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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陂政务

车陂街落实“3+X”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升级版“枫桥经验”化解居民烦心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员

苏清媚）

今年以来，车陂街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以及“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全

面落实“3+X”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机制

（“

3

”指司法所、派出所及律师事务

所；“

X

”指党代表工作室、人大代表联络

站 、行政职能部门 、专业性行业性调解

组织、高校志愿团队、法官助理、政协委

员等组织和机构）

， 打造车陂“枫桥经

验”升级版，从立足解决老百姓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入手，将大量矛盾纠

纷化解在街道、社区，解决在萌芽状态，

为推进天河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工作提供法治保障。

【健全调解网络】

实现人民调解向经济社会生活

全领域覆盖

4月， 广东首个街道环境保护纠纷

人民调解工作室———车陂街环境保护

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成立。 车陂街整合

各方资源，构建具有车陂特色的环境保

护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目前， 车陂街共设有社区调委会、

企事业调委会、 行业专业性调委会、区

域性调委会、个人调解工作室等28个人

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多达120人。 已

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调解组织网

络，涉及婚姻家庭、医疗卫生、物业管

理、环境保护等各行各业，实现人民调

解向经济社会生活全领域覆盖。

今年以来， 车陂街以防范风险、化

解矛盾为主线，整合新资源，搭建新平

台，以落实“3+X”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

作机制为轴心，统筹整合司法所、派出

所、律师事务所、党代表工作室等形成

多部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联合调解

机制。

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

解和专业调解密切衔接、 联动联调，令

矛盾纠纷经过社区、片区、街道三级过

滤后，实现“小事不出社区，难事不出片

区，大事不出街道”。

【加强队伍建设】

助力人民调解工作提质增效

车陂街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

模式，开展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努力打

造一支纪律严明、业务精干、运行高效

的“3+X”联合调解队伍。

结合疫情防控需要，充分利用“广

东普法”“广州普法”“天河法治宣传”等

微信公众号资源，不定时向调解员推送

线上学习资料。 期间，车陂街定期举办

线下调解业务培训班，加强对全街人民

调解员的业务技能和相关法规培训，结

合人民调解的法律依据、 调解程序、调

解技巧、调解卷宗制作要领等，全面提

升工作人员调解技能、 思想政治素质、

业务工作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

落实“以案定补”激励制度，完善例

会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首问负责制

度和重大矛盾纠纷上报制度。 完善《人

民调解委员会工作流程》， 指导各社区

对矛盾纠纷进行排查、登记、分类化解，

掌握纠纷主动权，提高纠纷化解率。

【聚焦民生实事】

全力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车陂街

建立矛盾纠纷每月定期排查和重大节

点专项排查制度， 及时发现苗头隐患，

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调处、早化解。

其中，重大案件或群体性纠纷实行

街道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包案负

责、街道和社区调委会逐级落实，整合

各方力量组成专门调解团队， 压实责

任，明确时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

截至9月15日， 车陂街今年共调解矛盾

纠纷136宗，成功136宗，调解成功率达

100%， 其中成功调处粤保大厦租赁纠

纷、雅怡居小区加装电梯纠纷等群体性

纠纷， 有效维护了车陂地区的社会稳

定， 为车陂地区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

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

员 周巧玲 ）

燃气安全关乎百姓的生

命及财产安全。 车陂街综合行政执法

办公室（

以下简称“执法办”

）积极受理

办结12345热线关于燃气安全问题相

关工单， 同时在国庆节前积极开展燃

气安全检查行动， 重点对燃气无证经

营行为、以车代库、站点安全管理及各

类餐饮场所加强安全隐患排查。

9月24日，执法办收到市局转办举

报线索， 位于天坤三路停放一非危运

车辆，车内疑似存放大量气瓶，执法办

迅速前往现场处置。经查，车内存有各

燃气公司流失及报废气瓶共计70个，

其中15公斤重瓶67个、15公斤空瓶2

个、5公斤重瓶1个。执法办把涉案车辆

移交交警部门， 涉案人员移交车陂派

出所拘留， 涉案气瓶移交燃气公司报

废。涉案2名送气工所属企业为广能燃

气股份有限公司， 执法办要求该公司

加强管理，取缔2名人员送气工证。

检查行动期间， 执法办共出动人

员65人次，检查燃气经营场所30个、运

输车辆10台、燃气服务部4家，发出责

令整改12宗，暂扣气瓶135个，进一步

规范了辖区燃气市场经营秩序， 有力

打击了各类燃气违法违规行为， 营造

了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

旭景社区获评广东省“民主法治示范社区”

