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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试点“三联动”人民调解平台
首次尝试将诉前调解工作延伸至街道，建国门、北新桥、东四、景山街道及大雅宝居委会成试点

本报讯(记者 庄蕊)3 月 6 日，区
法院、区司法局联合举办了“东城区深
化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 加强‘诉
调对接’深度融合”试点启动会，正式
启动了“法官+司法助理员+人民调解
员”的“三联动”人民调解新模式,首次
尝试将诉前调解工作延伸至街道。

建国门、北新桥、东四、景山街道
以及大雅宝居委会成为首批试点，今
后这些街道或社区的居民可在家门
口接受法官指导下的人民调解员的
调解服务。

人民调解首次延伸至街道

据了解，为了推进“多元调解+速

裁”工作，根据市高院要求，区法院于
2016年在立案庭内成立了“速裁组”，负
责民商类案件的多元调解和速裁工作。

区法院立案庭庭长韩毅兵介绍，
去 年 ，区 法 院 共 接 收 民 商 类 案 件
25511 件，其中 9200 件由“速裁组”办
结，占比 36%，根据市高院要求，今年
这一比例将上升至60%。

“多元调解方便快捷，为了进一
步方便百姓，区法院和区司法局协商
决定，在全区展开区法院受理案件委
派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试点工
作，利用社区、街道人民调解组织资
源，将矛盾化解在发源地。”韩毅兵告
诉记者，为了让百姓在家门口解决矛
盾，区法院、区司法局在试点街道社

区建立了诉前人民调解工作站，作为
区法院部分案件委派调解平台。区
法院指派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定
期进入街道、社区现场办公，参与人
民调解工作，形成“法官+司法助理
员+人民调解员”的“三联动”调解
机制。

专业法律团队定期指导

为了提高街道人民调解员的专
业知识和调解水平，区法院“速裁组”
抽调专业力量组成法律团队，定期进
入街道、社区传授调解经验、讲解法
律法规、组织相关培训，对于难度较
大的案件，法官将现场介入调解工

作，并现场出具司法确认文书。
据了解，建国门、北新桥、东四、

景山街道以及大雅宝居委会的试点
工作已经展开。“景山街道司法所即
将受理一起子女之间的遗产纠纷，在

‘三联动’人民调解新模式下，调解过
程将得到区法院更多的指导和帮
助。”景山街道司法所相关负责人说。

百姓家门口享免费调解服务

调解工作延伸至街道、社区，对
百姓有哪些好处？

“对案件当事人来说，在家门口
就可以接受法官指导下的人民调解
员调解，享受便捷的调解服务，而且

不用花一分钱。”韩毅兵介绍，如果纠
纷走诉讼程序解决，当事人需要缴纳
诉讼费，而调解是免费的。

“更重要的是，调解结果经司法
确认后，与判决结果具有同等的法律
效力。”韩毅兵表示，矛盾经街道、社
区人民调解工作站调解成功后，双方
当事人可持调解协议到区法院申请
司法确认，区法院开具裁定书。裁定
书一经发出，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如果对方拒绝执行，另一方可
以申请强制执行。

据了解，试点工作预计今年年底
完成，经过总结分析、形成固定可行
的工作模式后，“三联动”人民调解新
模式将在全区范围内推广。

本报讯（记者 李滢）最近
一周，安定门街道花园社区专
员 吴 进“ 有 点 忙 ”—— 车 辇 店
胡同平房院水井阀门漏水，他
一声“哨”响，协调多部门共同
解决；花园胡同 8 号院居民家
中阳台漏水，他再次“吹哨”，
统 筹 各 方 协 商 制 定 了 专 门 的
解决方案。

一周内两次“吹哨”，花园社
区充分发挥社区专员沟通协调、
组织发动、督促指导的优势，实
现“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向
社区延伸，打通服务居民的“最
后一公里”。

部门联动破解居民烦心事

3 月 5 日，车辇店胡同 37 号
院居民向社区反映，院内水井
阀门损坏、漏水。该水井不仅
关系院内居民用水，同时还是
街道微型消防站出水接口，如
彻底解决需要多部门协同。居
民多方询问未果，一时不知所
措、烦恼不已。得知情况后，社
区党委立即明确分工——由社
区专员吴进“吹哨”，并组织人
员与房管所、自来水公司对接、
沟通；另外一组人员前往现场，
实地查看。

