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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镇海区社会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中心将搬迁到新址。办
公场地更大、入驻部门更多，老
百姓办事也将更为方便。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物理位
移，而是一次‘化学反应’。”许佳男
说，将充分发挥矛调中心在信访和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社会治理事件
处置、社会风险研判等领域的治理
共同体职能，建立健全上下联动、
横向协同的大矛调运行机制，为全
域治理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镇海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中心搬迁后，镇海的治理综合
指 挥 体 系 有 望 进 一 步 深 化 。随
着 “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的社
会治理综合指挥体系建设的不断

完善，镇海将进一步畅通社会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各协同平台
的分流处置和指挥联动体系，尤
其是建立健全“事要解决”为核心
的协同运行规范，形成“统分结
合、上下联动、分级运行、协同推
进”的社会治理工作格局，不断推
进“镇街吹哨、部门报到”为主抓
手的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体系。

同时，镇海区社会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中心将积极引导社会化
力量参与，不断增强各类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的
广度、力度、深度，夯实以“党
建引领、社会参与、家人治家”
为主力军的共建共治基础。

此外，镇海将进一步做优诉

源治理，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挺在前面，打造以“信访打头、调解
为主、诉讼断后”为主通道的多元解
纷机制。

“镇海将探索以社会风险决策
分析、预警预判为主方向的智慧治
理模式。”许佳男表示。镇海在全省
第一批试点运行矛调协同系统，目
前，大厅业务已实现全程线上办理。
下一步，镇海将大力实施政府数字
化转型，强化社会治理大数据应用，
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科技新手段，进一步探索开
展多平台信息比对，推动跨平台业
务 流 转 ， 强 化 “ 网 格 + 热 线 + 网
络”24 小时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
滚动排摸、实时转办、分级处置、

全程跟踪的系统支撑，探索“芯码
链数云”一体支撑的镇海智治模
式，提升社会治理系统集成、科学
研判和预警预测水平。

镇海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7 月上旬，市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提出
加快形成 15项重大标志性成果，其
中之一就是“打造全国市域社会治
理 现 代 化 示 范 城 市 ”。 镇 海 将 以

“ 重 要 窗 口 ” 模 范 生 的 意 识 和 担
当，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建设为牵引，通过资源整合、机制
创 新 、 流 程 再 造 ， 带 动 形 成 县 、
乡、村三级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
县域社会治理基本格局，为更高水
平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
多镇海经验。

打造治理综合体 助推全域治理现代化

从“联合接访”到“访调对接”，再到“访诉调融合”，历经10
年实践，镇海不断完善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功能，
以“多元共治、部门协同、智慧治理、社会参与”为特色，打造

“三级中心、四级平台”的全域解纷新体系，实现群众解纷“最
多跑一地”，不断推进全域治理现代化。近些年，镇海经验在全
市推广，并以各种方式复制输出到全省各地。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中，镇海
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镇海成建制、全业务整合区社会
治理综合指挥中心、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心以及综治中心、
人民来访接待中心等机构、平台，重新组建区社会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中心。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由协调纠纷处置的
实体性工作机构向统筹社会治理的治理综合体转型，为基层
社会治理创新探索“镇海经验”、打造“镇海样板”。

日前，在镇海工作的陈女士来到
镇海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希望解决自己与就职企业之间的社
保缴纳纠纷。在工作人员的调解下，
双方很快达成了初步补缴方案。

“之前，找公司领导好多次，但
他们说过错在我。”陈女士说，在朋
友的指点下，她来到镇海区社会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到了之后，她
发现这里有好多部门的办事窗口，
可以一站式满足老百姓寻求的各类
矛盾纠纷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
窗口受理后，马上联系管理部门和
公司，通过协商，迅速把问题解决
了。”陈女士说。

近年来，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
环境和繁复多样的群众利益诉求，
镇海区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建立部门间协作配合机制，在省
内首个建成并实体化运行县（市、
区）级“矛调中心”，建立起“一体化、
模块化、法治化、协同化”的县（市、
区）域部门协作矛盾化解新模式。

在镇海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中心，一站式联合接待、一揽子调
处纠纷、一条龙服务群众，实现“只
受理不办理”向“受办一体”转变，

