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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 调查

基层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机制实证研究

—— 基 于“ 泰 州 模 式 ”的 调 查 分 析

［邹祥凤］

一、当前泰州基层社会矛盾的新特点

随着泰州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社

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员等要素加速流

动和集聚，再加上网络社会快速发展带来

的挑战，使得泰州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新特

点，具体表现在:
1. 社会矛盾复杂多样。在结构转变、

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更新的加速社

会转型期，客观上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社会

矛盾。这些社会矛盾千差万别，复杂多样，

有的是多种矛盾问题交织，有的是多元利

益主体纠缠，有的是跨地区和部门，有的缺

乏法律、政策上的依据，处理、协调难度较

大。从泰州市社会矛盾纠纷类型表（表 1）
可以看出，矛盾涉及面越来越广，矛盾诉求

多元化，已由传统的婚姻家庭继承纠纷，邻

里等民间纠纷扩展到赔偿纠纷、征地拆迁、

土地承包、劳动争议等新型矛盾纠纷。但

综观各类社会矛盾，主要是由利益因素所

引起的，较少涉及到核心价值观或信仰体

系，也较少涉及到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基

本性质仍属于非政治性、非敌对性、可调和

的人民内部矛盾，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

会动荡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如此，如果对

复杂的社会矛盾重视不够，又处置不当，那

严重的社会冲突也是在所难免。所以，必

须保持忧患意识，加大化解、调处社会矛盾

的力度。

2. 同质性利益受损者呈现出群体性集

矛盾类型

征地拆迁纠纷
劳动争议纠纷

医患纠纷
道路交通事故纠纷

环境污染纠纷
土地承包纠纷

物业纠纷
婚姻家庭继承纠纷

邻里纠纷
房屋宅基地纠纷

赔偿纠纷
合同纠纷

生产经营纠纷
村务管理纠纷
计划生育纠纷

其它纠纷

数量
（件）
317
303
437
1015
75
265
50

1260
1126
355
1625
391
99
76
5

928

比值

3.81%
3.64%
5.25%
12.19%
0.90%
3.18%
0.60%
15.13%
13.52%
4.26%
19.51%
4.70%
1.19%
0.91%
0.06%
11.14%

数量
（件）
351
558
159
1527
119
627
53

2194
1805
703
2221
780
258
164
9

1557

比值

2.68%
4.26%
1.22%
11.67%
0.91%
4.79%
0.41%
16.77%
13.79%
5.37%
16.97%
5.96%
1.97%
1.25%
0.07%
11.90%

表1 泰州市社会矛盾纠纷类型表

2013年 2012年

基层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因此，如何在

“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的相互交织中，构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的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机制尤为重要。通过对泰州市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所

做工作和各种制度机制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其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创新取得的

成效及启示，为今后创新性做好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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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的特征。随着利益分化加剧，各个阶层、

