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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　本报通讯员 张扬

　　

　　在陕西省咸阳市街头，群众们传唱着这

样一首打油诗：“‘七室一院’就是好，方方面

面兼顾到。百姓困难解决了，日子越过越美

好。”

　　群众口中说的“七室一院”是咸阳市委

政法委于今年8月探索推出的新时代“枫桥

经验”——— 咸阳“七室一院”社会治理新模

式。咸阳市在秦都区、兴平市和武功县镇村

两级基层综治中心率先建设。

　　据介绍，“七室一院”分别为在镇（街

道）、村（社区）综治中心设立“治安工作室”

“法官工作室”“言和工作室”“格格工作室”

“城镇社区物业评议工作室（农村地区红白

理事工作室）”“道德评议工作室”“心理咨询

工作室”和“云医院”。

　　“‘七室一院’的建立是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的咸阳方案，构筑了事前德治教化、事中

多方联动、事后法治兜底的基层社会治理新

机制，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上取得了新突破。”咸阳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韩宏琪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道。

　　“医生，我最近嗓子不舒服，说话声音嘶

哑，喉咙有些干疼，怎么办呢？”“大夫，我这

几天胃有点不太舒服，家里有奥美拉唑胶囊

可以吃吗？需不需要去医院做胃镜？”

　　近日，记者实地采访了咸阳市“七室一

院”建设和运行情况。在走访的社区和村委

会，不时有居民、村民来到“七室一院”的“云

医院”里，通过远程视频寻医问诊。

　　据悉，“云医院”是由咸阳市中心医院配

合基层综治中心建设开通的网上诊疗服务，

通过网络系统由专业医护人员为群众提供

免费诊疗和健康咨询服务，让群众小病不出

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三级甲等医院医疗

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仅秦都区渭滨街道建成

运行“七室一院”以来，“云医院”线上、线下

就为6000多名务工人员提供了基本就医服

务，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虽然退伍了，但在为人民服务这件事

上，我始终是现役。”在武功县武功镇综治中

心内，老朱语气斩钉截铁。

　　今年54岁的朱伟是一名退伍军人，转

业后他就到了武功镇综治中心从事人民调

解工作。20年来，参与调解矛盾纠纷400余

起，被群众誉为老百姓身边能调善解的“知

心人”。

　　在咸阳市，像老朱这样愿意做“知心人”

的人民调解员还有很多，他们都集中在“言

和工作室”里为社区平安建设工作发挥余

热。社区和村委会积极聘用“乡贤能人”和群

众基础好、威望高的老党员、老支书、老干

部、老教师、老军人等定期到“言和工作室”

坐班，协助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用武功镇居民张先生的话说：“‘言和工

作室’的设立，真正实现了让群众的问题有

处说、情绪有处发、苦水有处诉、困难有人帮

的治理新格局。”

　　“治安工作室”则由辖区公安机关协调

相关单位齐抓共管。“治安工作室”推动“红

袖标”戴起来、干警动起来、警灯亮起来，切

实增强了辖区群众安全感；“法官工作室”主

要开展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法律咨询、法律

援助等工作，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

调解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多调联动；“农村

地区红白理事工作室”建立了红白理事制

度，推行“婚事新办、喜事小办、丧事简办”，

有效抑制攀比浪费。

　　“道德评议工作室”按照评议标准开展

“好公婆”“好媳妇”“最美家庭”“敬老爱幼模

范”等评选活动，弘扬美德，营造新风；“心理

咨询工作室”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为留守人

员、心理障碍患者等人群提供心理疏导和心

理咨询；“格格工作室”将村（社区）按照常住

300至500户或1000人左右为单位划分网格，

统一网格编码，进驻网格员，依托综治视联

网开展智能化联防联控，实现人在格中走、

事在网中办。

　　各个工作室分工明确、相互协作，既注

重解决社会治安、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又

注重解决村（社区）矛盾纠纷化解手段单一

的问题，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解

决了一批基层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据统计，咸阳“七室一院”工作开展以

来，在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达1900余人，推

出典型做法和创新项目49个；严格红白事

操办标准，为群众节约资金37万余元；评选

物业标兵13个、平安家庭278户，选树先进

典型79人；7000余名群众通过“云医院”就

医问诊。

“百姓困难解决了，日子越过越美好”
咸阳力推“七室一院”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