“一元化解”向“多元化解”转变。针
对新情况、新问题和人民群众的新
需求，通过不断调整完善，镇海区社
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如今已成
为全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总枢
纽。

据介绍，镇海区社会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中心拥有司法服务、劳动
维权、诉讼服务、联合接访、信访调
处五大功能区块，司法、法院、人社
等 20 多个部门联合办公，实行矛盾
调解、诉讼服务、法律援助、劳动仲
裁(监察)、信访调处“五位一体”运
行机制，真正让矛盾纠纷化解只进

“一扇门”“最多跑一地”。
镇海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中心副主任胡彬介绍，按照业务需
要，该中心采取重点部门集中常驻、
一般部门轮换入驻、涉事部门随叫
随到三种形式，原先独立的信访、司
法、仲裁、诉讼、调解等矛盾纠纷化
解路径全面融合，并且与法律援助、
第三方服务等联动，实现全区机关
部门联合调处和多元化解全覆盖。

此外，中心还设有“访、调、仲、诉”对
接窗口，信访案件调解不成，可直接
在这里申请仲裁或诉讼，确保“一站
式”解决，有效避免了群众多头跑、
反复跑。镇海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
队副大队长吴迪告诉笔者，劳资纠
纷是受理件中较多的一块，也是群
众比较关注的问题。之前，群众维权
要跑好几个地方，现在只需来到矛
调中心窗口就能得到一站式服务，
真正实现让老百姓“最多跑一地”。

“这个二手空调折腾了我一个
月，没想到你们一介入，几天就解决
了！”近日，张女士把一面锦旗送到
入驻镇海区矛调中心的骆驼法庭调
解员丁达君手中。

今年 7 月，张女士在某二手交
易平台上以 800 元的价格下单了一
台松下空调，没想到这是一台“假松
下”。张女士联系了空调卖家，可是
卖家置之不理，交易平台和消费者
协会也联系不上卖家。

张女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进
镇海矛调中心的大门。进门后，她发
现了骆驼人民法庭的窗口，心想干
脆打官司解决算了，张女士随即要
求骆驼人民法庭立案。

立案法官建议张女士先走诉前
调解程序，征得其同意后法官立即
委托驻矛调中心的人民调解员丁达
君协调此事。丁达君多次拨打卖家
电话，但都被拒接。丁达君多次发送
手机短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
解法律规定和后果。两天后，卖家主
动回电同意调解。最后，卖家退还
800 元货款，并赔偿张女士 100 元的
损失。

丁达君说，从前，骆驼人民法庭
是“单打独斗”的工作模式，入驻镇海
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后，形
成了“多部门协同作战”的工作格
局，“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
的解纷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打破传统信访工作部门间流
转 的 空 间 阻 隔 ，杜 绝‘ 踢 皮 球 ’现
象。”胡彬说，目前，镇海区社会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实现一般性质矛
盾当场调处回复，需跨部门协调的
7 日内答复，重大矛盾回复时间不
超过一个月，“轻小易”不再拖成“老
大难”。

打造总枢纽
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

一根杆子插到底！在以人民
为中心的思想指引下，除了区级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这个

“总店”，镇海还在镇 （街道）、
村 （社区） 以及基层网格里开起
了“分店”，为群众解纷“家门
口就近跑一地”提供便利。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
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
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
基层。我们不断推动矛盾纠纷处
理关口前置、服务下沉，以区社
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为牵
引，在各镇 （街道） 建设中心，
在村 （社区） 建设代办站，在基
层网格建立代办点，建设了四级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体系，进
一步做好提前摸排和提前处置工
作，实现‘大调解、中诉讼、小
信访’。”镇海区社会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中心主任许佳男说。

“本以为这件事要打官司解
决，想不到在村里的‘网格驿
站’就处理好了。”9 月初，走
出位于澥浦镇十七房村庙后老年
协会的矛调“网格驿站”，来自
四川的务工人员陈林富心里的一
块石头落了地。

不久前，陈林富在为十七房
村一农户修房时，不慎从二楼掉
下来，摔断了腿，当事双方无法
就赔偿达成一致。陈林富向网格

长戴列敏反映情况，戴列敏召集涉
事方、调解员、联村干部和镇劳动
监察中队工作人员共商共议，最终
达成协议。

再小的矛盾纠纷都有人管，还
能“一站解决”。从区级中心到基
层网格，镇海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体系实现了全域覆盖。目前，
全区初步形成以 1 个区中心、6 个
镇街中心、89 个村社议事中心和
680 余个网格为基础的调处工作驿
站组成的三级中心、四级平台工作
体系，可为群众提供全域信访解纷
服务。

