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宋爽

“法为上、礼为先、和为贵”。走进兴安盟中级人
民法院靖荣调解室，这九个字尤为醒目。一面面锦旗
既是对法官工作的肯定，又是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靖荣调解室以擅长调解各类疑难复杂案件受到当事
人的认可，被称为法院里的“专家号”。

日前，靖荣调解室金牌法官朱靖荣到扎赉特旗调
解一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案件。案件还要追溯
到2009年，扎赉特旗刘某、董某夫妻二人所住的房屋
被列入拆迁范围，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房屋拆
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房地产开发公司为夫妻二人
回迁安置一套门市楼、两套住宅楼。2011年楼房建成
后，房地产公司未按照协议履行交房义务，于是刘某、
董某二人索性将该楼盘一套门市楼占为己有。多年
来，双方始终未能就拆迁回楼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多
次发生言语上的冲突。

靖荣调解室受理该案后，考虑到案件涉及民生，
且法律关系复杂，时间跨度大，为使纠纷尽早得到妥
善解决，朱靖荣多次赶往扎赉特旗与房地产公司及董
某进行沟通协调。在调解过程中，法官找准症结点、
抓住突破点、平衡各方利益，耐心倾听各方意见，并将
相关法律法规释明。经过法官耐心细致的工作，最终
促使各方达成调解协议。至此，这起积压10年之久
的房屋拆迁纠纷得以圆满化解。“靖荣调解室专业法
官进行法律讲解，防止了矛盾激化，而且对于调解结
果，双方都愿意接受，也会主动履行调解协议，做到真
正化解矛盾。”董某说。

靖荣调解室，只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一
种方式。该院积极构建多方参与的诉源治理大格局，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中利用人民调解成
本较低、方便快捷的特点，在消费纠纷、医疗纠纷、交
通事故纠纷、物业纠纷等领域开展一站式服务，在充
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适时进行诉前调解，调
解成功以及速裁案件不再流转到业务庭室，确保简单

案件得到快速处理。
多元联动不局限于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在基层

法庭也属于常态。于某某诉赵某、赵某某农村土地承
包合同纠纷一案，被告拒不返还该土地，科尔沁右翼
前旗人民法院大石寨法庭了解上述情况后，联合大石
寨司法所、派出所启动两所一庭联动机制，由三个部
门共同出面解决纠纷，派出所从维护治安稳定的角
度，联合村委会确认土地位置，并全力做好安保工作；
司法所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角度出发，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开展调解矛盾；大石寨法庭从维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角度出发，为双方当事人解释相关法律，并对
判决结果形成作出详细解释说明。通过三个部门共
同努力，最终被告认识到自己错误，并将法院判决的
耕地主动返还，联合执法使该案件得以平息。

目前，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已与盟工商联、司法
局等单位分别签署协议，建立纠纷解决多元联动机
制，搭建多元解纷平台。全盟两级法院均开通人民调
解平台，共办理案件2250余件。

老百姓的司法便民“专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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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本报记者 白丹

26 岁的郑某某本来有
一个幸福的家，善良的公婆，
勤劳的丈夫，还有一对可爱
的 双 胞 胎 儿 子 。 但 是 在
2019年刚过完元宵佳节的
一个夜晚，一场车祸打破了
这个平静的家庭。郑某某的
丈夫包某某在下班回家途
中，被一辆厢式货车碰撞后
经抢救无效死亡。一家五口
瞬间失去了顶梁柱，被告人
仅有保险公司赔付了一小部
分，剩余90多万元的赔付款
无法执行到位。一场不幸使
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顿时陷
入了困境。

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检察
院检察人员在审查卷宗时发
现了这一救助线索，便及时
联系郑某某，告知其可以向
检察院申请司法救助。经两
级检察院控申部门审查，郑
某某一家的户籍地在通辽市
扎鲁特旗嘎亥图镇，到土左
旗来打工租房居住。为了进
一步调查核实郑某某的家庭
生活情况及探索对其进行延
伸救助，今年7月中旬，土左
旗检察院派员远赴通辽进行
调查走访，并且在扎鲁特旗检
察院的大力协助下与当地教
育局、政府部门协商沟通，积
极对郑某某进行延伸救助。

