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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普法 ■故事

共绘边境治理“同心圆”

□本报记者 陈春艳

行政拘留是指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
法律规范的人，在短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一
种行政处罚。关于行政拘留你了解多少呢？
被行政拘留会留下案底吗？行政拘留和刑事
拘留一样吗？对此，记者采访了呼和浩特市
公安局法制支队刑事案审大队副大队长乌兰
巴勒。

乌兰巴勒告诉记者，行政拘留是最严厉
的一种行政处罚，通常适用于严重违反治安
管理但不构成犯罪，而警告、罚款处罚不足
以惩戒的情况。因此法律对它的设定及实
施条件和程序均有严格的规定。行政拘留
裁决权属于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期限一般为
10日以内，较重的不超过15日，并罚时最长
20日；行政拘留作出后，被处罚人不服行政
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
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
留的申请。公安机关会根据法定条件审查
是否符合暂缓的条件，从而决定是否同意暂
缓执行。

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都由公安机关执
行，对于二者的区别，乌兰巴勒作了详细的解
释：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有着本质区别。他
说：“首先是法律性质不同。行政拘留又称治
安拘留，尽管是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处罚，但
也只是一种行政处罚手段；而刑事拘留是在
刑事诉讼中为了保障诉讼顺利进行所采取的
一种强制措施，不是制裁手段。其次，违法程
度不同。行政处罚的对象主要是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尚未构成犯罪
的违法者；刑事拘留的对象则是触犯刑法，需
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现行犯或者重大犯罪嫌疑
分子。还有，适用目的不同。行政拘留的目
的是通过这种处罚手段来惩罚和教育违法
者；刑事拘留的目的在于防止或制止现行犯、
重大犯罪嫌疑分子逃避或妨碍刑事诉讼活
动。再次，适用机关不同。行政拘留只适用
公安机关，而刑事拘留的决定权在公安机关
和人民检察院。最后，羁押期限不同。行政
拘留的最长期限是15天，违法行为人的多个
处罚合并执行时，最多拘留 20日；一般案件
的刑事拘留期限为 3日，公安机关应在三日
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
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
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
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
长至三十日。”

对于行政拘留会不会留下案底，乌兰巴勒
警官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的《关于建立犯
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的通知规定，案
底是指某人犯罪行为的记录，又称犯罪人员犯
罪记录制度，在我国法律中一般指有过刑事犯
罪前科的档案记录，而该犯罪档案一般存放至
公安部门保存。

民警提示：行政拘留不属于犯罪记录的
案底，但是，被行政拘留的记录在公安机关
的治安部门是可以查询到的，对报考公务员
以及特殊部门雇员的当事人的政审环节可
能造成不利影响。受过行政拘留处罚的人
无法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对移民、出
国等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
要遵纪守法。

行政拘留会留下案底吗？

□本报记者 宋爽

“在牧区，最关乎群众利益的就是草场划分
问题，一旦发生纠纷，牵扯的负责单位多、划分
方案复杂，成为最令民警们头疼的案件之一。”
包头边境管理支队满都拉边境派出所所长苍林
感叹道。

为切实担负起“服务一方百姓、守护一方
平安”的重大责任，不断提升边境辖区社会发
展水平，该所结合辖区实际，积极探索新时代
枫桥经验在牧区的实践路径，整合边境地区
司法、民政、防疫、草监等 16家职能单位打造

北疆警地联动综治服务中心，全力构建“矛盾
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模范边
境辖区。

很快，这一做法在包头市其他边境派出所
得到推广。2020年，包头边境管理支队适应边
境管控新形势，持续完善北疆警地联动综治服
务中心建设，推动构建边境地区党政军警民

“五位一体”新格局，实现辖区治安形势早分
析、治安隐患早预防、治安问题早整治，切实筑
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北疆警地联动综治服务中心大厅共设立
户籍办理、交管业务、流动人口、外国人管理
四个窗口，案件受理、联动调解和远程调解三

个接待室，其中远程接待室可以视频连线专
业律师，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满都拉边境
派出所教导员杨卫东介绍，如今，服务边民群
众、边境社会综合治理、多元矛盾纠纷化解、
五位一体联合巡边、突发事件联合处置等 10
大功能集于一“厅”，促成边境资源新融合，创
新完善各类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构建源头防
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
盾综合治理机制，2020 年 6 月建成至今共受
理群众诉求478起。

此外，包头边境管理支队将辖区多发易发
纠纷案件整合分析，推出了“警+X”矛盾纠纷化
解办法，推动形成了“人人都是治安先锋，个个

都为平安出力”的综合治理格局。结合辖区网
格化管控格局，在每个网格区挑选熟悉当地情
况、威信较高的牧民担任网格员，负责收集民情
民意、调处矛盾纠纷、化解治安隐患等工作。民
警与网格员通过纠纷调解微信群时时沟通联
络，将警务工作延伸至最前沿，实现矛盾纠纷和
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化解。“一有
风吹草动，我们的护边员、网格员就会在微信群
里发布信息，辖区动态尽在掌握。”巴音花边境
派出所教导员杜文伟底气很足。

