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解信访积案做到积案清零

该县紧紧抓牢解决信访问题的核心，抓实信访
积案化解工作。通过拓宽受理渠道、创新化解途
径、强化防控措施、专项资金带动、规范复查复核和
集中攻坚、领导接访、领导包案、县领导协调会等有
效措施，千方百计解决好信访突出问题，花气力减
少信访问题存量，确保一年以上信访积案清仓见
底。结合“一岗双责”“两学一做”“精准扶贫”等专
项工作，及时就地解决好信访新生问题，下功夫控
制信访问题增量。认真执行关于协调“三跨三分
离”信访事项的规范性要求，实行台账式管理，逐案
落实主办责任和协办责任，加强沟通协调，明确具
体时限，强化跟踪督促，有效解决劝返接回难、分类
处理难、化解问题难、依法处置难等长期困扰信访
工作的突出问题。截止目前，39 件信访积案已全部
完成所有办信流程，该县目前没有积案。

跟踪督办有“三关”确保事件
有回音案件有落实

为促进信访件及时有效化解，该县信访局加强
信访队伍建设，把外聘人员充实信访队伍，还外聘
了两名大学生当临时工，通过系统培训，提高他们
办案效率与办案水平，在及时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
中，有效保障了来访群众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
该县还组织部分乡镇和县直部门信访业务员参加
省级培训 8 人次；在县内共举办了两期信访业务培
训班，培训 300 多人，有效提高了该县信访干部的业
务水平，努力使每位信访干部对业务规范做到应知
应会、熟练运用。

信访队伍的建设提高了处理信访案件的效率。
为确保每一件信访事项受理办理“事事有回音，件件
有落实”，该县信访局在严把信访事项办理“时限关”

“程序关”“质量关”同时，加强案件跟踪督办，先由信
访局安排一名熟悉业务的系统管理员对全县信访信
息系统中的信访件进行全部排查梳理，对没有及进办
理的信访案件通过电话提醒督办，对没有按照“三关”
完成案件办理的，由督办工作小组实地督查督办，最
后召开分析会议进行通报督办，对各单位超期未办理
的信访事项，召开部门会议进行研究、指导，切实将每
一宗信访案件落到实处。

据了解，去年下半年以来，该县信访局经过对
信访安排排查梳理，所有的信访案件有 7 件没有在
系统中及时办理及答复，最后经过督办，使这 7 件信
访件的责任单位妥善办理完结。对于一些单位由
于系统管理人员变动原因，没有及时在信访信息系
统上进行操作的，经该县信访局实地指导，相关责
任单位立即安排专人负责，及时在信访信息系统上
按要求完成全部网上办流程。

该县信访局局长刘批介绍说，该局下一步将继
续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工作，进一步完善接访机制，
一是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认真落实责任，使矛盾纠纷解决化解
在基层，确保矛盾不上交、人员少上行，积案得到有
效化解。二是推进群众依法上访、责任单位依法处
访，在排查化解矛盾中理顺社会情绪，在做好群众
工作中促进社会和谐。三是加大信访督查督办工
作力度，结合当前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委督促检
查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信访
部门组织实施，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信访督查工
作机制，推动信访事项的妥善解决。四是要采用电
话督办、函文督办、约谈督办、会议督办和实地督办
等不同形式，加强信访件督促检查工作，做到督在
实处，查出实效，在“事要解决”上下功夫，为美丽新
白沙营造和谐氛围。

“今年截止到目前，白沙县无群访、闹访、常访
等恶性事件发生。”白沙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
广清表示，白沙县信访工作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
心”的主线，端正工作态度，耐心对待上访者；对待
接访事件坚持以事实为核心，认真研判，联合相关
部门，及时协商更正化解矛盾；同时，建立机制，切
实贯彻户长制，联合精准脱贫贫困户帮扶责任人，
排查矛盾纠纷，将信访矛盾化解于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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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信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
部要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千
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切实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注重源头预防，夯实
基层基础，加强法治建设，健全化解机制，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系统性、针对性，真正
把解决信访问题的过程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过程。