呼和浩特市检察院检
察长张忠明在听取了郑某
某司法救助案件汇报后，亲
自接待了申请人郑某某。
详细了解了郑某某一家目
前的生活状况及存在的困
难，“家里老人身体状况怎
么样？”“老家的房子还能住
吗？”“你一定要承担起这个
家庭重担，孝顺好老人、教
育好孩子”……，温暖的话
语、鼓励的眼神、诚挚的嘱
托，使得申请人郑某某几度
感动落泪。

为了尽快推动落实多元
化救助措施，土左旗检察院
通过远程视频与通辽市扎鲁
特旗检察院取得联系。扎鲁
特旗检察院表示要全力支持
该案的办理，已经与当地教
育局、民政局沟通协调，目前
孩子入幼儿园和申请低保事
宜正在办理之中。经过案件
调查、审批程序，5万元的司
法救助金发放到郑某某手
中，拿到救助金的郑某某感
激地向检察干警深深地鞠了
一躬。

一次牵动两地的
司法救助

城乡社区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
园，是党和国家许多政策措施落实的“最后
一公里”，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大
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城乡社区治
理作出了一系列新论述、新部署，我国城乡
社区治理取得了长足进步，基层党组织领导
核心作用有效发挥，基层群众自治深入发
展，社会力量协同作用日益显现，社区服务

水平明显提升，居民福祉不断增进，同时也
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把城乡社区
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
建共享的幸福家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多
措并举，把中央决策部署切实落实到位。

社区虽小，却联结千家万户。随着我
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小区人口密集，居民
需求多样。社区责任“无限”、手段“有限”、
人员不足的矛盾在抗疫中更为凸显。党员

干部疫情期间下沉，弥补了社区治理力量
的不足，成为抗疫期间基层治理的中坚力
量。这一来自实践、来自基层的治理经验
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更需要结合当前实际，
不断创新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让优势资
源和力量更多下沉基层，让党员干部在居
民身边发挥“看得见”的作用。始终围绕人
民群众的现实需求，瞄准社区治理的难点、
堵点，我们就能找到基层治理的切入点和

突破口，更好地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百
米”，甚至“最后一米”。

从拥有数十年历史的“枫桥经验”，到
如今推进群众自治组织的建立，从抗疫初
期数十万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到把党支部
建在小区的创新之举，每一步探索、每一次
努力都根植于人民群众的需要，根植于社
会发展、改革实践的土壤。改革创新最大
的活力蕴藏在基层和群众中间，对待新事

物新做法，要加强鼓励和引导。要以创新
之志，以实干之力，为社会治理赋能。

社会治理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
关键在体制机制创新。基层是社会治理的
第一线，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发挥好物业公司、业委会等社会力量，发挥
好小区党支部的引领作用，不断创新基层
治理的方式方法，才能画好共建共治共享
的基层治理同心圆。

画好基层治理同心圆
◎正文

■故事 ■以案说法

■明镜

□本报记者 陈春艳

阿拉善左旗持续深入推进社区综合治理，
通过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社会治理模
式，凝聚社会力量全面参与社区治理，居民尊
法守法意识增强，社区干净整洁、邻里互帮互
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风气正在形
成。

发扬基层民主
“过去我们小区栽种树苗，管护工作跟不

上，成活率不高。现在小区居民都有绿化认领
任务，有人会把洗菜的水存起来浇灌花草树
木。”西花园小区居民赵惠玲说。

西花园社区尝试推行公种私养模式来保
障绿化成果，激发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居民
买来核桃、苹果、桃、杨梅等树，栽种在小区空
闲地并长期管护，不仅提高了树木的成活率，
提升了绿化率，也增强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和
获得感，促进了小区文明和谐建设。西花园社
区党委书记、社区主任赵丽霞说：“只有一切从

