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矛盾纠纷如何化解？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省委政法委、省综治委关于完善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抓紧建立县、乡、村三级基层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综合工作平台和分行业、分系统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平台。省
委政法委、省综治委相关负责人还就如何加强基层调解力量等问题进行解答。

群众反映问题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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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您打探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李相瑞

这16所民办职业学校
不合格

“单独”夫妇生二胎
退不退独生子女费？

如何加强基层调解力量建设？

办结的信访案件当事人仍不罢访该咋办？

分级调处是否不利群众反映问题？明年底“三级体系”
必须全部到位

《指导意见》指出健全基层人民调

解组织，配备人民调解员，实现调解工

作全覆盖。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

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完善人民调解员

选聘、培训、管理、考核、奖惩制度。探

索建立乡镇（街道）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民间组织，发挥老干部、老党员、老模

范、老教师、老军人的积极作用，发挥专

职人民调解员和村（社区）、单位工作人

员、辖区民警等兼职人民调解员作用，

开展跨村连片调解、流动调解活动，及

时发现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强化分级调处责任。对未经下级

调处机构处理直接到上级调处机构反

映的，上级不予受理”是否不利群众反映

问题，解决纠纷？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强化分级调

处责任”，进一步压实有权调处机构的

责任，为有权处理机关和来访群众指出

了一条步骤清晰、要求明确的路径，有

利于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依法及时就

地解决，促进矛盾纠纷逐级反映、分级

解决。另外，“未经下级调处机构处理

直接到上级调处机构反映的，上级不予

受理”，并不意味这些事情就没人管没

人问，在受理环节明确分流，进行归口

办理，就是为了群众反映的问题更好地

落地，依法该由哪个层级管的事找哪个

层级，该由哪个途径解决的走哪个途

径。

对已经办结的信访事项和涉法涉

诉信访案件，当事人仍不息诉罢访的，

该如何处理？

《指导意见》指出完善依法终结制

度，对已经办结的信访事项和涉法涉

诉信访案件，当事人仍不息诉罢访的，

县（市、区）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应

当组织听证，由“两代表一委员”（党代

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干部、

群众代表、专业人员评议，评议情况和

结果公开，充分接受群众监督。经听

证评议属于承办单位工作不到位导致

案件结不了的，追究责任；属于当事人

无理取闹的，依法处理。对已终结退

出的事项和案件，由相关责任单位做

好当事人的教育疏导和稳控等工作，

确保有人管、管得住。

建立“三级体系”化解基层矛盾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党委、政府应有之责，不可

推卸。《指导意见》要求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抓紧

建立县、乡、村三级基层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综合工作平

台和分行业、分系统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平台。

到2015年底，全省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体

系必须全部到位，并要切实发挥作用。

县（市、区）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负责组织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疑难复杂信访案件调处、分析研

判、维稳稳控、指导部署工作等。中心负责人由县（市、

区）党委、政府领导担任，同级政法、信访、维稳和各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办公室设在群众信访工作部

（信访局），从相关部门抽调高素质人员组成，并作为培

养锻炼年轻干部和新提拔干部的重要途径。

乡镇（街道）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负责组

织开展法治德治教育、接访处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

解等工作。中心主任由党（工）委书记担任，副主任由

一名副书记担任，综治、信访、公安、法庭、司法等单位

负责同志为成员，办公室设在乡镇（街道）综治办。

村（社区）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室，由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牵头负责，组（楼院）建立调解员、信息员制度，

