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市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罗红兵向媒体采访团介绍青法三亚市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罗红兵向媒体采访团介绍青法

村变化历程村变化历程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与青法村党支部共同开展党日活动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与青法村党支部共同开展党日活动

三亚市委常委三亚市委常委、、秘书长秘书长、、政法委书记陈小亚主持召开政法工作会议政法委书记陈小亚主持召开政法工作会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
围的具体实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

“这里风景很美，老百姓也十分热
情！”11 月 6 日，全国 29 家省级法治媒体采
访团走进位于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青法村，
山东法制报记者冯欣妤在采访后感慨道。

然而很难让人想到，这里曾因村民逞
强斗狠恶名远播，3 年前发生一起 70 多人
参与的大规模村民围攻事件，致使村党支
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杨其青及其胞弟
杨开青死亡。之后，40 名村民被依法判
刑，其中2人死刑、1人死缓。

“在深刻剖析青法村恶性案件的教训
后，三亚市积极探索包括强基、维稳、平
安、治理、乡村振兴‘五大工程’，让青法村
由乱到治、由治到安，成为模范守法的村
庄。”三亚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吴毅近日向
记者介绍，三亚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
视，多部门联合出“组合拳”，这才有了今
日青法村的嬗变，同时也为三亚探索市域
社会治理创新积累了好经验好做法，有力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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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积极探索市域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强力推进“五大工程”

青法村由乱到治由治到安
□本报记者赵世馨 麦文耀 通讯员钟震山

“治理工程”
社会环境由“乱”到“治”

针对青法村的突出问题，三亚连续三年开展专项
治理工作，与自治、法治、德治同步推进，逐步扭转被
动局面。

一是以自治激活力。现任青法村驻村第一书记
王美全介绍说，新上任的支部班子进行了深刻反思，
并达成共识。对于村里大小事务，要让广大村民参与
进来，共同商议，集体决策。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
自治机制，完善“一核两委一会”乡村治理制度，坚持
自治为基础，加强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
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村务协商会等自治组织
建设，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
层协商格局，确保议事过程顺畅有序，协商结果落地
见效，增强广大群众参与感和获得感。

二是法治强保障。持续开展“法治扶贫”“法律进
村”、创建“法治乡村”等活动，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培育一批以村干部、人民调解员为主体的“法治
带头人”，引导村民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靠法，全面提升该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三是以德治扬正气。注重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
理中的积极作用，完善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
德育网络，每年在本村范围内开展 1 次村级“十星级文
明户”“五好家庭”“最美家庭”“平安家庭”等评选表彰
活动，引导村民向上向善、邻里和谐、干群融洽。

2017 年那场悲剧的发生，表面上系偶然，实则是村里基
层治理失灵、矛盾长期叠加的必然。现任青法村驻村第一
书记王美全说，“过去在涉及村民集体利益和矛盾纠纷时，
党员不敢说话，集体失声沉默。”

针对暴露出该村党组织软弱涣散、党群关系疏远等问
题，三亚市紧盯青法村原党组支部“庸”“软”“弱”“散”

等问题，把脉开方，猛药去疴，整改提升。
——治“庸”。迅速启动倒查问责措

施，对育才生态区工（管）委领导班子 4
人、驻村第一书记 1 人、青法村“两

委”干部 3 人给予免职；对该区领
导干部及“两委”干部 7 人进一
步开展倒查问责；连续 3 年纳
入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工作
重点，严肃整顿班子作风，教
育纠正不参加组织生活、不按
期缴纳党费、不做党组织安排
的工作“三不党员”3 人，有效

解决原班子不敢担当、党员队伍
作用不明显、党的群众工作不扎

实等作风问题。同时，针对过去征地
补偿、集体经济收支公开不到位，“两

委”缺乏公信力等问题，全面实施村务阳光
工程，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工作制度，依托

