭火救援专业
队配置人数不少于30人，设有队长、副队
长、侦察组，搜救组、灭火组、供水组、排烟
组和通信保障组（含无人机操作）等，并聘
请4至6名建筑设计、施工、检测等方面的
地方专家组成专家组， 发挥日常专业教学
和战时辅助决策作用。

省公安消防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各
高层建筑灭火救援专业队将与各执勤中队
加强对辖区高层建筑的摸底和实地熟悉，
掌握各高层建筑的基本作战要素， 并结合
辖区实际组织开展实战推演， 规范作战规
程和安全防护措施， 努力建成一支专业的
高层建筑火灾扑救尖刀队。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
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
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同时对是否符合法官法
规定的任职条件和有无法官法规定的任职限
制情形进行监督。 举报人可以通过信函、电
话、电子邮件或者到受理单位当面举报,并请
签署或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 所举
报的问题，应当真实、准确，内容尽量具体详
细，并尽可能提供有关调查核实线索。举报人

将受到严格的保护，但严禁造谣中伤、串联诬
告。

受理举报期间：2017年9月7日至2017年9
月13日

受理举报单位：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政
治部

湖南省纪委派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纪
检组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监察局

受理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二段
320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大楼1306办
公室

受理电话：0731-82206469；
� 0731-82206423

� � � �邮箱：sgyrdrmgs@163.com； 邮政编码：
410001
� � �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年9月6日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黎罗清)“有群众反映你利用职权纵容
亲属从事幼儿园经营活动， 获取不正当利
益，今天找你谈话，请你本着尊重事实，对
组织忠诚，对本人负责的原则，作出解释说
明……” 这是岳阳某中学校长和某乡镇党
委书记近日被纪检监察机关约谈的场景。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谈话提到的问
题线索，两位同志虽一一作出说明，却也不
免红了红脸，出了把汗。

今年以来， 岳阳市纪委监察局坚持抓
早抓小， 坚持把谈话函询作为践行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中“第一种形态”的重要抓
手， 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 早提
醒、早纠正，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挽救干部。

市纪委出台谈话函询实施细则， 明确五类
可以采取谈话函询方式处置的问题线索，
进一步建立健全谈话函询机制，真正让“咬
耳扯袖”成为常态。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挽救才是
根本。”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该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践行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严格规范线索谈话函询工作的程
序，对党员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
现、早提醒、早处置，筑牢拒腐防变第一道
防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该市共运用“第
一种形态”处理干部798人，占处理干部总
数的59.55%，开展谈话与函询729件次，给
予组织处理643人，切实发挥“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作用。

定纷止争 案结事了
———我省构建“三全”格局打造人民调解升级版

配备专业队员514名车辆121台
我省组建15支高层建筑灭火救援专业队

任前公示
为进一步加强对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的监督，增强其公信力和群众基础，现对拟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法律职务人

员进行任前公示：

�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籍贯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现任职务 拟提请任命职务
张鹏翔 �男 1978.11 汉族 湖南邵阳 中共党员 本科 法律硕士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办公室主任、审判员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岳阳抓早抓小规范谈话函询
今年上半年处理干部798人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通讯员 陈勇 记
者 龚柏威)先逼停他人车辆，再持刀逞凶，
9月5日下午，这名姓昌的司机来到益阳市
公安局朝阳分局投案自首。 朝阳警方以涉
嫌寻衅滋事罪，将昌某予以刑事拘留。

9月1日下午6时34分许，曹先生驾车
行驶至益阳市城区迎宾路时， 与昌某驾
驶的黑色奔驰车相向而行。 昌某驾驶的
车辆越过道路中央双黄线， 险些造成两
车剐蹭。随后，昌某掉转车头追赶并逼停

曹先生的车辆，手持管制刀具下车，砸碎
了曹先生的车窗玻璃， 并对车内曹先生
进行谩骂殴打，然后逃离现场。随后，曹
先生报警。

案发后，昌某四处躲藏。朝阳公安分局
从政策攻心、舆论施压、堵截抓逃等方面扎
实开展工作，派人多次到昌某家中，向其家
人及亲友宣讲法律法规，动员昌某投案。9
月5日，昌某在家人陪同下，来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司机“路怒”行凶 寻衅滋事被刑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