具体负责社情民意收集、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等工作。

分行业、分系统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平台，

与同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密切衔接，负责调处化

解本系统本行业的矛盾纠纷。

当前，滑县城关镇大林头村农民正在抢收大葱，争取在下雪前收获完毕，卖个好价钱。滑县城关镇大林头村、张固

村和老店镇前小庄村农民今年种植的1000多亩大葱近日喜获丰收，可是外销价格较低，令丰收的葱农十分沮丧。去年

当地农民种植大葱赶上了好行情，价格达到每斤1.8元，每亩净赚万把块钱。当地农民期待各地蔬菜批发商前去收购

大葱，价格绝对公道合理。 王子瑞摄

11月初，正在外县打工的西峡农民作

家刘剑飞接到家人电话：其爱人吴彩霞高

烧40多摄氏度，全身出现红疹，奇痒无比，

吃了药病情还是没有得到控制。

刘剑飞迅速回到家里，把爱人送到了

西峡县人民医院就诊。11月11日，转入南

阳医专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经专家会诊，最

终确诊为成人斯蒂尔病。这是一种罕见的

风湿病，无法根除，需要长期使用激素药控

制。激素药不但费用高，而且会导致肝衰

竭甚至死亡。因此，吴彩霞的后期治疗费

用更是无法预料，难以计算。

然而，更让其深受打击的是，吴彩霞原

本基本稳定的病情，在12月5日却突然复

发，全身出现新红疹。在医生的强烈要求

下，12月8日吴彩霞被转入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接受新的检查和治疗。

刘剑飞今年35岁，家住西峡县田关

乡，父亲早年过世，母亲无业，生活并不宽

裕。刘剑飞爱好写作，多年来笔耕不缀，深

耕新闻、散文、随笔、评论、小小说等，每年

在全国各类媒体发表稿件近200篇，文章

被《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河南日报》、

《河南日报农村版》等报纸刊发，连续多年

被评为“新闻报道先进个人”和“优秀通讯

员”。

从11月初到现今，刘剑飞爱人在医院

治疗已经一个月多了，在西峡、南阳和郑州

住院已经花费3万多元，全部都靠刘剑飞四

处筹借。原本都处于困难生活状态的他，

遇到爱人患上的这种少见的怪病，面对今

后的治疗、年幼的孩子以及家庭的未来生

活，刘剑飞愁容满面。盼望好心人伸出援

助之手帮助其渡过难关。

刘剑飞联系电话：13937731154。

（通讯员胡勇俊）

宁陵县乔楼乡魏寨村梨农王明桥看着一窖晚秋黄

梨直犯愁，这20万斤黄梨怎样才能销售出去呢？

据王明桥介绍，他种了五六十亩晚秋黄梨，今年产

量达到了20万斤，另外加上其他村民所种的近200亩，

一共收获了80万斤。前一段时间四处奔波，卖出三四

万斤，又在路边摆摊卖出去两万斤左右。总的来说销

售情况不好，现在大都被存放在地窖里等待出售。

晚秋黄梨可以下锅熬汤，治咳嗽，也可以生吃。王

明桥他们种植的晚秋黄梨个大，一个就重一斤左右，批

发价格在每斤1.5~2元左右。如果您想购买王明桥等

人的晚秋黄梨，请拨打13837090580联系他。

（通讯员闫占廷）

我在温县黄河滩种了200万斤南瓜急寻销路，品

种为秘本2号。

联系人：胡开志

电话：15939221987

今年我种植的无公害葡萄丰收，用这些葡萄自酿

了10吨葡萄酒，希望作为原料酒卖给葡萄酒厂家，也可

零售。地址：偃师市缑氏镇布村。

联系人：李学儒

电话：13633899997

“我们这里有几个精神病患者，因无法

说出自己的家庭住址和姓名，想请贵报帮他

们找家。”12月10日，鲁山县民政局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需要找家的共7人，5男2女。

鲁山县民政局流浪乞讨救助管理站站

长范崇宏告诉记者，这几名人员都是从该

县马楼、瀼河、辛集、县城等多个地方拉回

来的。这些人中，有的是群众发现后报的

警，有的是巡逻人员发现的，时间短的有一

个多月，时间长的有3个多月，目前全在鲁

山县爱心医院精神病科接受治疗，其中有

两名男性因为还有其他疾病卧床不起。范

崇宏说，为了给这些人找家，他们已经付出

了很大劳动，但仍然一无所获。

记者之后在鲁山县爱心医院看到，除

两名男性卧床不起外，另外5人精神状态良

好。记者问他们想家吗？他们都会点点

头，就是说不出自己的家庭住址和姓名。

“他们的医疗费政府已经付过了，可他

们终究要回家。”范崇宏说，天冷了，希望他

们 能 早 日 找 到 亲 人 。 范 崇 宏 电 话 ：

13523759960

帮忙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闫经文胡耀华

电话：13803750996

宁陵80万斤黄梨焦急待售

200万斤南瓜急寻销路

偃师10吨自酿葡萄酒盼买主

近日不少读者给“何难帮忙”

