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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社会涉疫情矛盾纠

纷呈集中爆发态势。以通州 12345 热线诉求为例，

2-6 月份，通州累计接听办理涉疫情 12345 热线

诉求近 2 万余件，最高时期月诉求占比高达 70%

以上。及时、妥善处置群众涉疫情的诉求，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已然成为“全民抗疫”之外的另

一场“无硝烟战役”。如何将疫情防控之“危”，

转为基层社会治理之“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快速

提升，不仅是各级政府处理当前疫情需要提交的

现实答卷，也是后疫情时代回答“基层社会治理”

之问的“政府功课”。本文立足通州 12345 热线

实践，对疫情期间群众诉求化解基本情况进行分

析，为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一、疫情期间群众诉求基本情况分析

12345 热线在一定程度上是市民诉求反映的

“晴雨表”，对其涉疫情诉求的整体数量、纠纷类

型、化解效果等进行有效分析，能从一定程度上

把握通州区涉疫情纠纷的特点，对政府做好后疫

情时代纠纷处理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从涉疫情诉求体量上看。按照 12345 热线统

计周期 [ 本月 20 日至下月 20 日。]，1 月 20 日

至 2 月 20 日，涉疫情诉求共计 7081 件，占比

67.60% ；2 月 20 日至 3 月 20 日，涉疫情诉求共

计 4839 件，占比 54.17%；3 月 20 日至 4 月 20 日，

涉疫情诉求共计 3586 件，占比 37.18% ；4 月 20

日至 5 月 20 日，涉疫情诉求共计 2026 件，占比 

17.78% ；5 月 20 日至 6 月 20 日，涉疫情诉求共

计 1257 件，占比 7.50%。从涉疫情诉求体量上来

看，伴随着疫情持续向好，市民诉求呈逐渐减少

趋势，这说明，通州区各级政府部门在化解涉疫

情矛盾纠纷上充分发挥了作用，没有出现纠纷堆

积、纠纷扩散等情况。

从涉疫情矛盾纠纷类型上看。涉疫情诉求主

要出现在政策咨询、疫情反映、协调退费、劳动

和社会保障、市场保障、复产复工、社区（村）

防控等多个方面，且伴随着疫情发展趋势的不同，

各类型占比各有不同。例如，在疫情出现前期，

群众因购买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与商

家发生纠纷较多，且诉求解决率相对较低 ；疫情

发展中期，群众较为重视疫情防控效果，2 月底

至 3 月底，疫情防控类诉求占本周期诉求 70% 以

上，主要发生在社区，重点集中在防控措施不当

（如排查不到位、消毒不到位等）、防控措施过度

（如租户返京近社区难、配送员禁止进入等）。同

时劳动争议、退还培训押金、减租退租等问题逐

渐增多，因复产复工或难以复产复工而引发的矛

盾纠纷成为重点或者主要诉求。

从 诉 求 化 解 效 果 上 看。1 月 20 日 至 2 月

20 日，解决率为 68.81%，满意率为 82.58% ；2

月 20 日至 3 月 20 日，解决率为 65.32%，满意

率为 80.81 ；3 月 20 日至 4 月 20 日，解决率为

64.33%，满意率为 84.07% ；4 月 20 日至 5 月 20

日，解决率为 72.10%，满意率为 85.71%。；5 月

20 日至 6 月 20 日，解决率为 78.17%，满意率为 

85.25%。总体而言，涉疫情矛盾纠纷的解决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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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日常类诉求的解决率，这说明，各级政府高度

重视疫情类纠纷的及时有效化解，为疫情防控提

供良好的环境，并能得到群众的认可。这也说明，

政府主导下的矛盾纠纷化解，能够取得较好的效

果，并被群众广泛认可。

二、涉疫情诉求的表现特点

与百姓民生息息相关。疫情期间“假口罩”、

“黑诊所”、复产复工、社区（村居）疫情防控、

租赁纠纷、劳资纠纷、培训退费等问题高发，与

百姓利益息息相关。政府成为矛盾纠纷化解的“主

心骨”，快速、高效、稳妥处置相关纠纷，不仅

能够为疫情防控赢得有利局面，同时能赢得当事

人的高度认可，强化政府权威性。

群体性事件高发。例如，发生经营困难的企

业，往往面临拖欠工资、裁员等问题 ；培训机构

因无法开课将导致学生及家长集体维权等问题 ；

大型商场无法开业，将面临商铺退租等问题 ；等

等。这类纠纷涉及人群多、金额大、易集中，给

纠纷化解增加难度。

纠纷化解难度大。往往单一部门难以解决。

例如培训机构退费问题，涉及教委、市场监管、

法院、公安、司法等部门 ；商铺租金退费问题涉

及属地政府、市场、工商、公安等 ；租房退费问

题涉及属地、住建、村（居）委会等等。同时，

大量矛盾纠纷易集中在基层、或个别行业领域，

导致属地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面临较大压力。以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为例，7 至 8 成的 12345 热线

