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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V WXYZ“警民联调室”
是海沧区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 探索出的人民调解新模
式，
目前在海沧全面运行。今年 5
月，嵩屿派出所警民联调室正式
成立，协助派出所民警调处日常
突发的、
可调解的民事纠纷。
@cdefghijklmnoQpqrstuvwtxsyz{|

据了解，嵩屿派出所警民联
调室现有法律专业素质人员 5

的困扰，
海沧区司法局奏响了多

名，文秘人员 1名，后备调解员 2

牢记
UMV `abZ不忘初心，

元共治、协同作战的大合唱，织

名，也许是因为工作人员的专业

使命。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

密织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

素质较高，成立之初便在一起矛

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防护网”。在全区推广“钟山

盾纠纷中发挥了作用。

第七次会议上，
指出要坚持以人

派出所警民联调室”，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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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5日，辖区某小区业主

诉调对接、
警民联调、检调对接、

林女士将小区的铁树“剃光头”，

闻就是认真聆听当事人的陈述；

3600元赔偿金。协议签订后，双

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

裁调对接、
援调对接和访调对接

遭到了其他业主与物业的强烈谴

问就是多问纠纷当事人为什么，

方当事人握手言和，还互留联系

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自主题教

等衔接机制，建立人民调解、行

责，林女士反过来指责物业绿化

矛盾纠纷中隐藏着许多事由，必

方式，成了朋友。

育开展以来，
海沧区司法局以满

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对接”

带环境管理不力，
铁树叶片带刺，

须仔细询问才能得知；在望、闻、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

工作格局，有效应对各种复杂、

危机小区安全，
各方争执不休，有

问的基础上，调解员才能切中矛

务需求为抓手，听民意查不足，

疑难矛盾纠纷。今年以来，海沧

人报了警。民警将当事人引导至

盾纠纷的来龙去脉，从中找到调

事纠纷，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在居

将主题教育落到实处、细处、民

区“民转刑”案件为0，
成功调解

警民联调室，
向调解员表明情况，

解的办法。

民闹了一些矛盾后，帮助他们快

心所在处。

矛盾纠纷2728件，协议涉及金

调解员查看了现场，
调阅了监控，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建设覆盖

嵩屿 派 出 所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警民联调室里调解的都是民

辖区 70岁的老人孔某经常

速化解。在调解员的助力下，
很多
纠纷当事人解开“疙瘩”后，和对

额 达 5167.
85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并详细询问、了解各方当事人对

捡破烂，平时还会把别人家有用

50.
88%。

矛盾纠纷的意见和看法，情理法

的东西弄坏当作破烂，其儿子因

方都成了朋友。作为调解员，
看到

理并用，要求林女士承担绿化带

为这种事情赔偿过好多次。今年

这样的结果特别高兴和欣慰。

方面，海沧区司法局大胆创新，

恢复的费用，同时建议小区物业

7月，孔某将隔壁邻居将要安装

不仅如此，警民联调室还在

《关于建立民营企业 “法律义

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平

向业主道歉并强化对绿化环境的

的不锈钢灶台砸坏当 成 自己 的

未来海岸警务室、禹洲尊海警务

诊”制度的通知》，免费为企业

台等现代科技手段，
先后推出了

管理力度。当事人各方对调解员

破烂，邻居得知此事后，怒气冲

室安排调解员值班，对两个小区

提供有针对性法律服务，
降低小

全 国 首 创 的 “ 海 沧 e调 解 ”

的处理结果非常满意，小区恢复

冲地报了警。民警询问孔某，他

的隐患进行走访、
排查，
尽力做到

微民企法律成本。据悉，为助推

“AI
+家庭律师”等互联网公共

了平静。

却一问三不知，这时孔某的儿子

能调尽调。据悉，截至 11月底，

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
直接在企

法律服务，
给公共法律服务插上

警民联调室负责人卓水坤告

主动站出来，承认父亲的所作所

警民联调室共调成各类矛盾纠纷

业法律服务集中区域设点，提供

信息化翅膀，
打通服务人民群众

诉记者，调解最重要的是“望闻

为，与邻居友好协商。在嵩屿派

101件，
涉案人员 207人，赔偿金

重点服务，今年4月率先在海沧

的“最后一公里”。其中“海沧e

问切”：望就是观察矛盾纠纷发

出所警民联调室的主持下，双方

额 31.
7万元，
调解成功率达 96%

自贸区创新社区设立法律服务

调解”小程序，让每个人的口袋

生的场所，
对案件现场有个了解；

和解，孔某的儿 子赔 偿 其邻 居

以上。

驿站，
8月、
9月又相继在厦门中

里都有一个“调解室”，实现调

心、泰地海西中心成立“法律服

解力量“下一秒介入”，实现矛

务驿站”，形成了有海沧特色的

盾纠纷 “随手调随时 调 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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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律服务模式。

调”，矛盾纠纷化解全程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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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微民企法律风险管
理能力弱等问题，
海沧区司法局
在对辖区40多家小微民营企业
走访调研的基础上，
出台下发了

记者了解到，
为解决拆迁征
地多、
基层群众矛盾纠纷解决难

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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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服刑人员私自脱离请假区域，
要

听取第三人对其矫正表现的
矫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入矫走访， 部等，

社区服刑人员去向清、情况明、
不

MV [\ ]^_Z近日，海沧区

了解其基本情况，掌握其思想动

评价，
从而作出客观评估。最重要

脱管、不失控，海沧区司法局“三

求其定位手机 24小时保持畅通，

司法局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

态，
为制订科学的个性化矫正方案

的是，
针对高风险或有特殊困难的

严”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请假管理

及时接听，严禁出现人机分离情

控，
采取“三把关”请销假措施，
同

打好基础。其次，
对再犯罪风险较

社区服刑人员，
海沧区司法局联合

工作。按照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法

况，
严格要求社区服刑人员按时返

时进行“四走访”调查，切实提升

大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突击走访，

相关部门组成帮扶小组，
进行个案

规，严把外出审批关，不符合条件

回厦门，并第一时间销假，提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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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的教育效果，
筑牢社区矫

及时发现监管中的问题和风险隐

分析，分类施教帮扶，合力实现矫

的社区服刑人员请假坚决不批准。

行凭据等相关材料，及时办理销假

正工作安全防线，
维护辖区稳定。

患，调整矫正方案，同时还通过间

正的目标。

此外，在外出期间加大手机、腕表

手续。

据悉，
海沧区司法局会对刚入

接走访社区服刑人员的亲友、
村干

值得一提的是，
为确保请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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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定位及出行轨迹排查，
严防社

789:;<=>?'@ABC

<=>D ()*+*,(-./)01111EFG 222345..-246,.7111HIJK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