“四级平台就像个‘金字塔’，区
中心位于顶端，镇（街道）在第二层，

村（社区）在第三层，‘网格驿站’是
底座。”胡彬说，群众到“网格驿站”
反映情况，调解不成的，由“网格驿
站”将调解和议事记录等资料上传
宁波市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
系统，再提交村社议事中心调解；村
社议事中心解决不了的，说明情况
并由镇街中心审核通过后解决。

除四级平台工作体系之外，镇
海区还搭建信访服务“网上商城”，
群众在家“点点手指”就能解决问
题。依托区 12345 中心，将信、访等
传统渠道和网络、电话、微博、微信、
网络问政等新媒体渠道全部整合，
实现“线上一号对外、一网流转；线
下无缝对接、一揽子调处”。

一杆插到底 构建全域覆盖的解纷体系

全域治理现代化对基层治理
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镇
海区整合资源力量，以区社会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为“支点”，
构建治理一体化工作体系。

在去年将区社会矛盾联合调
处中心在区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
心挂牌的基础上，镇海今年成建
制、全业务整合区社会治理综合
指挥中心、12345 政务服务热线
中心，以及综治中心、人民来访接
待中心、诉讼服务中心、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社会心理服务指导中
心等机构、平台，重新组建区社会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今年，镇海区社会矛盾联合
调处中心再次迈出探索的脚步，
由矛盾调处向基层治理领域全面
介入。镇海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中心将作为区委区政府统筹
社会治理、协调纠纷处置的实体
性工作机构和综合性工作平台，
构建一体化工作体系，探索形成
职能清晰、响应及时、执行有
力、便民高效的基层社会治理综
合指挥体系。

“沿江西路 372 号附近有处
架空线缆破损下坠，存在安全隐
患，请相关部门尽快处理。”近
日，招宝山街道胜利路社区网格
员陈新刚在巡查中发现情况，立
即拍照记录，并上传至区社会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智慧城管”
信息采集平台。

随 后 ，该 平 台 开 启 处 理 模
式，工作人员与多家协同单位联
系后，均无责任单位认领，随即
确认该线缆属于无法查清产权或

责任主体的“无主设施”。镇海区
社会矛盾联合调处中心立即启动

“代整治”机制应急修复，30 分钟
内，市政维修人员到达现场，1 小
时后，线缆修复完成。

无主市政设施因为权责不清，
曾是个管理“老大难”问题，镇海区
由区社会矛盾联合调处中心统筹，
创新推出“代整治”修复机制。

“该机制解决了城市管理中责
任主体难以查清、界限不明、职权交
叉、管理缺失等痼疾。”胡彬介绍，今
年以来，中心已累计“代整治”修复
各类市政设施 200 余件，有效解决
管理界限不清和推诿扯皮现象。

“僵尸车”也是城市管理中的顽
疾。今年 7 月以来，镇海区社会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联合公安、街道
等单位，全面推出长效整治机制。

作为整治工作的牵头单位，镇
海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依
托区综合指挥中心，广泛收集、统
计全区网格上报的“僵尸车”信息
和数量，确定全区“僵尸车”分布
情况，并协调全区各相关职能部门
和属地街道，制定管理办法，明晰职
责任务，消除以往“僵尸车”处置周
期长、流程繁琐的弊端，大大提升整
治效率。3 个月来，全区共排查“僵
尸车”497 辆，拖离 346 辆。

“以‘僵尸车’整治为切入口，接
下来，我们将持续探索破解噪音扰
民、油烟问题等各类长期困扰群众
生活的老大难问题，通过梳理高频
事件清单，健全指挥体系，统筹管
理落实，重新打造治理流程，努力
交出一份让群众满意的答卷。”许佳
男表示。

矛调中心为“支点” 全面介入基层治理领域

探索全域治理现代化新模式探索全域治理现代化新模式

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为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为““支点支点””打造社会治理综合体打造社会治理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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