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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大力加强人民调解制度机制、组织队伍建设，
注重工作理念、方式方法创新，充分发挥人民调解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职能作用，不断筑牢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

近年来，黄南藏族自治州立足民族
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坚持问题导
向，聚焦工作短板，综合施策，充分发挥
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作用。结合藏区社会治理示范区建设，
配齐配强县级人民调解中心、乡镇、村
（社区）人民调解员，充实调解工作力
量。积极探索推行“两法+特邀”调解模

式，邀请法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参与调
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涉法案件和久拖
未决的疑难案件，凝聚了调解合力，促进
了重大疑难案件的依法调处水平。

各地人民调解工作亮点

——全省人民调解工作实现新发展

近年来，西宁市主动适应新时代行
业专业领域矛盾纠纷新变化，在推动建
立保险合同、医疗卫生、消费维权、劳动
争议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
的基础上，根据新形势下预防和化解非

公有制商会企业矛盾纠纷需要，指导陕
西商会、浙江商会、江苏商会、温州商会、
甘肃商会、江西商会等建立了 9 家商会人
民调解委员会，汇集专业力量有针对性
地预防和化解会员企业之间的矛盾纠

纷。截至目前，西宁市商会人民调解组
织共排查调处各类纠纷 47 件，调解成功
43 件，涉及金额 7045.6 万元，为商会企业
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近年来，海东市在发展专职人民调
解员队伍方面精准发力，按照“人员职业
化、工作专业化、待遇工薪化 ”工作思
路，以面向社会公开选聘和政府购买人

民调解服务形式充实专职人民调解员队
伍。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和平安
区以“固定工资+案件补贴”方式，配备了
58 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实现了行业性、专

业性和乡镇人民调解组织专职人民调解
员全覆盖，推动了人民调解员队伍的职
业化、专业化建设。

近年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结
合州域实际，凝聚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合
力，积极探索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积
极推动县（市、行委）人民调解中心建设

实现全覆盖。格尔木市针对郭勒木德镇
人口密度大、多民族聚集、矛盾纠纷易发
多发等特点，指导镇调委会建立“哈区”
多元调解室，凝聚镇政府、公安派出所、

检察院、法庭等相关部门力量，重点预防
和化解辖区易发多发矛盾纠纷领域的排
查化解工作，有力促进了辖区社会稳定。

近年来，海南藏族自治州认真研究
州域矛盾纠纷发展规律，主动回应群众
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关切，指导共和县司
法局积极推进县人民调解中心建设，依
托中心设立派驻法院诉前人民调解工作

室，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聘请 4 名精通
藏汉双语的专职人民调解员，主动介入
化解法院委托移交的各类矛盾纠纷，有
效减轻了群众诉累；积极接受共和县信
访局委托，参与化解信访案件的调处与

化解。自中心成立以来，共和县信访案
件下降 31%。目前，海南州不断总结共
和县经验，积极在全州推动“共和”诉调
对接模式。

近年来，海北藏族自治州在做实做
深做细人民调解工作上下功夫，根据县、
乡（镇）、村（社区）实际，因地制宜推进品
牌调解室建设，在海晏县青海湖乡建立
了“六和调解室”，预防和化解牧民群众
草山地界、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矛盾纠
纷；在门源回族自治县青石嘴镇人民调

解委员会建立了全省首家个人品牌调解
室——“老马调解工作室”，聘请当地有
威望、爱调解、善调解的人员，开展镇域
各类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在东
川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了“365 调解
室”，推行“纠纷预防、纠纷排查、纠纷调
处、纠纷回访、纠纷解决、心态调理”工作

法，依法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在浩门
镇气象路社区建立了“夕阳红调解室”，
重点预防和化解社区物业管理、邻里关
系等矛盾纠纷。

目前，海北州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在
刚察、祁连两县推动建立个人品牌调解
室，全面提升人民调解服务群众的水平。

近年来，玉树藏族自治州针对州域
地理位置特殊、辖区面积大、人民调解服
务半径长等特点，积极创新人民调解工
作方式方法，指导玉树市司法局成立“马
背人民调解工作队”，由局长任队长，选

聘 5 名精通藏汉双语、通晓民风民俗、熟
知法律法规的人员担任调解员，将人民
调解工作开展到牧民的家门口，打通了
人民调解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使人
民调解成为维护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

的“稳压器”、营造法治环境的“加速
器”。工作队成立以来，共开展法治宣传
100 余次，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200
余件，为创建平安玉树、和谐玉树作出了
积极贡献。

近年来，果洛藏族自治州充分发挥
人民调解在民族地区的职能优势，积极
作为，主动争取党委政府对人民调解工
作的支持，人民调解经费保障实现了新
跨越。果洛州政府办公室制定出台《果
洛州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办法》，对指

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人民调解委员会
补助经费、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做出具
体规定。目前，州级指导人民调解经费
提高到 18 万元。所属六县以不同标准将
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人民调解委员
会补助经费、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纳入