一串串坚实的足迹，激荡建功草原的蓬勃
斗志。警民携手稳边固防，北疆草原越发和
谐、安宁。

□本报记者 白丹

“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检察机
关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督促相关
部门及时拆除违章建筑，为生态环境
保护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近日，
自治区人大代表李洪山了解到乌海市
海勃湾区滨河街道、龙游湾国家湿地
公园临建彩钢房、太格码头乱建旅游
设施全部拆除时评价道。

2020年 9月，为强化乌海市河湖
管理保护和执法监督工作，乌海市检
察院与乌海市河长办公室联合制定了
《2020年乌海市河湖治理“秋季”行动
方案》，强化河长办、河长制责任单位
与检察机关协同协作、联防联控，形成
河湖管控合力。

2020年10月底，乌海市检察院联
合河长办组成的督查组发现，海勃湾
区滨河街道、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的
临建彩钢房、太格码头违规乱建旅游
设施等问题一直没有整改。这三处违
章建筑在河道保护范围内，对河道行
洪造成了安全隐患。乌海市检察院遂
依法立案审查并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
检察建议，要求限期整改拆除违章建
筑，排除河道行洪隐患。

检察建议送达后，相关行政机关
积极履职，联合滨河街道办事处、千里
山镇政府等相关单位，将海勃湾区滨
河街道、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太格码
头等周边共4500平方米的违章建筑
全部拆除。

据了解，近年来乌海市两级检察
机关与河湖管理部门常态化开展黄河
沿岸及河道联合巡查，重点整治“四
乱”突出问题。此次行动，共立案审查
13件，督促行政部门拆除清理违法建
筑13处，推动河湖长制“见实效”，河
湖公益诉讼“见疗效”。

公益诉讼见“疗效”
河湖长制见实效

近日，锡林浩特铁路公安处阿巴
嘎旗车站派出所民警与护路联防队
员来到锡二线巡查，确保铁路安全畅
通。 袁存雨 摄

守护线路

目前，额布都格口岸经历一场寒潮，额布都
格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
案，确保通关效率。图为民警在查验通关车
辆。 王贺桐 摄

坚守一线
近日，呼和浩特市大学城派出所民警走

进校园，向大学生宣讲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
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提高辖区大学生法
律修养。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与法同行

我区各级人民法院在“一站式”多元解
纷机制建设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获得了
最高法的肯定，值得点赞。

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过于倚重国家的作
用和力量，而忽略其他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
致使大量纠纷涌入法院，导致法院案多人少，
办案效率降低。而“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则
是着眼于诉源治理，将大量积压的案件或者即
将涌入法院的案件进行外化分流解决，不仅提
升了效率，还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当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改革创新力
度，在更高层次、更高平台上推动多元解纷
机制不断取得新成效。

首先，要创新解纷载体，以构建多元联
动解纷网络推动多元改革平台化。强化纠
纷化解平台建设，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作为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深化和延伸，整合
法院、公安、司法、群团、基层社会组织等部
门力量，推动司法资源重心下沉，建立多层
次、立体化纠纷解决途径。

其次，要创新工作机制，以完善法院内部
解纷机制推动多元改革机制化。建立流畅的
案件繁简分流机制，设置小额诉讼、速裁等多
种可供选择的程序，实现不同案件在诉讼系统
内的合力分流，做到“简案快办、繁案精审”。

第三，要创新诉讼服务，以加大现代科
技技术运用推动多元改革智能化。要加强
技术的研发投入，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等引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打造“互
联网+多元解纷”工作模式。探索对纠纷解

决进行全程管控、数据采集、信息共享，为
当事人理性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提供合理逾
期，实现各类调解资源线上融合与共享共
用，助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

与任何事物的完善一样，完善多元化
解决纠纷机制不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
中，要改变化解社会纠纷传统观念，健全相
应法律法规，完善法院和其他相关部门的
有关具体机制，赋予当事人在解决纠纷时
有更多的选择。

□本报记者 帅政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三次提到我区
的法院工作，其中一条指出，内蒙古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扬“蒙古马精
神”探索草原特色矛盾化解模式，推
动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近年来，自治区各级人民法院以
实际行动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
诉讼服务机制建设，为我区社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
司法服务、司法保障。

巡回审判车 奔驰在草原

内蒙古地域辽阔，东西狭长，点
多面广，人口居住分散。我区各级法
院立足地区实际，充分发挥巡回审判
车、诉讼服务110、“流动人民法庭”
服务基层群众的重要作用，积极开展
诉讼服务、纠纷化解工作。100多台
配置有车载科技法庭的巡回审判车