“村民微信群”“村级公众号”，搭建村级事务“阳光公
开”监管平台，及时推送公示惠农补贴、农村低保、项目建
设、村经费收支等情况，强化了对村级权力的群众监督。

——治“软”。2017 年以来，结合三亚全市排查整顿软

弱涣散党组织活动，优先实施青法村党组织带头人整体提
升行动，积极推行“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党组织帮建模
式，及时从选派 1 名能力强、懂党建、经验足的干部担任青
法村“第一书记”，补齐配强“两委”干部，精选派出驻村工
作队参与帮建，加强发展党员工作，重点培养政治素质好、

“双带”能力强的入党积极分子，新发展党员 12 名，建强支
部班子，带好党员队伍。

——治“弱”。按照分级培训的要求，提升村党支部书
记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等能力素
质。着力解决青法村党员干部思想认识、观念转变、服务意
识、发展能力等问题，尤其是强化村民法制教育。建立村级
优秀人才档案，储备后备干部，确保基层党建“后继有人”。

——治“散”。三亚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政法部
门等机关党支部积极与青法村党支部结对子，通过市委领
导带头上党课、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村党日活动，把机关先
进党建经验引入该村党支部，落实帮法治宣传、帮基层治
理、帮脱贫攻坚，带组织、带党员、带思想、带作风“三帮四
带”帮建措施，积极开展党员联系农户、党员户挂牌、承诺
践诺、设岗定责、志愿服务等模范党组织生活，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青法村前任第一书记苏文多方协调，筹集资
金，带动干部群众推进村道硬化、村容美化、饮水净化等民
生工程，解决该村多年交通不便、环境脏乱差等问题；他 3
次吃闭门羹、5 次调解失败，最终以真情化解一起积怨多年
的土地纠纷。通过把一件件暖人心的事情做实、做到村民
群众的心坎上。

“强基工程”
基层党组织由“弱”到“强”

“平安工程”
治安环境由“差”到“好”

全国法治媒体采访团到青法村采访全国法治媒体采访团到青法村采访

三亚市政协主席周廉芬在青法村调研政法综治工作三亚市政协主席周廉芬在青法村调研政法综治工作

“振兴工程”
乡村面貌由“陋”到“新”

干净整洁的道路，道路走廊宣传栏里一条条朗朗
上口的乡村治理、普法宣传标语随处可见。这是记者
近日在青法村看到的新村貌。

一是打好脱贫致富牌。推进包点单位实行“捆
绑”式整村帮扶，选派 25 名帮扶责任人对青法村 121
户建档立卡脱贫户、9 户边缘户、22 户 37 名低保户、83
名残疾人结对帮扶，落实“两不愁三保障”扶贫政策；
因地制宜指导发展槟榔种植、冬季瓜菜、禽畜养殖等
产业，发展农业合作社，加强种养技能培训，不断提高
村民的生产性收入；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项目，每年可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3.6 万元，另为 57 户贫困户每年
增收 2000 元。

二是打好美丽乡村牌。先后投入 1800 万元，解决
村民交通、用水等问题，着力改善人居环境；投入 795
万元，整治田洋基础设施，打造千亩冬季瓜菜种植示
范基地，促进村里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安排 18 万元运行工作经费和 20 万元的服务群众专项
经费，用于维修路灯、村小组文化室及购买文体设施，
丰富群众业余生活等，让基层党组织“有钱办事”；扶
持 50 万元资金，发展壮大青法村集体经济；投入资金
解决青法村农田季节性灌溉用水困难，将有效解决青
法村近 1000 亩农田季节性灌溉生产用水困难问题。

三是打好文化惠民牌。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改造升级村文体休闲场所，积极开展丰
富多彩、健康向上的农村文化活动；打造平安、法治、
德治文化长廊；在青法村设置儿童之家、青少年社工
服务机构，充分关心青法村下一代，为儿童青少年营
造一个安全、温暖、丰富的成长环境。三亚探索将雪亮工程、警保联控、网格化管理等新

技术、新手段延伸到村，开展联防联控，治安环境变

好。3 年来，青法村成功调解村内纠纷案件 60 起，实现

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加强村级综治中心和基础网格建设。投入资

金推进青法村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规范设置群众接

待室、矛盾纠纷调处室、警务监控室，落实专人值班、实

体化运维，整合村“两委”干部、辖区民警、网格员、志愿

者等力量进驻村综治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采

取就地整合、专兼结合的方式，选好 9 名网格长，配齐网

格员队伍，落实源头发现、采集建档、分流交办、检查督

促、结查反馈、闭环流程等一体化网格化服务管理，把

便民服务、安全防范、化解矛盾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加强雪亮工程建设。完善重点场所、重点路