想群众之所思 解群众之所困
白沙黎族自治县多机制化解信访问题

□本报记者宋飞杰

绿色发展 法治白沙系列报道之十一

白沙法院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康忠强）11 月 1

日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法院组织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活动，全院党员干警及离退休
党员干部参加了重温入党誓词、集中缴纳党费的
活动。

在办公室党支部活动现场，该院党组书记、
院长纪明杰作为领誓人带领党支部全体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重温入党誓词，并缴纳了党费。与此
同时，在各党支部活动室，该院党组成员带领学
习传达党的十九大精神，并部署党务工作。

在办公室党支部会议上，纪明杰院长表示各
位党员要准确把握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原原本
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容，发挥党员干部
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审判执行工作为中心，持续
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发扬干事创业的工
作积极性，以优质的司法服务保障白沙社会经济
发展大局稳定。

做合格党员做好表率
白沙县检察院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绳和）11 月 1 日
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检察院党总支部组织全体
党员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活动，该院
领导班子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所在党支部
主题活动。

活动分为两个内容进行：重温入党誓词和集
中缴纳党费。首先，由各党支部书记担任领誓
人，带领各党支部党员进行了宣誓活动，面对党
旗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让每一位党员接受
思想和精神上的洗礼。

宣誓声铿锵有力，表达了党员们郑重的承诺和
自豪的心情，进一步增强了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更加坚信党的理想信念，在推动党的事
业又好又快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宣誓结束后，在场的全体党员按照党费标准
积极缴纳了党费。党员们纷纷表示：在今后要更
加牢固树立党章意识，严格履行党章规定，按期
交纳党费，自觉履行党员义务，积极争做一名合
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活动是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提升党员意识的重要举
措，目的是使全体党员强化党性意识、牢记党员
使命、增强组织观念，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合格共产党员。

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目标，推动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把理念提升、机制

创新、制度完善相结合，一手抓信访事项解决,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

作，不断提高信访工作专业化、法治化水平，以多机制化解信访问题，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县委书记面对面受理群众诉求

8 月 24 日下午，白沙县委书记张蔚兰到
信访局接访大厅和农业局四楼会议室，分
三批（10 人次）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受理
群众的合理诉求问题。

在接访过程中，张蔚兰认真倾听来访
群众所反映的诉求问题，查阅来访群众的
相关信访材料，并认真记录来访群众反映
的问题。当详细了解来访群众的诉求问
题时，张蔚兰要求参加接访的单位，要高
度重视群众的信访问题，对于合理诉求能
够当场解决的尽量解决，维护群众的合法
权益。

在信访局接访大厅，张蔚兰接待来自
龙江农场二十六队职工代表。来访代表要
求县委县政府帮助解决水库移民危房改造
和生活补贴问题时，张蔚兰指出：大中型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国家有规范的政策
和文件规定，由于当时龙江农场时间紧、工
作量大、部分资料手续不全，不能及时上报
你们的申请材料到农垦总局审批。综合以
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我提出三点解决办
法：一是由龙江农场尽快找回原来上报省
农垦总局的原始材料；二是由七坊镇会同
龙江居委会对原始材料进行汇总统计；并
将汇总统计结果送水务局；三是由县水务
局根据乡镇、龙江居委会汇总结果报省水
务厅，是否能够重新核定调整。

在该县农业局四楼会议室，张蔚兰接
待来自打安镇农场职工代表。来访职工请
求县委县政府把打安镇农场改制为村委会
和原来的五个生产队设立为五个村民小
组。该县民政局、国土局等相关部门当场
对来访的镇农场职工反映的诉求问题作了
详细解释说明。张蔚兰要求民政局、国土
局指导打安镇政府工作，由打安镇农场向
镇政府提出申请，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逐
级上报县民政局审批，让他们在今后的生
活中能够享受国家相关惠农政策。