各类社会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卷入矛盾之

中。受“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

解决”影响，为了增加对抗的力量，同质性

利益受损者在表达诉求的过程中，往往以

共同利益为基础形成联合，集聚表达诉求，

以增大其群体化规模，引起轰动效应而求

得问题的解决，如同被征收土地的村民，同

被拆迁的居民，同对环保问题不满的居民，

共同被欠薪的民工等。这种易激化且达到

一定规模的社会矛盾及其造成的叠加影响

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不过，虽然有用

激进的方式谋求解决社会矛盾，但总体上

诉求方式仍相对温和。

3. 出现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

现象。有的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中有不少

是与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无直接利益诉

求的群众。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

件，事发突然、动机多样、升级较快，往往难

预防、难排查、难处置、难善后。出现这种

现象，原因在于部分群众认为在改革发展

过程中曾遭受不公对待，心中怀有不公正

感，生活满意度下降，这种情绪长期积压在

心里，遇到群体性事件很容易借机表达、发

泄不满。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使

得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燃点降低，触点增多，

一起偶发的小摩擦、小纠纷，就可能引发部

分群众宣泄不满情绪，成为社会冲突的“导

火索”。从直接利益冲突到非直接利益冲

突的转变，折射出我国社会冲突正在由物

质性冲突转变为价值观念的冲突，需要特

别加以重视。

4. 网络对社会矛盾影响凸显。互联网

对社会矛盾的影响既有正面，如舆论监督、

发现问题、拓宽表达渠道；也有负面，如放

大社会矛盾、网络谣言、冲击社会秩序。由

于互联网的便捷性和隐匿性，网络己经成

为表达社会不满和抗争的重要渠道。很多

社会矛盾信息首先通过网上传播和发酵，

如果对社会矛盾的网络表达特点缺乏认

识，不及时化解和处置网络突发事件，往往

将一个很小的问题炒作成一个很大的事

件，甚至发展成为现实的矛盾纠纷。从现

实和发展趋势看，这一影响日益凸显，必须

提高对互联网、自媒体的认识水平和应对

能力。

二、“泰州模式”的成功经验

近年来，泰州市创新社会矛盾预防与

化解机制，切实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调、

运作高效的矛盾预防化解工作网络和机制，

形成了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的“泰州模式”。

1. 健全社会矛盾源头预防机制。首

先，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三解三

促”、“群众工作团”与干部下访接访有机结

合，市委、市政府从机关部门抽调1800多名

干部，组成群众工作团（队），跑田头、走企

业、进园区，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群众

所思、所想、所盼、所难，共帮助基层解决发

展难题 5000 多个、兴办各类实事 1500 多

件、化解各类矛盾 600多起，其做法得到省

委充分肯定，《求是》、《新华日报》等媒体专

题报道。把“网上互动”与“网下行动”有机

结合，开辟民生服务网站、政务微博、民生

微信、民情QQ群等网络渠道，努力提高知

“民”度，最大限度“开言路、解心结”，形成

了“微警务”、群众工作站、诉讼服务中心、

“温馨驿站”等群众工作品牌。

其次，依法维护群众权益。司法行政

部门依托三级平台设立民生维权法律服务

站，全市“一村一法律顾问”、城市社区律师

工作站实现全覆盖，有效维护了群众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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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持续开展“网民走进政法机关、走近

政法英模”、“网民走进综治成员单位、走进

基层庭室所队”、“网民走进城乡社区网格”

等活动，全市政法机关打造了“三百工程”

（百名法官挂钩企业、百名法官服务项目、

百名法官联系村居）、“微警务”（微创安、微

互动、微服务、微规范、微管理）、检察群众

工作体系（检察为民服务中心、12309民生

服务热线、乡镇检察室、群众工作站等）等

一批群众工作品牌。

再次，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规定

凡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和重

大决策都必须真评实估、刚性运用，建立健

全等级预警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和监督制

约机制。2013年全年实施稳评项目288个，

否决高风险事项 3个，预防群体性事件 42
起，市国土、住建、城管、公安等部门分别制

定土地和房屋征收、城市管理、重大活动稳

评办法。海陵区建立重大项目管理数据

库，对实施的项目进行跟踪督查、上门指导，

及时反馈情况，及时通报进度，基本实现了

项目从洽谈到达产进行全过程监测管理。

最后，固化“四项排查”长效机制。加

强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和分析研判，建立重

大矛盾纠纷直报和“零报告”制度，市和各

市（区）每月、乡镇（街道）每半月、村（社区）

每周召开一次排查分析会，研判矛盾纠纷，

制订对策措施，确保早发现、早控制、早处

置，使各层各级成为矛盾纠纷的“终点站”，

不做矛盾纠纷的“中转站”。市司法局在全

市开展了“法润泰州·护航青奥”矛盾纠纷

专项排查调处活动。市检察院对信访积案

进行滚动式、地毯式排查。市中级法院开

展涉诉信访“畅通工程”，成为全国“两会”

期间全省唯一进京访“零登记”法院。泰兴

市实现网格化排查预警体系全覆盖，定期

对独立网格、基础网格、责任网格摸底排查。

2. 健全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首

先，做实三级调解中心。按照5、2、1标准配

备调解人员，各市（区）调处中心均达省规

范化标准。各市（区）调处中心全部落实科

级事业单位建制，80%的乡镇（街道）调处中

心达到省规范化标准。海陵区建立全市首

个“调解超市”，在区镇两级调处中心开通

网上视频调解。泰兴市突出抓好乡镇、村

居基层调解组织和规模企事业单位调委会

等行业调解组织建设，已建立百人以上企

业调委会 176个，调整乡镇、村居调委会 75
个。海陵区 300人以上企业调解组织建成

率达89.3%，派驻式公安派出所调解室全部

建成。姜堰区在乡镇工业集中区探索建立

了小微企业调解平台。

其次，做强专业调解组织。充分发挥

专业调解队伍在业务水平、实践经验和调

解技能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推动人民调解

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全市已建立各

类专业调解组织670个。其中医患、劳资和

交通事故赔偿纠纷调解组织实现全覆盖。

劳动人事调解仲裁做法被中组部作为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示范课件。检察机关涉法涉