段、重点领域 20 路村视频监控，加强公共安全视频监

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并将“雪亮工程”的可视化、直

观化、扁平化、智能化功能，扩展到服务民生、基层党

建、生态建设、防灾减灾、精准扶贫等领域，提高乡村

治理智能化水平。

——加强平安创建工作。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禁

毒三年大会战为重点，全面排查整治村治安重点问题，

准确分析村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的特点和规律，深

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村戒毒康复工作站、禁

毒专干等禁毒基础建设，健全防范打击长效机制，依法

从严从快打击源头性、团伙性、暴力性犯罪，净化村社会

环境；优化整合驻村警务和农村群防群治力量，成立一

支 9 人的村级治安联防队，由雅亮派出所调度和指挥，落

实常态巡逻及村委会 24 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有效地预防

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在学习、借鉴

“枫桥经验”的基础上，创造“青法经验”。建立完善纠

纷调处制度、矛盾纠纷和重难点问题排查化解制度、信

息反馈等工作制度，积极探索“一村一律师”“1+1+2”

（1 名法律顾问、1 名村级专职调解员、2 名兼职调解员）

人民调解新模式，引导人民调解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员、社会工作者等专业队伍参与

调解，完善农村矛盾纠纷化解、利益表达机制，引导村

民群众理性合法表达和实现利益诉求。

青法村驻村第一书记王美全与青法村驻村第一书记王美全与

村民聊天谈心村民聊天谈心

为切实做好青法村大规模村民围攻事件维稳善后
工作，三亚市成立了由市委政法委牵头，市委组织部、
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局、市住建局、市司法局、
育才生态区等单位一把手为成员的维稳善后工作领导
小组，全面驻村开展维稳善后工作。

一是领导靠前，确保事件稳妥处置。案件发生后，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处置，迅
速启动应急处置和善后工作机制，联合派出综治、维
稳、案件侦破等 7 个小组，开展侦查抓捕、走访摸排、矛
盾化解、起诉审判、法治宣传等稳定工作，78 名犯罪嫌
疑人全部抓捕或自首到案，排查化解 3 起破坏生产工
具、农作物等疑似报复案件、3 起 30 人集体上访事件，
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

二是精准施策，确保审判期间社会稳定。针对案
件审判期间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工作组带领政法
干警、“两委”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安抚涉案人员家属情
绪，安排辩护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每天下去，一家一户去，被骂了，还去。骂了一个
月，慢慢村民就骂不动了。”驻村工作组成员、时任三亚
市委政法委禁毒专员罗红兵说，刚开始他们的工作举
步维艰，坚持下来才逐渐取得效果。

开庭前夕，三亚市两级法院院长带领庭审法官、合

议庭成员广泛深入村民群众、涉案人员家属走访座谈，
倾听民意，宣传法律，并联合公安、司法等部门以开庭
审判为契机，组织案件双方当事人亲属和部分村民群
众参加庭审，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家庭向受害人家庭
当庭致歉，取得了冰释前嫌、警示教育的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

三是感化教育，确保不稳定因素有效消除。针对
该案 73 人被刑拘、40 人被判刑，双方亲属心灵受创伤，
矛盾积怨深的问题，积极组织村法律顾问、心理咨询
师、老党员等走进双方家庭，通过一对一走访、面对面
疏导，开展法律宣传、心理疏导，及时掌握并解决他们
的生产生活困难，既解法结，又解心结。针对犯罪嫌疑
人关押期间，部分家庭在农忙季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政法机关及时组织力量帮助收割采摘，协调各部门为
犯罪嫌疑人符合条件的孩子主动办理低保，真正做到
人性化执法。为了加强青法社区服刑人员监管工作，
司法行政部门制定了监管工作预案，成立了青法社矫
工作站，对 19 名社区服刑人员实施有效安全监管。

“维稳工程”
社会风险由“高”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