车陂街这样做，法治创建工作创佳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

员 苏清媚）

近年来，车陂街党工委、办

事处不断提升基层普法和依法治理实

效， 走出彰显车陂特色的法治建设之

路。继 2015 年广氮社区荣获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社区”后，车陂街法治创建工

作再创佳绩， 旭景社区再获 2021 年广

东省“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殊荣。

因地制宜

营造民主自治社区氛围

旭景社区以广东省“民主法治示

范社区”创建为抓手，准确把握创建内

容，把“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创建与经

济建设、社会发展相结合，构建党建引

领，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

理体系，努力实现民主聚人心、法治促

和谐。

为持续深化民主法治社区建设工

作，旭景社区在提升法治文化广场、青

少年法治宣传长廊、 社区法律服务室

等硬件建设的同时， 更在软件建设上

使足劲、下足力，以“畅通渠道、汇集民

意、协商共建”为原则，因地制宜吸纳

各方资源。 据悉，旭景社区通过在职党

员进社区、居民议事会、社区志愿服务

等方式， 不断拓宽和提升居民参与社

区民主自治的途径和成效， 营造民主

自治、文明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

党建引领

确保组织领导“三个到位”

车陂街党工委、 办事处高度重视

广东省“民主法治社区”创建工作，主

要领导经常过问， 分管领导和司法所

具体指导，确保组织领导到位。

为提高广大居民群众对创建工作

的知晓率和参与率，车陂司法所、旭景

社区利用各种会议、 活动和网站、报

刊、微信、大型 LED 显示屏、法治宣传

长廊等传播媒介，广泛宣传“民主法治

示范社区”创建，确保宣传发动到位。

为确保省级“民主法治示范社区”

创建有序开展，结合社区实际，旭景社

区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 实行

“支部联系党小组、 党小组联系党员、

党员联系群众”工作模式，将各项工作

任务分解落实到人， 确保工作措施到

位。

民主自治

完善民主协商“三项制度”

社区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完

善民主决策机制，坚持“三公开”制度，

完善民主监督体系， 促进居民参与社

区重大事项的民主协商， 强化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一是坚持党务公开。 社区党组织

作出的重大决策、 党内主要事务和组

织活动中应该让党员群众知晓的事项

及时公开；二是坚持居务公开。 社区坚

持每周由党小组长、 楼栋长在楼组收

集居民意见， 及时反馈到社区党委和

居委会，通过党务及居务公开栏，及时

公布社情民意；三是坚持财务公开。 社

区坚持及时公布财务内容， 主动接受

上级部门和群众的监督。

明确目标

抓好法治宣传“三个环节”

社区以创建“民主法治示范社区”

为目标， 突出抓好法治宣传“三个环

节”。 加强法治宣传阵地建设，做到让

居民茶余饭后有法律知识可学， 走路

散步有法律规定可看， 在社区形成浓

厚的自觉学法氛围； 加强法治宣传队

伍建设， 为增强普法宣传的有效性和

实效性， 旭景社区成立了一支由社区

法律顾问、居委会干部、普法志愿者为

骨干的法治宣传队伍。

今年来， 旭景社区全方位、 多形

式开展普法活动， 结合群众的法律需

求， 在小区、 旭景小学和社区法律服

务室开展各种类型的法律咨询、 普法

讲座、 法律知识竞赛和法治文艺演出

等， 社区法治氛围浓厚， 群众法治意

识较强。

车陂街

开展各种类

型的法律咨

询 、 普法讲

座 、 法律知

识竞赛。

车陂街执法办

开展燃气安全检查行动

车陂街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开

展燃气安全相关工作。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车陂街开展人民调解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