诉预约服务、司法部门行政接边地区联防

联调等经验做法在全省、全国推广；全市交

通事故赔偿纠纷调解工作全省第一。海陵

区“调解超市”设置征地拆迁、交通事故、婚

姻家庭纠纷等12类“柜台”，提供单独调处、

联合调处、交叉调处等服务方式，由当事人

自主选择调解员，对“疑难杂症”组团“专家

会诊”服务。

再次，做优社会调解工作。动员社会

力量，推动矛盾就地化解。大力培植和放

大一批“名特优”社会调解组织和个人调解

室等品牌效应，打造了律师参与调解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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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接待、“千人老娘舅”调解队伍等调解品

牌。海陵区成立了全省首支少数民族调解

员队伍，兴化市“朱连调解工作室”入选央

视“平安中国”公益性人物专题片（江苏唯

一、全国共 12位），姜堰区白米镇百岁老人

曹逢年近 10 年来调解纠纷 200 多起。同

时，完善民情恳谈、民意听证、民事调解、民

主评议“四会”制度，推广“百姓议事园”、

“群众议事团”、“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

“警务理事会”等成功做法，发动和依靠群

众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2014年 9月起，在广电台设立“有请老

娘舅”调解专栏，创新开展“有请老娘舅”电

视调解。这种调解方式由纠纷当事人通过

电话求助热线、栏目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平

台等方式申请，“有请老娘舅”调委会主动

介入，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共同参与

电视调解。调解地点可以在调解室进行，

也可以就地进行。调解员每次调解总结形

成“老娘舅手记”，经“有请老娘舅”调委会

审核后播出。通过以案说理、以案释法，广

泛宣传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教育引导广大

群众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向真、向善、向美。

3. 落实社会矛盾调解保障机制。首

先，调解力量广覆盖。全市7个市(区)、98个
乡镇(街道)成立了调处中心，1757个村(社
区)全部设立了调解室，成立各类专业调解

组织 670个，其中医患、劳资和交通事故赔

偿纠纷调解组织在全省率先实现全覆盖，

一个纵向延伸市县乡村、横向覆盖各区域

和各行业调解网络已经建成，做到哪里有

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

里就有调解工作，筑牢了维护社会稳定第

一道防线。

其次，创新调解评估机制。推进调解

员协会建设，建成了调解组织、调解员数据

库，建立了调解员职业准入、培训考核、选

聘任用、等级评定等制度，对调解员队伍实

行动态管理、择优汰劣。举办调解工作培

训班，制定调解优秀案例发布制度，提升了

调解人员素质。健全调解奖励机制，落实

调解个案补贴，实行“一案一档一奖”；每年

开展“和谐使者”调解技能大赛，以及“首席

调解员”、“优秀调解员”、“最美人民调解

员”等评选活动，激发了调解活力。泰兴市

开展“金牌调解员”创争活动，组织调解业

务技能培训 14场次参训 1213人。姜堰区

建立了最美人民调解员评选、优秀调解案

例发布、分类培训三项制度。靖江市开展

了“四个一”活动（举办一期调解员业务培

训班、组织一场调解宣传活动、开展一次走

村入户集中排查调处活动、进行一次人民

调解质量回访检查），有效提高了调解质量

和水平。

再次，改革信访制度。全面推行“阳光

信访”，依法解决突出问题。引导群众依法

反映诉求、依法维权，依法处理违法闹访行

为，维护正常信访秩序。创新群众评议终

结信访积案机制，对信访老户、疑难信访案

件等，邀请信访人所在区域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法律工作者以及老党员、老干部、老

资格的群众代表等，通过信访人陈述、相关

部门解答、群众代表评议、无记名投票表决

等规则，最后形成书面结论意见，现场告知

答辩双方，并全程录音录像，确保公开透明。

最后，推进公正司法。创新受案回执、

立案和不予立案回复、破案回告、未破案件

回访“四回”机制，开展千人听案评案活动、

组织“巡回法庭”、组建社情民意观审团，强

化庭审直播、诉讼资产网上拍卖等现代技

术手段运用，全市涉法涉诉信访持续下降。

（作者单位：中共泰州市委党校2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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