市域社会治理创新之路

  安徽省阜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近日联合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综合执法大队举行务工人员返薪现场会，向40多名务工人员发还被拖欠

的46万元劳动报酬。图为治安民警和劳动监察执法人员为务工人员现场发放被拖欠的工资。       本报通讯员 吕乃明 摄

　　本报讯 记者刘中全 通讯员孙兵 梁

宇菲 吉林全省法院近日开展执行案款集中

发放活动，共发放案款1103万元，涉及363件

案件，申请执行人212人。

　　今年以来，全省法院开展系列专项活动，

执行质效不断优化提升，为第二批法院队伍

教育整顿暨执行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打

下了坚实基础。截至10月末，全省法院执行案

件收案总数为219977件，已结197831件，执结

率为89.93%，位居全国法院第2位；执行到位

金额1944979.52万元，执行到位率位居全国法

院第2位。4项核心指标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均

位列全国32个省份前10名，18项质效指标中

有16项位列全国前10名。

　　同时，全省法院于今年4月起，对执行案款

管理不规范、清理不到位等问题进行集中整

治，制定出台《执行案款管理工作实施办法》，

并通过监管平台及时掌握数据更新进展，结合

辖区法院推进清理工作情况进行排名通报，督

促全省各地法院完成案款清理目标。扎实推动

案件流程系统与案款管理系统的深度应用，积

极开展全省法院培训视频，统一操作流程。截

至11月10日，共发放执行案款84.73亿元。目前，

全省法院共有1.97亿元仍在持续发放中。

吉林法院集中发放千万执行案款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邵珊珊

　　“我只是做了一名法官应该做的事情。公平正义很神圣，但其

实就在日常生活里。”10月21日，在浙江省政法英模事迹报告会上，

作为英模代表之一，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法官黄文娟这样说。

　　2020年春节期间，黄文娟因疫情滞留湖北老家50天，利用移动

微法院成功结案50余件，她的先进事迹被写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浙江高院院长李占国称其为“身边的先进典型”，人大

代表称其展示了“新时代法官的良好素养和敬业精神”。

　　2021年7月，浙江高院授予黄文娟“浙江省优秀法官”荣誉称

号，并记二等功，同时号召全省法院深入开展向黄文娟学习活动。

“法官，我相信你的判断”

　　什么是法官应该做的事？

　　这要从黄文娟与法官职业的结缘说起。

　　黄文娟出生于湖北天门一个小山村，经济条件较为落后。高

考那年，顺利考过一本分数线的她在志愿表的每一栏都填上了

“法学”。

　　对于为什么执着于法学专业，黄文娟回答：“那时候村里总有

一些争执和不平之事，最后都是靠拼‘武力值’、拼谁家兄弟多，这

也促使我想做一名法官，成为公平正义的守护者，让老百姓事事能

有个说理的地方。”

　　本科毕业后，黄文娟考上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并一次性通

过司法考试。2008年，黄文娟考入鄞州区法院。

　　初入法院，黄文娟在邱隘人民法庭担任书记员。书记员的工作

单调琐碎，但黄文娟感到很充实，还慢慢摸索出一套送达小秘诀：

“离婚案子送达难，如果被告不想离，会想方设法拒收，我就经常在

下班后，下午五六点左右，到当事人家门口蹲守，这个时间段送达

成功率特别高。”

　　渐渐地，黄文娟也从一名稚嫩的新人成长为一名干练的青年

法官。一起装修合同纠纷，因原被告双方未签订装修合同且未结

算，装修价款成为未知数，案件陷入僵局，鉴定在所难免。可案件标

的额较小，启动鉴定程序耗时耗力。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和成本，黄

文娟耐心沟通、陈述利弊，最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原、被告都为黄

文娟的高效解纷点赞，这更加坚定了她成为一名优秀法官的决心。

　　黄文娟在不断办案中发现公平正义其实就体现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你一句我一句”的