打电话咨询：单独夫妇再申请生

二胎，究竟退不退独生子女奖励

费？12月10日，省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对此问题作出解释。

据介绍，省人口计划生育条例

的两次修订分别在2011年11月

25日、2014年6月3日公布施行。

据此，“双独”夫妇、“农村独女户”

在2011年11月25日之前领取的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和其他奖励

不需退回；“单独”夫妇在2014年6

月3日之前领取的独生子女父母奖

励费和其他奖励不需退回。

帮忙记者张菁菁

电话：15136227817

12月10日，省人社厅公布了

省直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专项清

理整顿结果，16所学校不合格，

已被禁止招生。这16所学校分

别是：河南 863软件培训学校、

河南安琪职业培训学校、河南军

转职业培训学校、河南天行职业

培训学校、河南万里机电职业培

训学校、河南大成职业培训学

校、河南智富职业培训学校、河

南众诚职业培训学校、河南豫石

珠宝职业培训学校、河南海诺理

财职业培训学校、河南一晖职业

培训学校、河南中原职业培训学

校、河南大河职业培训学校、河

南中原科技职业培训学校、河南

卓越职业培训学校、河南消防职

业培训学校。

帮忙记者杨青

电话：13673366267

12月11日，市政府印发《郑

州市政府热线资源整合工作实

施方案》，自2014年 12月 30日

0:00起，郑州市市长电话12345

将作为全市政府服务热线统一

号码，市内五区和上街区区长热

线、各管委会热线、市公安局局长

热线等13条热线被“收编”，整合

后由市长电话统一受理后转相关

部门办理。

帮忙记者冯刘克

电话：13598800787

如果你家有旧衣服，想捐出

去送给困难群众又不知道往哪里

捐，怎么办？帮忙记者打探到消

息，在郑州有两个固定捐赠点常

年接受群众捐赠的衣物。分别

是：郑州市爱心超市(大学路与汝

河路交叉口东南角二七慈善院

内)，联系电话68769588；郑州市

二七区社会救助爱心超市(保全街

与京广路交叉口向东 300米路

南)，联系电话68888256。

帮忙记者张菁菁

电话：15136227817

郑州13条政府服务热线
统一整合成12345

家有旧衣服，请捐到这里

2014年6月3日之前领取的不需退回

郑州有两个固定捐赠点

平舆县辛店乡郭庄村村民反

映：俺村有个精神病患者，由于家里

贫困无钱治疗被迫在家，在村里见

人就骂就打，曾在村委里放火，到商

店敲诈勒索，打过派出所民警，人人

都拿他没办法，在村里是一个严重

的安全隐患问题，村民个个都惊吓

不已，也曾多次向领导反映，但没有

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有关部

门重视起来，别让悲剧上演！

帮您呼吁

这是谁的家人？快帮他们找到家

平舆县郭楼乡曹寨村村民

反映：今年我们村交医保每个人

90块钱，但是乡里和村里规定医

保必须和养老保险一起交钱，否

则，不给办理医保，请问这样做

有何依据？

杞县平城乡陈寨村村民反

映：河南现在已经实现“村村通”这

么多年了，而我们村里面所有的

大小道路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

子，不下雨时坑坑洼洼，下了雨就

是“泥水路”，大人小孩的正常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希望杞县交通部

门关心一下。

西峡农民浑身奇痒盼救助

滑县千亩大葱求收购

平舆县辛店乡郭庄村：

精神病人打人谁来管

平舆县郭楼乡曹寨村：

医保为何
要和养老保险一起交

杞县平城乡陈寨村：

“村村通”何时通我村

鲁山县爱心医院里的被救助者

本报记者丁需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