经房管所与自来水公司维
修人员现场检测，水井阀门虽然
损坏，但未影响正常使用。通过
调试，漏水问题也得到解决。3
月 13 日，社区管片主任姚荟男
再次前往车辇店胡同 37 号，跟
踪事件后续进展。“居民提出的
微型消防站出水接口移位事宜，
将由街道社区平安办公室与居
民对接、协商具体解决方案。”姚
荟男说。

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宋彩表
示，居民诉求看似琐碎，但是离
不开衣食住行，越快解决效果越
好。通过社区专员吹哨实现多
部门统筹联动，缩短了处置时
间，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居
民的幸福感。

定制方案化解居民揪心事

突发事件接诉即办，长期困
扰居民的揪心事，同样通过“街
道吹哨、部门报到”得到了有效
解决。

86 岁高龄的独居老人岳奶
奶，就曾遇到一件揪心事。事情
发生在去年 6 月 20 日，据管片主
任李丹回忆，当天正在下雨，老
人的女儿回家探望时，发现自家
阳台漏水，想要上楼进入邻居家

查看却遭到拒绝，无法确定漏水
原因。

于是，李丹出面敲开了楼上
邻居的门，入户后发现该户居民
阳台地面并无水迹。岳奶奶所
在的花园胡同 8 号始建于上世
纪 70 年 代 ，为 安 定 医 院 宿 舍
楼。李丹联系安定医院房管处，
多次交涉后，房管处同意帮老人
修缮。

修缮需从楼上住户处施工，
但 楼 上 住 户 不 便 让 施 工 队 进
驻。“事情一拖再拖，一直未能得
到妥善处理，几乎成了老人的一
块心病。”李丹说。

眼见天气逐渐回暖，社区
决心尽早帮老人解决问题。3
月 5 日，社区再次启用“吹哨”机
制。经与医院沟通得知，与 8 号
院相邻一侧的医院旧址将于近
期启动翻新工程。双方协商，
届时将有施工队进驻，可在楼
体外侧搭架施工，帮老人完成
修缮。

“360社区专员”吹哨有回声

据宋彩介绍，在社区内大大
小小的 13 条胡同中，分布着 303
座楼院，其中大部分为老旧楼
院。因年代久远，楼院基础设施
老化，管理主体划分不清、责任
不明；而在社区常住的 4500余名
居民中，60 岁以上老人占了近一
半。“高龄、空巢甚至独居，这些
因素往往令居民遇到困难时无
所适从、力不从心。”

针对社区现状，任职社区专
员之初，吴进便给自己起了一个
新名字：“360社区专员”——3即

“三真”，真心、真情、真干；6 即
“六件事”，社区事、胡同事、大院
事，居民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0即服务群众零距离，党心民
心同心圆。

“‘360 社区专员’代表着社
区专员要 360°全方位零距离服
务群众。”吴进说，他将姓名、电
话、微信二维码制成了“推销”自
己的名片，从“坐”机关到“走街
串巷”，熟悉了社区13条胡同，入
户走访居民、参加社区活动，努
力成为居民的“熟脸人、身边人、
贴心人”。

据统计，自 2018 年 11 月到
社区报到以来，吴进先后5次“吹
哨”，涉及电线杆占路、大树挤坏
了居民院门路、厕所漏水等。“无
论是突发事件的接诉即办，还是
老旧楼院的疑难杂症，通过社区
专员吹哨都得到了快速、有效解
决。”宋彩说。

“那两棵是山楂树，这棵是大叶
杨，少说也有两百年树龄了。”在北京
工人体育馆西北侧的新中街城市森
林公园里，63岁的北京市民陈友林抚
摸着身旁一棵高大杨树的树干说。

这座去年 7 月刚建成的公园，总
面积 1.1 万平方米，在商厦林立、车水
马龙的街区里显得格外静谧。这是
东城区建成的第一处城市森林公
园。从公园建成开放那天起，陈友林
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来这儿走一走。

“我记得小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
地，后来因房屋拆迁成为一片绿地。”
陈友林回忆，“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地方
想建一座公园，可不简单。”他说，此
前，街道向居民征集这片闲置地的使
用建议，大家都感到为难：不知道这么
块“巴掌大”的地方能怎么物尽其用。