细节里。

　　今年9月27日，黄文娟开庭审理了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双方争议很大。

　　“原告违停在先，没有留下联系方式，114也打不通，保安只能锁车警示，且在前挡风玻璃上

放置了提示卡，履行告知义务。原告自己开车前没有查看四周环境，才导致车辆损坏。”物业公

司代理人毫不让步，“不接受调解！”

　　休庭后，黄文娟结合双方在本起纠纷中各自存在的不当行为，分别做当事人工作，不断缩

小双方差距，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行承担60%。

　　当事人从剑拔弩张到各自反省，黄文娟笑起来眼睛里闪着光：“当事人说‘法官，我相信你

的判断’的那一刻，我真的很自豪！这种信任是我们做法官最大的骄傲！”

“一名法官做什么最重要”

　　2020年春节，黄文娟和丈夫一起回老家过年，不料因疫情无法返回宁波，可那么多排好庭

的案子不能因疫情而“停摆”。

　　在家人和同事帮助下，黄文娟用借来的电脑、同事拍摄的案卷、手机开热点的网络，成功解

决难题。

　　2020年2月7日早上8点半，黄文娟找出一件家里的旧西装，准时坐在电脑前，开始第一次线

上开庭。

　　“太神奇了，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还能开庭，法官太敬业了。”原告王某得知黄文娟身处

湖北在线办案后，连连道谢。

　　在因疫情被困的50天里，黄文娟通过移动微法院开了将近60个庭，结案50余件。

　　这让黄文娟对公平正义更多了一层理解：“一名法官，在哪里不重要，穿什么不重要，做了

什么才最重要。当事人也许在乎形式上的规范，但更在乎的是我们到底能为他们做什么，能落

到实处的才是他们最在乎的。”

“全力以赴点亮星星之火”

　　为弘扬黄文娟的英模精神，今年5月27日，鄞州法院成立“文娟工作室”。

　　黄文娟表态：“今后将继续秉持司法为民的理念，争取发挥自身优势和团队力量，全力以

赴，点亮星星之火，踏上燎原之旅。”

　　“文娟工作室”探索“一件事”改革：“你看有些老百姓，没有律师代理，流程都搞不清。”

　　工作室专设立案窗口、审判团队、执行团队，让当事人在工作室就能完成案件的全流程处

置，立审执一体化，让当事人的“一件事”在“一个地”得到快速解决。

　　“文娟工作室”成立4个多月以来，当场接待立案群众900余人次，结案519件，其中进入执行

程序的仅有28件，调撤率、自动履行率、审理期限、当庭宣判率等各项数据均名列全院前茅。

　　法庭之外，黄文娟还承担着多种角色———“文娟驿站”的小巷法官、《文娟有约》栏目的主讲

人，线上线下答疑解惑，讲述真实案例，传递法治理念。

　　“以前是个人办案，现在是团队办案，不论办案形式怎么变化，我的本职始终是一名法官，

该做的事就是时时刻刻想着如何办好案子，如何让老百姓满意，如何让他们更相信法院、相信

法官、相信司法。”说这话时，黄文娟目光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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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2017年以前，广东绝大多数县