诉求集中在该部门，囿于有限的化解力量，在解

纷效果上也将大打折扣。

易产生疫情后遗症等问题。疫情期间的纠纷

处置，一般都本着有利于疫情防控的原则进行，

在处理方式和手段上更加灵活，严苛的法律程序

往往要让位于处理效果，不可避免的会对群众利

益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伴随疫情态

势的持续好转而逐渐转化为潜在纠纷。例如，受

疫情影响，建筑领域大量工程将出现工期延后、

设施延期交付等违约情况，易产生业主维权、农

民工欠薪等群体性问题 ；农业养殖领域，涉及到

农场家禽类捕杀的，可能引起保险索赔纠纷 ；道

路交通领域，非规范性执法，可能产生行政纠纷，

等等。

三、涉疫情诉求化解手段的运用及效果分析

政府主导下涉疫情诉求的化解，主要包含行

政执法、行政调解、复议、诉讼等等。在化解层

级上，大量矛盾纠纷主要集中在街乡镇人民政府

或政府部门。

和解调解成为首选纠纷化解方式。按照涉疫

情诉求“从快”处理的需要，以和解、调解等手

段化解矛盾纠纷，不仅克服程序复杂、冗长的弊

端，同时能够实现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以矛

盾纠纷最为集中的基层人民政府为例，例如，通

州区张家湾镇政府在处理一起比赛退费纠纷中，

积极组织调解力量介入，仅用 2-3 天的时间，便

促成了 20 多个家庭与相关单位达成和解协议，

避免纠纷进一步扩大 ；梨园镇政府组织调解专家，

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化解了某商城涉 200 多租户

集体减租、退租的纠纷 ；通州区司法局为需要办

理司法确认的群众，建立“人民调解 + 司法确

认”“一站式”绿色通道，方便群众诉求快速化解。

数据统计，通州区上半年人民调解队伍累计排查

矛盾纠纷 1 万余次，排查涉疫情矛盾纠纷 300 余

件，化解率在 70% 以上。和解、调解的解纷手段，

往往能更“接地气”而被纠纷双方认可，达到案

结事了的理想效果。但在处理专业性较高的领域

内纠纷，如商事、知产、涉外、金融等，相关机

制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行政调解力度增加，柔性执法彰显人文关怀。

上半年，在执法量上，全区累计执法案件 9470

件，同比下降 54.65%。执法数量大幅下降。一方

面，与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包容审慎的执法要求有

关 ；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受疫情影响存在经营困

难，执法总体以批评教育整改为主。在行业纠纷

化解方面，各行政执法部门多采取执法检查、行

政调解、批评教育等方式化解纠纷。上半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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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各单位累计开展执法检查 18.6 万次，同比增长

91.92%。执法大检查对部分纠纷、诉求起到了一

定的预防作用，从“前端”减少纠纷量。同时积

极开展行政调解工作，妥善处置已发纠纷，例如，

为妥善处置疫情期间线上消费纠纷，通州区市场

监管局为企业开通“ODR”在线消费争议快速调

解绿色通道，对消费纠纷，要求企业每天上报调

处进度，加快纠纷解决效率。疫情期间，政府充

分考虑到疫情期间企业经营困难的现状，大量采

用批评教育、整改提升、行政调解等柔性执法方

式，展示出政府与企业共渡难关的担当。行政调

解作为一种纠纷化解方式，能够充分推动行政争

议或者因行政管理而产生的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让执法更加人性化。

复议、诉讼化解纠纷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处于

压制状态。疫情期间，复议和诉讼等相关部门均

先后出台相关措施，加强涉疫情矛盾纠纷的预防

和化解，例如通州区复议接待室对涉疫情决策、

文件、执法案件提供法律意见 ；法院方面先后出

台针对疫情民事案件、疫情旅游合同纠纷、妨害

疫情防控犯罪等方面的文件，加强疫情案件办理

指导。但，总体而言，复议和诉讼的纠纷处理能

力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延缓。行政复议方面，收案

量同比下降月 50% 左右 ；诉讼方面，同比下降

30% 左右。这说明，部分案件未能及时进入法治

途径解决，同时鉴于 60 日的行政复议申请实效

显示，预计这部分行政争议将直接进入诉讼程序，

增加末端解纷压力。伴随疫情好转，这部分纠纷

出现可能反弹，造成短时集中爆发的现象，需要

高度注意。

总体上，以政府为主导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高效处理了涉疫情期间的矛盾纠纷，为疫情防控