来访群众对张蔚兰书记为他们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所提出指导性解决意见表示衷

心的感谢。

据了解，为切实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白

沙县委县政府制定了领导接访制度，县委县

政府每位领导每月轮流值班，面对面解决群

众诉求。凡群众合理的诉求，能当面解决的

当面解决，不能当面解决的，指定相关部门

限期解决或通过联席会议解决。

以重点信访案件协调促
矛盾解决

9 月 27 日下午，白沙县政府召开全县重

点信访案件协调工作会议，通过对全县矛

盾纠纷的梳理，以重点信访案件协调工作

模式化解该县存在的纠纷与矛盾，确保十

九大期间白沙县的稳定。

为保障社会稳定，该县从 8 月份起，在

全县集中开展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经过排查梳理，确定重点信访案件。

在会议上，该县信访局局长刘批对全

县汇总出的 25 个重点信访案件进行了通

报，对每一宗重点信访案件进行了分解，并

对责任予以了说明。参会的与信访案件有

关联的各乡镇及各单位负责人依次对属地
信访案件作了汇报。该县水务局、民政局、
社保局等与信访案件有关的部门，对处理
信访案件提出了协调解决办法。

主持该会议的该县常务副县长邢诒仪
强调，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化解纠纷
稳控责任人，切实做到合理诉求要解决到
位、生活困难要帮扶到位、无理诉求要解释
疏导到位，违法行为要依法处置。

中心户长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为做好信访工作，该县实行治安中心
户长制，发挥基层力量，把矛盾化解在基
层。每十户选出一名中心户长，负责自己
所管辖的十户家庭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在第一时间掌握、消除治安隐患，把矛盾化
解在基层。同时，加强完善乡镇矛盾纠纷
调处工作中心建设，有效整合乡镇综治办、
司法所、派出所、法庭、监察室、民政、国土
等基层综治力量，加大基层矛盾纠纷排查
调处工作的力度。

“你们情绪不要激动，坐下来我们慢慢
说。”8 月 17 日下午 5 时，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打安镇南达村村口农户家院子里，户长周
文馆正在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及其家属进
行调解。为了安抚双方情绪，周文馆从房
间里拿出凳子，让双方坐下来再协商。

为了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周文馆联合
打安镇派出所，在事发仅 3 小时后，在村里
组织了一场矛盾协调座谈。由于打架后堂
弟因头部稍有不适前往医院接受治疗，堂
弟媳和堂哥在现场接受调解，但堂弟媳情
绪激动，排斥协调。

“我们今天也没有非得达成最终约定，
但问题总要解决的，你先坐下来，我们商量
一下你们双方解决方案，你做不了决定的，
待会儿可以去医院和你老公商量。”周文馆
极力劝和情绪激动的堂弟媳。

“今天中午我跟堂弟一起吃饭，由于喝
了酒，因一点小事吵起来了，没想到还打起
架了。”在堂弟媳情绪平复之后，堂哥回忆
起了打架发生的经过。“说实话从打架完到
现在，我也感觉到很不舒服，只是没来得及
去医院检查，我愿意赔偿堂弟的医疗费用，
但我去医院产生的费用，也应该由你们来
出。”堂哥把最终的想法告诉堂弟媳，堂弟
媳表示没有什么意见，但是需要去医院和
老公商量了再决定。

户长周文馆告诉记者，自己所管辖的
十户人，都是左邻右舍，平时为了及时发现
并化解矛盾纠纷，时常走街串巷，了解村民
的想法。“这次打架事件一发生，我就赶忙
到现场，并及时联系派出所，争取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激化之前。”周文馆说，他会继续
跟踪这次打架事件，早日化解双方矛盾。

派出所与户长联合化解
矛盾在基层

户长解决不了的纠纷，由派出所出面
化解是该县把基层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的
初衷。

打安镇派出所参加南达村打架矛盾协
调座谈的是副所长林诗新，在为时一个多
小时的调解结束后，天色渐渐暗淡。如同
基层矛盾化解工作虽然曲折，但经努力还
是会到达目的地。林诗新告诉记者，派出
所联合户长调解矛盾纠纷在白沙县是很普
遍的做法，就是希望矛盾纠纷能够化解在
基层。