乡人大存在“运行难、履职难、活动难”等

问题。

　　记者走访发现，自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先

行先试实施针对县乡人大会议制度、组织建

设、干部培训等10项创新举措以来，这样的

问题在南粤大地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

你追我赶、争先创优的良好态势。

　　2017年以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召

开10场县乡人大工作专题会议；修改选举

法、代表法实施办法，制定乡镇人大工作条

例、街道人大工委工作条例，出台“县乡人大

工作十条”“推进县乡人大工作年”等指导意

见；连续3年开展县乡人大创新案例征集，推

出一批县乡人大工作典型经验。

　　今年3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再度印发

两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推动县乡人大巩固基

础、强化履职。目前，全省122个县级人大绝

大多数设置了法制、财经、社会委；1127个乡

镇全部单独设立人大办并配备专职工作人

员，63%的乡镇配备专职副主席，484个人大

街道工委均配备专职主任和专职工作人员；

县级人大全部建成电子表决系统，90%的县

乡人大开展工作评议，90%以上乡镇人大每

年组织听取审议专项报告和开展执法检

查等。

　　经过5年“创新+实干”，广东的县乡人大

工作有了质的飞跃：县乡人大组织建设得到

全面改善，代表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全面提

升，联系群众更加务实有效。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就此在广东基层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

机和活力。

助力代表更好发挥作用

　　“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还存在转

诊手续繁琐、耗时长等问题，能不能建立转

诊快捷通道？”7月14日，东莞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肖亚非到南城街道参加“更好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听了群众的

反映后，当场要求有关部门及时跟进处理。

　　这样的场景在盛夏的南粤大地比比皆

是。今年7月，为期一个月以“我为民、我履

职、我行动”为口号的“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

用”主题活动在广东省五级人大代表中全面

展开，这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连续第4年开

展这项活动。

　　作为全国的首创之举，从2018年开始，在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统一部署下，全省每年

约有9万名五级人大代表在7月集体出动、

依法履职，先后聚焦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城

乡人居环境整治和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主题

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共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5万余件，形成代表建议7200余件，每次为

群众解决上万件民生问题，推动解决一大

批群众关切的难点堵点问题。目前，这一

主题活动已经成为广东探索新时代地方

人大代表工作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色

品牌。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代表人民，在全

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牢固树立服务代表的

理念，探索创新支持和服务代表依法履职

的有效途径和渠道。”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

　　实践中，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创新

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机制，修订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办理规定，建立健全常委会重点督

办、专门委员会归口督办和代表连续3年提

出建议专项督办等机制，有力推动代表关

注、群众关切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扎实推

进“双联系”工作，制定加强和改进省人大代

表工作的具体措施，修订常委会组成人员联

系代表和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意见。2020年，

邀请1165人次全国和省人大代表参加常委会

立法、监督等工作。

建强密切联系群众阵地

　　“我切身感受了全国人大重视和采纳大

家的意见，民主有了实在的获得感。”退休工

人麦棠是江门市江海区首批立法意见义务

收集员之一，在江海区基层立法联系点从省

级联系点发展成为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

点的6年多时间里，他几乎见证了每一次立

法意见征询。

　　据统计，江海区基层立法联系点自成为

全国基层立法联系点到今年10月底，共完成

30部法律法规草案的意见征集，上报369条意

见建议，44条被采纳。江海区的立法联系单

位从最初的5个增加到如今的57个，基层立

法联系点真正成为基层群众与最高国家立

法机关之间的“桥梁”。

　　“通过建好用好人大工作的平台和阵

地，使民主在基层得到具体实现，是广东省

人大常委会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又一重

要抓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对

记者说，早在2015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在

全省推动建立了21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和42个

联络单位，积极发挥联系点在立法规划计划

和法规草案征求意见、立法调研、法治宣传

等方面的作用。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召开全省代表

联络站工作会议和印发指导意见，全面规范

代表联络站的工作和建设，在全省建成1585

个镇(街)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和10392个村

(居)联络站。2020年，全省各级人大代表11万

多人次进站接待群众23万多人次，收集意见

建议5万多件，推动解决问题4万多个。珠三

角各地普遍建立网上联络站，实现代表联系

群众“全天候”。

　　此外，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不断完善保障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工作机制，不

断健全适合国家权力机关特点、更好体现民

主集中制原则、充满活力、务实高效的会议

制度、议事程序，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先后

修改选举法、代表法实施办法，加快推进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广东省人

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改工作，将全过程人民

民主理念融入人大组织建设和议事运行的

各环节。

上接第一版

　　今年2月，贵港市平南县公安局副局长

李全林返回家乡镇隆镇马旦村良凡屯后，组

织成立理事会，并任理事会会长，发动群众

出钱出力硬化道路5条，完成小菜园、小果

园、小花园、小游园、小公园建设52处，受到

贵港市委充分肯定。

　　截至目前，民警辅警共“回故乡建平安”