争取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但，也应当看到，政府

主导的涉疫情纠纷化解，是建立大量行政资源投

入的基础之上，在处理部分涉民事类纠纷中，明

显乏力。例如，疫情期间培训机构退费问题属于

12345 热线高发民事纠纷，往往涉及人员较多、

金额较大得到各部门高度重视。但在处理方式上，

市场监管局作为牵头部门往往陷入两难境地。一

方面，市场监管局需要在工单办理期限内化解纠

纷，一般为 3-5 天，这远远小于法律规定的执法

期限，很难达到当事人满意的结果 ；另一方面，

用行政执法手段处理民事纠纷会产生适得其反的

效果，市场监管部门往往“无招可用”。实践中，

市场监管局通常联合教育、城管、公安等部门开

展联合执法，但经常陷入“多部门参与、多部门

无招”的境地。后疫情时代，应当高度重视民间

力量参与社会纠纷化解，从政策供给、制度建设、

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培育民间社会组织，弥补

政府主导体制下的不足。

四、疫情对政府主导依法化解群众诉求的启

示

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对政府主导依法化

解群众诉求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解纷成效上更加

突出实质化解，在解纷环节上更强调预防，在解

纷方式上更加突出多元，在解纷主体上更加突出

各部门联动。因此，在处理矛盾纠纷上，应当从

化解环节、化解主体、化解方式等方面进行统筹

协调，建立衔接机制，达到纠纷化解的实质化。

坚持预防为主减少纠纷产生量。从各解纷

手段的运用效果来看，各单位均高度重视矛盾纠

纷的预防。坚持矛盾纠纷不发生、少发生、未发

生，不仅体现出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能力和

水平，更体现出政府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情怀。

首先，要高度重视政府决策的这个初始环节，建

立重大行政决策机制，严格落实合法性审查、集

体讨论、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要求，

提高政府文件的权威性、合法性，源头预防纠纷

的产生。其次，要高度重视政府行为的规范性，

加强对政府抽象行为、具体行为等的过程监督，

特别是政府决策、部门执法等领域的监督，提高

行为规范程度。再次，要加强专业领域内普法教

育。今年是“七五”普法工作的验收之年，全民

法治意识、法律素养大幅提高。但普法工作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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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加强，特别是行业内、系统内、领域类的普

法要加强，通过“谁执法谁普”普法责任制，培

养群众尊法、学法、守法自觉，强化依法办事、

遇事找法、化解纠纷靠法意识。

健全和完善行政调解体系。此次疫情表明，

行政调解在处理疫情矛盾纠纷中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在处理效率、解纷效果、当事人满意程度上

面具有天然优势。为此，应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行政调解体系。对于本行业、本系统、本领域的

矛盾纠纷，由其主管部门主导行政调解，此类行

政调解重点化解基于行政管理而产生的纠纷。首

先，要积极鼓励各街道乡镇、各执法部门主动运

用调解手段，化解本行业、本系统、本领域矛盾

纠纷 ；其次，要建立多元联动机制，对于涉及多

个主管部门的纠纷，要建立对接机制，实现快速

对接、快速处理 ；最后，要与执法部门“自由裁

量权”相结合，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自由裁量权”

范畴，减少跨度大、随意性等执法问题，另一方

面，要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在行政调解中的“指

引”作用，对于态度较好、接受批评教育、积极

整改的单位和个人要减轻、从轻或免于处罚。同

时强化行政争议末端调解力度，对于进入复议环

节的行政争议，由复议机关依法进行调解，避免

争议进一步扩大，实现案结事了。

聚焦社会治理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命题。落实好

这一要求，需要统筹发挥好和解、调解、仲裁、

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信访、诉讼等多元解纷方式，

实现矛盾纠纷分渠道化解的“漏斗形”化解体系。

为此，首先，需要健全和完善区、街（乡、镇）、

村（居）三级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进一步强化各

级政府部门在纠纷化解中的职能作用，避免出现

纠纷“无人管”等现象。其次，需要加强多元衔

接机制，重点强化层级之间、部门之间、程序扭

转之间的衔接对接，避免推诿扯皮、推卸责任等

现象。再次，在道路交通、医疗纠纷、物业纠纷、

知识产权保护、劳动争议、金融纠纷等纠纷高发

领域，探索建立“行专”化解机制，形成“多元”

解纷格局。最后，应当积极培育公益性、非盈利

性、自治性、志愿性社会组织机构参与纠纷化解，

同时探索建立营利性社会组织，积极引进专业力

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本文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司法局局长，本

文获北京市疫情防控优秀法治研究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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