“可别小瞧这小公园，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多点开花，景致就不一样
啦，获得感也不一样！”陈友林笑着
说，这儿不像是闹市里的公园，倒像
是郊野园子。他计划等天气再暖和
些带着手风琴来公园练习：“白果树

的叶子落一地，那才美呢！”
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是北京近年

来结合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加快建
设生态文明的一个缩影。城市森林、
口袋公园、小微绿地……结合综合整
治、拆除违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
等，通过多元增绿、见缝插绿和精准建
绿，市民身边的绿色越来越多。

2018年，北京新建28处城市休闲
公园，并在东城、西城、海淀等区新建
了20处具有近自然特色的城市森林，
还建设了 121 处小微绿地和口袋公
园，将全市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
覆盖率由77%提高到80%。

在北京中心城区，一些小公园成
了周边居民锻炼聚会的场所和“室外
会客厅”。

漫步东城区东四街道铁营胡同，
每一个转角后都藏着惊喜：或是盆栽
的月季花露出新芽，或是金银花长出
嫩叶，或是葫芦、紫藤的老枝爬满挂
架，还有鲜嫩菠菜在微型温室里生长。

胡同居民李健说，过去胡同里到
处私搭乱建，到了夏天蚊子还特多，让

人“闹心”，后来经过整治，胡同面貌焕
然一新。为了美化环境，园林部门和
街道还专门提供了各种盆栽植物让居
民认养栽植。深受鼓舞的他也发动其
他居民一起成立了“胡同花园”花友
会，现在成员已近百人。“各家没事就
把自己养的花木拿出来一起鉴赏，交
流心得和技术，也是个乐趣。”

“现在街坊邻居都争相管护自家门
前的小花坛和盆栽植物。”居民庄素菊说。

“说到绿化，没有人参与不行。”
东四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洪雷认为，
城市生态的改善需要深入群众，聆听
需求，引导居民，共建共享，充分发挥
群众作用。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局长邓乃平
介绍，2019年将在海淀、丰台、石景山
等区重点建设31处公园绿地，同时还
将在东城、石景山等区建设13处城市
森林，并利用面积较小地块，为市民
再新建50处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进
一步拓展城市绿色生态空间，让更多
居民有“绿色获得感”。

据新华社电

社区“吹哨”连民生
多方“报到”解民忧

一周内两次“吹哨”，社区专员善用手中
“哨”，解决老楼漏水、平房院水井漏水问题

从口袋公园到城市森林，城市绿色生态空间进一步拓展

东城“见缝插绿”增强居民绿色获得感

本报讯 （记者 刘旭阳 通讯员
何筱强）3月6日，急于办理营业执照的
张女士网上递交申请后，区政务服务
中心的新设企业专区工作人员延时下
班，当天就为张女士办妥。据了解，只
要企业在网上平台开放时间顺利提交
申请，工作人员都将在当天予以受理，
确保所有开办申请不过夜。

张女士和朋友一直计划开家餐馆，
近期终于看好地址，但房东告诉她，必
须取得营业执照后才能签合同。张女

士急忙四处
询问如何能
尽快取得营
业执照。

在多方了解后，张女士听说现在
北京市大力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北
京市企业开办 e 窗通服务平台”在线
就能填报所有申请事项。张女士马
上登录“e 窗通”平台，顺利提交了营
业执照申请。

“我之前了解过，东城区政务服务
中心的工作时间是早9点到晚5点，但
是我申请提交上去的时候已将近晚上
6点了，想着肯定已经下班了，原本打
算第二天再登录平台查询进度，没想

到 6 点半就收到了核准通过的短信。
这效率，简直不敢相信！”倍感意外的
张女士第二天一早来到区政务服务中
心的新设企业专区，领到了营业执照
和免费刻制的全套企业印章。

据新设企业专区的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北京市深化营商环境改革，着
力提高企业开办效率，通过“e窗通”平
台申请开办企业，一天领执照，三天全
办好。为了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获得
感，新设企业专区延迟下班，只要企业
在平台开放时间顺利提交申请，工作
人员都将在当天予以受理，确保所有
开办申请不过夜，尽可能让企业第一
时间获得营业执照核准的喜讯。

开办企业申请不过夜
工商分局延时下班
通过“e窗通”平台申请开办企业，实现一天领执照，三天全办好

优化营商环境

新中街城市
森林公园。
记者 王慧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