方便群众、服务群众出发，着力打造居民参与、
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才能构建有活力的基层
社会治理新模式。”

为推进群众自治组织的建立，各社区成立
党员群众监督议事委员会，组织召开社区协商
议事会议，保障居民知情权、建议权、评议权和
决策权，使民意得到充分及时的表达，民主决
策社区事务；各小区定期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
和物业工作联席会议，开展学习交流，改进小
区管理，提升群众满意度。

为充分发挥党员、志愿者队伍以及群团组
织的作用，营造邻里互助、居民自治的良好氛
围，西花园社区把群众文化活动中心的管理服
务工作交给党员群众管理，事务专人负责；聘
请社区义务图书管理员、邻里调解员、心理疏
导员、事务监督员等，给居民自治搭建平台，让
群众参与到社区和小区事务管理中来，充分发
扬基层民主。

厚植道德底蕴
“去年，我陪丈夫在银川、北京治病，30多

岁的儿子身有残疾在家里无人照料，邻居们每

天给我儿子送饭、买水果，甚至接到他们家里
一起吃饭……”近日，在王府街道西花园社区
举办的“夸夸我的好伴侣、好邻里、好儿媳、好
婆婆”最美家庭、最美邻里故事会上，小区居民
付凤莲用朴素的语言、真挚的感情讲述自己的
经历，有人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为拉近居民的距
离、增进邻里之间的感情，西花园社区连续2
年举办了百家宴、邻里节等具有社区特点的群
众活动。这些平时忙于自己事务的小区居民
围着同一张桌子，品尝各家的饭菜，谈心拉家
常，从前陌生的人变得亲近了。有的以前见
面，点头示意后就各自匆匆离去，如今肩并肩
坐在一起聊聊家长里短、大事小情，有了说不
完的话题，感情迅速升温。“过去同住在一个小
区，好多邻居我都不知姓啥叫啥。通过社区这
些活动，不仅相互之间熟悉了，谁家有个事儿，
说一声邻居都会上门帮忙。”西花园小区居民
阿丽玛说。

额鲁特街道安达社区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围绕“凝聚群众、引导

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目标和要求，开展
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文明创建和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目前，社区已组建 7支志愿者队
伍，根据群众需求开展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成为社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们以党建为引领，利用党（工）委书记
讲党课、居民大讲堂等平台，组织物业公司党
员职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物业管理条
例、劳动服务技能等专题培训，提升物业公司
员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为民服务水平。”阿左
旗组织部门负责人介绍说，通过开展系列道德
大讲堂、评选最美家庭、道德模范以及“传家
训、立家规、扬家风”故事分享等活动，该旗涌
现出许多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不断提升居民
群众道德素养，厚植基层社会治理的道德底
蕴。

营造守法氛围
“赵主任，我已编写完《西花园小区业主大

会议事规则》，请你征求一下大家意见，看还需
要哪些修改和补充。”退休干部、西花园小区业
委会主任孟克巴图说着，把一个小册子交到赵

丽霞的手里。这个小册子涉及小区公共卫生、
机动车停靠、宠物饲养、房屋装饰装修等70多
条规定，以此规范小区居民活动行为。

西花园社区着力推进小区的制度建设，通
过开展一系列工作，激发各方工作积极性，撰
写印发各小区《业主章程》《议事规则》《居民公
约》，不断提升小区居民的法治思维与法治意
识，提升群众参政议政能力与主动性、积极
性。以开展法治社区建设活动为载体，引导教
育居民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
法，不断提升广大居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律
素养。

安达社区邀请法律工作人员进社区普及
法律知识，为群众答疑解惑，培养依法处事的
良好习惯。“我们运用‘枫桥经验’解决辖区矛
盾纠纷20多起。”安达社区负责人说。

阿左旗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深化
法律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等基层普法活动，
提升基层群众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做到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
区，开辟了基层社会治理新局面。