如常年奔驰在草原上的“正义使者”，
走过北疆的每一个角落，将法治的阳
光播撒在各族人民的心中。

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农牧民
群众在春季接羔、秋季打草的季节可
节省路途上的奔波时间，直接到嘎查
设立的巡回审判点解决纠纷。遇到
相邻权、简易人身损害赔偿、赡养、小
额债务等纠纷，当地的巡回法庭就在
矛盾纠纷发生地现场开庭，就地审
理，并邀请当地群众旁听，让调解更
具时效性和公信力，使群众明白“当
事人不能虚构案件事实”，从而提升
案件审理质效和社会效果。巡回法
庭的一些法官们可以流利地使用鄂
温克语、达斡尔语、蒙古语、汉语四种
语言与当事人进行交流，让农牧民切
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全区各级人民法院精准对接偏
远地区人民群众司法需求，设置358
个人民法庭，120个巡回审判点，构
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诉讼服务
体系，立足城乡基层，及时就地解决

群众诉求，保证群众不受地域限制享
受普惠均等的诉讼服务。

只进一扇门 解决烦心事

化解基层中的矛盾纠纷是社会
治理的重要课题。去年，最高人民法
院对全国法院在“一站式”建设工作
中表现突出的单位予以通报表扬，我
区翁牛特旗、临河区、阿荣旗三地人
民法院获此殊荣。

所谓“一站式”，就是打造“一个
大门进来、一个窗口对接、一揽子解
决问题”的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以
高效便捷的方式解决百姓的烦心事。

我区各级人民法院在“一站式”
建设方面作了诸多有益探索。

罗滢是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院
的一名法官助理，去年8月以来，她
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乌达区人
民法院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在线调解工作室调解员。去年，乌达
区人民法院对接乌达区政法委、司法
局、工会、妇联、房管局、银行等多家

单位，先后成立 5家主题调解工作
室，从而推进法院多元化解纷平台建
设。罗滢所在的在线调解工作室就
是其中之一。

“这几个调解室都是法院对接工
会、房管、司法等部门建立的，除特邀
调解员和法官助理利用线上调解平
台在线化解纠纷之外，我们采用‘法
院+工会’模式，在诉前化解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合同纠纷中，由
乌达区工会派驻调解员进行诉前调
解工作，采用‘法院+银行+房管局’
模式，化解银行借款合同、民间借贷
纠纷、物业服务合同类纠纷，并返聘
资深退休老法官入驻金融物业调解
室工作。”乌达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
庭长、多元解纷中心负责人刘慧介绍
说，采用‘法院+司法局’模式，邀请律
师、人民陪审员积极参与到多元化解
纠纷平台工作中，提供专业的法律咨
询及化解纠纷服务，聘请了22名调
查员、两名律师，两名法律工作者，成
为家事调解员。目前，各工作室已经

运行了半年，效果非常好。
当前，全区旗县人民法院推动旗

（县）党委成立矛盾纠纷化解中心
135个。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
多部门参与，一个窗口对接，一揽子
解决问题的多元解纷格局，大大缓解
了法院案件压力。

服务智能化 诉讼有效率

诉讼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直接关
系到百姓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过
去，法院送达一个法律文书，从邮件
发出到收到送达回证，少则3天，多
则半个月。一桩案子从立案到开庭
往往要跨越很长的时间。

为了提升诉讼服务的效率，自治
区高院建立了全区统一送达平台，除
一般性直接送达方式外，电子送达、邮
寄送达均实现全流程通过统一送达平
台完成。实现电子送达后，法律文书
可以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
直接送达到当事人，并即时收到电子
送达回证。在送达时限上，过去需要

10天－15天左右的案件送达时间，现
在一般5天之内就能完成，对被告的
最短送达成功时间仅14分钟，极大提
高了送达效率，减少法官团队的时间
成本，进而提高审判执行工作效率。

截至目前，全区三级人民法院电
子送达平台已累计推送案件 51293
件，推送人次132143次，总平均送达
时长仅需2.9天。

此外，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深入推
进，全区各级人民法院智慧诉讼服务全
面铺开。目前，电子卷宗同步生成及深
度应用系统在全区法院全部上线，智慧
法庭、智能送达、语音识别、蒙古语辅助
办案系统、裁判文书校对等系统均已上
线运行，效果良好。内蒙古移动微法院
网上立案、跨域立案模块建设完成，全
区各级法院实现了跨域立案“全贯通”，
让群众感受到指尖诉讼的便利。让“信
息跑”代替“群众跑”，变被动服务为主
动服务，我区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努力构
建老百姓方便快捷的“掌上天平”，为群
众参与诉讼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一站式”多元解纠纷 “一扇门”为民分忧愁

让公平正义
提速增效

◎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