财政预算。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最
高的玛沁县达到镇调委会两万元、乡调
委会 1 万元、村调委会 5000 元、社区和寺
院调委会 3000 元。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
实行“一案一补”制度，最高标准达到
3500 元。

西宁市商会人民调解工作取得新成效

海东市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实现新突破

海西州探索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取得新进展

海南州诉调对接工作走出新路子

海北州品牌调解室建设有了新发展

玉树州在主动服务上打造工作新亮点

果洛州人民调解经费保障水平实现新提升

黄南州推出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新举措

工作制度机制不断完善

近年来，省司法厅结合省情，积极探索

推进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

法，不断健全完善人民调解工作制度，充分

发挥制度的引领作用。提请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

民调解工作的意见》，联合省委政法委、省

高级人民法院、省财政厅等 6 部门印发了

《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

见》，制定下发了《人民调解组织矛盾纠纷

风险防控工作制度》《坚持发展“枫桥经验”

实现矛盾不上交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建

立健全告知引导制度，指导相关部门和单

位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化解的矛盾纠

纷，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人民调解。人民

调解组织对不适合调解或调解不成的纠

纷，告知当事人通过仲裁、诉讼等途径解

决。建立健全矛盾纠纷移交委托等衔接工

作制度。规范移交委托程序，缓解公安、法

院办案压力，进一步推动诉调对接、公调对

接、警调对接、仲调对接，构建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格局。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

处、快速反应、信息反馈和重大社情报告制

度，及时收集各类矛盾纠纷信息，认真分析

矛盾纠纷发生原因，预测矛盾纠纷发展趋

势，采取针对性措施，及时就地化解影响社

会和谐稳定的各类矛盾纠纷，有效促进了

社会稳定。

组织网络不断巩固

着眼于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健全完善村
（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将村（社区）人民调解
组织建设纳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规划，实现
村（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巩固强化
乡镇（街道）人民调解组织。发挥其在当地
矛盾纠纷化解中的指导示范、辐射引领和服
务推动作用。按需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
调解组织。根据行业、专业领域矛盾纠纷特
点和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设立行业性专业
性人民调解组织。按需设立其他人民调解
组织。根据广大群众的调解需求，在集贸市
场、工业园区等场所设立人民调解组织，使
人民调解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
展。目前，全省共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5949
个，以村（社区）调委会为基础，乡镇(街道）调
委会为骨干，企事业调委会，行业性、专业性
调委会为补充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基本形
成。

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优化人民调解员队伍结构，吸收热心人
民调解的政法机关退休人员和律师、公证
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村干部、大学生志
愿者、村警等担任人民调解员。打造专兼职
相结合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充分利用社会
资源，根据行业、专业矛盾纠纷的特点，选聘

具有相关行业专业背景和法学、心理学、社
会工作等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专职人民调
解员，聘请教学科研单位专家学者、机关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兼职人民调解员
参与调解，建立了一支适应化解行业性专业
性矛盾纠纷需要，专兼结合、优势互补的人
民调解员队伍。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县级为主的培训原则，通过举办培训班、现
场观摩、案例研讨等形式，加强政策法规、业

务知识、调解技能培训，不断增强了人民调
解员队伍素质和能力。目前，全省共有人民
调解员 24382 人。

工作理念不断创新

近年来，省司法厅不断创新工作理念，
指导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整合资源，按需设
立县级人民调解中心，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中
心在化解疑难复杂纠纷中的优势和作用。
大力推动个人品牌调解室建设，充分调动人
民调解能手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更
好发挥职能作用。创新宣传方式，积极利用

“昆仑大律师”广播电视平台开展调解工作，
扩大人民调解在群众中的知晓度和影响
力。适应“互联网+”时代要求，充分利用

“12348 青海法网平台”，运用微信、APP、触摸
屏、智能机器人等 ，积极推进人民调解工作
信息化、智能化。结合我省少数民族聚居特
点，大力开展藏汉双语法网建设，开发藏汉
语音转换系统，使广大藏族群众足不出户享
受到人民调解服务。

工作成效显著提升

我省人民调解组织积极拓展工作领域，
主动适应新时代矛盾纠纷发展变化新趋势，
始终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人民调解工
作方针，全面排查影响本地区本系统社会安
全稳定的各类矛盾纠纷，及时将一些苗头性
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精细化解矛盾纠纷，
在做好婚姻、邻里、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
性矛盾纠纷化解的同时，加强征地拆迁、医
疗纠纷、草山土地、道路交通、劳动争议及物
业管理、环境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矛盾纠
纷的化解工作，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运
用法、理、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解，既讲法
律政策，也重情理疏导；既解法结，又解心
结，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确保“小事不
出村（社区）、大事不出乡镇（街道）、矛盾不
上交”。

五年来，全省人民调解组织开展矛盾纠
纷排查 5.5 万次，预防纠纷 1 万余件，防止“民
转刑”223 件 1561 人，防止群体性上访 329 起
1.7 万人,防止群体性械斗 93 起 8670 人，化解
矛盾纠纷15万件，成功率达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