“三治融合”聚民心 社会治理有力量

□本报记者 陈春艳

网络赌博的坑有多深？远远超乎你的想
象。一些人沉迷网络赌博，做着一本万利的美
梦，却不知其背后都是骗局，结果往往输得血
本无归。

近日，赤峰市公安局松山区分局历经60余
天苦心经营、连续奋战，成功破“5·21”特大跨
境网络赌博案，彻底打掉一个境内外勾结的网
络赌博犯罪集团，捣毁网络赌博窝点3个，抓获
组织和参与网络赌博的违法犯罪嫌疑人60名。

5月21日，张某到松山区分局报称：2019
年7月至2020年4月，他通过手机微信群参加
网络赌博活动，输了100多万元，请求公安机
关查处。

案情引起松山区分局党委高度重视，各部
门立即开展调查工作，最终确定该案系涉及柬
埔寨、阿联酋和国内广东、福建等地的多层级
跨国网络赌博案。这个跨境网络赌博团伙以
境外赌博公司为依托，通过境外操控的方式，
组织团伙成员在国内发展下线实施赌博活动，
分布在全国广东、福建、辽宁等十几个地区。

民警调查发现，该网络赌博组织分工明
确，团伙成员较多、身份虚拟、人员分散、案情
复杂，侦查工作涉及各地配合、技术配套、经费
保障等诸多问题，压力和挑战前所未有。为
此，松山区分局在初步查证属实的基础上，成
立“5·21”跨境网络赌博案工作专班，全面开
展案件侦破工作，并争取到了赤峰市公安局的
技术支持。

因网络赌博形式较为新鲜，方式较为隐蔽，
且该类型犯罪中广泛使用第三方网络支付渠道，
专案组在市局技侦、网安等部门的密切配合下从
报案人张某入手，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手段和信息
资源，开展大量数据筛查和海量信息研判，并派侦
查人员多次前往广东、福建等地开展调查取证，由
点及面层层推进，逐步明确了部分组织和参与网
络赌博的违法犯罪嫌疑人身份，进而全面掌握了
该团伙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分工。

在明确组织和参与网络赌博的主要违法
犯罪嫌疑人身份并全面掌握人员活动轨迹后，
专案组认为集中收网时机已到。7月 9日，
160名民警组成53个抓捕工作组分赴广州、
福建、江苏等6省14个地区开展抓捕工作，并
于7月16日成功收网，后将犯罪嫌疑人全部
安全押解返回松山分局。警方冻结支付宝账
户486个，扣押银行卡496张、手机235部、移
动介质70个、笔记本电脑11台，涉案金额高
达人民币2亿多元。

至此，“5·21”特大跨境网络赌博案成功
告破，案件的相关审理工作还在进行中。

警方提示：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
定，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我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参与赌博赌资较大
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
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为了社会的安定
和谐，请务必牢记赌博危害，远离赌博，保持头
脑清醒。同时，打击赌博人人有责，如发现赌
博违法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网络赌博的坑
有多深？

【短评】

就地解纷

近日，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诺干诺尔
边境派出所民警在走访中了解到一起邻里纠
纷，经过近3个小时的调解，矛盾双方从激烈
争论到互相谅解，最终握手言和。

本报记者 宋爽 摄

法治夜市开张

近日，鄂尔多斯市达
拉特旗交管大队联合旗司
法局、检察院等部门在市
政广场开启以民法典宣传
为主题的“法治夜市”活
动，现场为群众讲解相关
法律法规。新颖的“摊位”
宣传形式，调动了现场群
众学法的积极性。

邱瑢 摄

加班加点办户籍

近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巧报派出所户籍室民警正在
为群众办理户籍业务。据了解，近期来派出所办理各项户
籍业务人员大增，为了让群众少跑路，户籍民警们耐心为
群众讲解所需材料，还放弃午休，加班加点。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