12522人次，为乡亲做好事4250件，帮助家乡

村屯党组织建立农村党建文化阵地，推进移

风易俗，积极建设“爱助义警团队”，建强群

防群治队伍。目前，全市共建立群防群治专

职队伍117支645人、义务队伍441支2908人、其

他群防群治力量2508人，有力助推了平安建

设和公安工作。

　　今年8月，有返乡民警接到群众反映，贵

港市男子谢某假借帮助村民“激活医保电子

凭证”之机，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村

民的手机号注册微信、淘宝、抖音等网络

账号。

　　民警高度警惕，经调查：谢某发现支

付宝公司提供经费外聘服务团队到农村

地区帮助村民通过支付宝渠道激活电子

医保凭证，便以“广西清丽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名义招聘10多名工作人员成立非法

“村推”团伙，并于2021年5月与港南区医保

局签订了推广激活支付宝医保电子凭证

合同，并以此伪装，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在3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给1.8万名群众

恶意注册微信、淘宝、京东、抖音等网络账

号 共 1 0 余 万 个 ，售 卖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数

万条。

　　目前，贵港公安成功打掉这一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一次性全部抓获谢某

等14名犯罪嫌疑人。

　　这归功于回乡民警辅警大力开展反诈

宣传“五个一”，即发展一批反诈宣传队、开

展一次反诈宣讲、组织一场反诈活动、发放

一张反诈回执、组建一个反诈微信群活动，

提高反诈工作实效。全市首次实现9天零电

诈警情，全市注册金钟罩系统120余万人，成

功劝阻2.5万人，拦截止付被骗资金5.24亿元，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损失金额数同比分别

下降31%、1.02%。

民警回故乡带头创平安

　　本报讯 记者章宁旦 通讯员吁青 李

雪 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开展执

行案款集中发放日活动，169个发放现场，

4246名申请执行人兑现9.27亿元。此次集中发

放的执行案款主要涉及农民工工资、工伤赔

偿、赡养费、抚养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涉

民生执行案件及中小微企业债权。

　　据了解，今年以来，广东法院通过大力

开展“南粤执行风暴2021”“根治欠薪夏季

专项行动”等活动，依托智慧法院建设，加

快推进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作，全面升

级不动产网络查控系统，出台申请强制执

行无需提供裁判文书生效证明制度，全力

兑现当事人胜诉权益。今年1月至10月，全

省法院办结执行案件65.93万件，同比增长

12 . 9 7 % ，结案数位居全国第一，执行到位

1165 .4亿元，司法网拍成交456 .7亿元，位居

全国前列。

广东法院办结执行案件65.93万件

　　本报北京11月21日讯

记者董凡超 据中央气象台

预报，11月21日至22日，我国

自西北至东北出现大风降温

天气，北京地区大风降温，内

蒙古及东北地区有降雪，其

中吉林东部、黑龙江大部有

大到暴雪。公安部交通管理

局提前启动恶劣天气交通应

急管理机制，要求各地公安

交管部门在既有工作部署的

基础上，围绕本轮降雪降温

情况，积极配合铲雪除冰，各

地协同疏堵保畅，及时救助

受困群众，严防发生群死群

伤事故和长时间、大范围交

通拥堵，全力保障道路通行

安全有序。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

龙江四省区公安交管部门认

真研判交通影响，提前启动

应急机制，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并在京哈、长深、珲乌等强

降雪路段采取警车带道、压速

通行、分车型通行及远端分流

等措施，确保主要高速公路、

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安全有

序。截至11月21日15时，除京哈高速公路吉林段

部分路段因大雪造成车辆缓行外，其他地区

主要高速公路、干线国省道通行情况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