“打安派出所去年曾联合户长化解了
一起典型的纠纷。”林诗新回忆，白沙某热
作场曾因土地与当地村民发生纠纷，虽然
热作场有土地证，但村民认为这是“祖宗留
下来的地”，因此，村民开始抢种，也不愿意
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当地的户长在百般
劝解后，村民无动于衷，矛盾一度激化。于
是户长将此问题上报给了打安镇派出所。

“我们了解情况后，立即安排负责法宣
的民警，联合户长开展工作。”林诗新介绍
说，民警负责给村民普法，户长负责从情感
上给村民做思想工作，终于劝服村民走法
律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最终村民虽然败诉
了，但村民们因为了解了法律，所以也再没
有与热作场起过关于土地的纠纷了。”

白沙县信访局局长刘批介绍，白沙县
要求矛盾纠纷排查和调解工作要做到“三

抓、三前”，即抓早、抓小、抓苗头，防范工作
做在矛盾纠纷发生之前、化解工作做在矛
盾纠纷发生之前、调处工作做在矛盾纠纷
激化之前，防止各类矛盾纠纷的激化和群
体性事件的发生。

提升综合能力 强化网上
信访信息系统应用

为全面落实信访事项办理规定，该县
信访局积极组织开展信访工作基础业务培
训、交流、竞技活动，公开接待受理、准确交
办转送、依法协调办理、跟进督查督办、依
规送达回复、及时录入信息、提供便捷查
询、正确对待评价，着力解决好信访工作基
础业务各关键环节中存在的“不严不实”、
不规范问题。通过督导检查、现场交流、业
务培训、技能竞赛、群众点评、社会监督等
手段，推进信访业务规范化、标准化，提高
信访工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为使信访工作形成合力，该县有效整
合办信、接访、网上投诉、复查复核、督查等
方面信息汇集分析工作力量，形成工作合
力，将各级信访工作机构和有权处理机关
受理办理的信访事项，全部纳入信访信息
系统，建立统一规范、资源共享的信访信息
统筹工作机制，使信访部门横向与同级职
能部门、纵向与基层乡镇的互联互通，不断
扩大网上信访覆盖面。优化完善信息系统
功能，推进信息系统与信访工作深度融合，
形成“信访网上投、事项网上办、结果网上
评、问题网上督、形势网上判”的工作模式。

截至目前，该县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已
覆盖全县 11 个乡镇及大部分县直机关单
位，覆盖率达 87%。

依法维护信访秩序 推广
律师参与信访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信访法制宣传教育，引

导 群 众 正 确 行 使 权 利 ，依 法 理 性 反 映 诉

求。该县加大对无理缠访闹访典型案例的

曝光力度，树立“无理不能闹、有理也不能

闹，闹访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受到法

律追究”的导向。对于重复信访，该县信访

局逐案分析原因，采取针对性化解措施，让

信访人息访。对于那些有可能煽动群众上

访的行为的，该县综治、维稳、公安部门会

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依法处理信访活动

中的违法行为。

群众有合理需求的，不阻挠群众信访，

而是畅通信访渠道，帮助信访者解决他们

期待解决的问题。

11 月 2 日上午，该县信访局迎来了一批

反映土地问题的来访群众。为让群众了解

相关的法律规定，也为了让第三方介入提

高说服力，该局邀请了专业律师参与接访。

据了解，该县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和

国家信访局共同下发的《关于深入开展律

师参与信访工作的意见》，制定工作方案，
聘请法律顾问定时接访，充分发挥专业力
量在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化解疑难复
杂信访问题、提高信访事项处理质量等方
面的作用。今年以来，律师共接访 7 件次，
有 4 件次已引导进入司法程序，3 件次当场
化解。

县政府召开信访专题会议县政府召开信访专题会议

维稳与信访联席会议解决存在的信访难题维稳与信访联席会议解决存在的信访难题

信访会议解决突出信访问题信访会议解决突出信访问题

县委书记张蔚兰接访中县委书记张蔚兰接访中

白沙县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大下访活动白沙县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大下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