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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世谷 陈怀圆

近年来，福建省霞浦县民宿

产业发展呈现出星火燎原之

势。面对民宿产业高速发展背

景下的人才需求，霞浦县积极探

索走出一条以品牌集聚内外人

才、以人才支撑产业发展的道

路，构筑产才融合发展特色战略

优势，打响“霞浦民宿”品牌。

广纳贤才
打造“洼地效应”

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供给，

霞浦县采取“项目+人才”“外

引+招商”“智库+窗口”等方式

推进招才引智，吸引海内外优秀

人才前来发展民宿。

搭架引才平台。建立民宿

旅游人才库，覆盖投资开发、规

划设计、经营管理、服务运营等

全产业链人才需求，引进高端人

才和本土人才入库 600余名。

依托驻外人才工作站举办引才

活动30余场，邀请在外人才来

霞考察对接超900人次，储备民

宿项目近70个。应用各大网络

自媒体、OTA平台持续推广霞

浦民宿，面向全球招揽民宿经营

者、广告人、地产设计师、旅游达

人、电商主播等各类人才，形成

千名民宿人才集聚小高地。

组建招才队伍。通过委托

招商、以商招商、参与招商峰会

等方式招揽民宿人才，成功引

进苏州、温州、福州等客商来霞

浦发展精品民宿。充分发挥柔

性引智效应，成功引进经营管

理、市场开发、会展策划等专业

型、高层次人才 300余人。积

极配合做好民宿项目对接工

作，先后帮助民宿人才对接本

地企业和项目40余个，持续接

引有情怀、有实力的优质民宿

企业入驻。

推进借才引智。成立全市

首个民宿行业协会，不定期组织

开展区域间行业交流座谈会、沙

龙等活动；邀请中国社科院学者

戴学锋等专家人才来霞开展旅

游调研和举办专题讲座，为民宿

产业发展出谋献策；建立民宿企

业与旅游高校在就业实践、产学

对接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常态化

机制，每年组织旅游高校输送民

宿实习生200余人。

优化机制
打造“绿色生态”

近年来，霞浦县坚持党建引

领护航人才发展，保障政策要素

供给，营造良性发展环境，持续

提升引才留才质效。

健全行业监管体系。成立

乡村民宿发展协调小组，制定出

台《扶持乡村民宿发展实施意

见》《乡村民宿办理流程规定》和

《霞浦县乡村民宿等级评定细

则》。2020年 3月重新修订的

《霞浦县民宿管理暂行规定》，

引导民宿业主从房屋质量、消

防安全、卫生环保、治安监管等

方面逐渐完善规范管理。目

前，已有20多家民宿获得统一

发放的“霞浦民宿经营”牌照，

草木人、拾间海等民宿入选星

级经营单位。

发挥党管人才优势。制定

《领导干部联系优秀人才专家工

作制度》，建立领导挂钩人才“四

个一”服务机制，定期联系人才

听取意见建议以及解决难点问

题。成立民宿联合党支部，探索

出“1+1+N”（建强一个组织堡

垒、汇聚一批民宿人才、N种发

展模式）的“民宿+”发展模式，

为民宿人才发展提供坚实的组

织保障。制定党员挂钩民宿企

业机制，为人才打造宜居宜业的

良好环境。

完善激励机制。探索“乡村

振兴合伙人”机制，鼓励返乡本

土企业、城乡居民、返乡人员等

兴建民宿，其中返乡青年人才民

宿项目可优先享受人才创业和

产业扶持资助；将“民宿人才”纳

入乡土人才队伍，着力提升人才

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出台《霞浦

县文体和旅游局专业技术岗位

聘任管理工作方案》，为民宿旅

游行业专技人才职称评聘提供

制度保障。

产才互融
打造“活力引擎”

探索多重文旅融合发展模

式，霞浦县在推进民宿产业集群

发展的同时引导差异化经营，构

筑产才协同发展的特色战略竞

争优势。

产才互联，依托产业发展集

聚人才动能。积极发挥霞浦滨

海旅游、滩涂摄影、历史文化等

三大优势，形成全县5个特色

“民宿村”，有效发挥产业和人才

的集群效应，直接带动岗位就业

近2万人。截至目前，霞浦县共

有各类乡村民宿（客栈）400多

家，总投资超2亿元，年接待游

客100多万人次。

产才互动，依托产业需求加

速人才培养。建设以民宿为主

的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构建衍

生亲子、生态农业、高端休闲体

验、摄影基地等民宿旅游文化产

业链，把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管理

型、服务型、技能型、贸易型等关

联度、契合度高的人才需求统筹

考虑，建立民宿旅游人才培养体

系。依托霞浦县职业中专和精

艺职业培训学校提升人才职业

技能，先后组织50余场培训，参

训人员超1200人次；委托县旅

游协会，每季度定期开展民宿

管家培训活动，近3年培训超

600人次。

产才互促，依托产业平台共

建人才生态。霞浦县通过实施

“摄影+民宿”发展模式和社交

电商、“粉丝”经济等网络营销新

模式，先后吸引100多家民宿近

千名人才在摄影点周边地区落

脚，年接待摄影游客近20万人

次。探索“民宿+艺术”“民宿+

民俗”等文旅融合发展方式，积

极引导民宿人才精准定位、差异

化经营，打造出精品化、个性化

的霞浦民宿品牌。目前，霞浦县

共有3家民宿企业通过省乡村

旅游星级经营单位评定，入选福

建民宿品牌，其中“拾间海”民宿

荣获“中国最具个性品牌民宿”

称号。2020年，霞浦县荣获“中

国最值得投资民宿区域”“中国

秋季休闲百佳县”称号。

（作者单位：霞浦县委组织部）

筑人才能源池 燃山海栖居梦
——福建霞浦县探索长效机制助力民宿人才发展纪实

今年以来，福建省莆田市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

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融入党委政

府构建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大

格局，针对矛盾纠纷多发易发的

农村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纠

纷、邻里矛盾纠纷等十大重点领

域，在城厢区探索“矛盾纠纷联

调”模式，以“四个一”为抓手，发

挥信息集合、资源融合、队伍整

合优势，构建矛盾纠纷联调联动

多元体系，切实提升排查发现能

力、调处化解能力、预警防控能

力。城厢区矛盾纠纷大排查大

化解大整治取得初步成效，十大

重点领域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

从38.5%提升至79.5%。

同频共振 系统集成
搭建一个联调指挥平台

建立联调平台。城厢区针

对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条块分割、

各自为政的问题，以区大调解平

台为中心，以区、镇（街道）、村

（社区）三级穿透的综治（网格）

平台为依托，搭建三级一体的矛

盾纠纷联调指挥平台，配套建立

“四库一室一微”（衔接调度库、

典型案例库、文档资料库、队伍

信息库、网上调解室、“邻里家家

亲”微信群），集台账管理、分流

交办、分析预警、挂账销号、全程

留痕等功能于一体，构建全覆盖

智慧解纷止争体系。

推广网上调解。针对在外

莆商众多的现象，城厢区广泛推

广网上调解、远程调解、云调解，

通过建立“三个一”工作平台（一

组人员、一组流程、一部电脑），

按照提出申请、审核诉求、受理

登记、约定时间、在线调解、签订

协议六大步骤，为当事人提供全

时空、跨地域、全流程的线上解

纷服务，让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

完成矛盾调解。今年以来，城厢

区在线调解案件541件，在线办

结518件，调解成功率95%。“网

上大调解”经验做法作为全省典

型入选“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

优秀案例”。

延伸跨域调解。为进一步

延伸跨域调解，城厢区以矛盾纠

纷联调平台为枢纽，与市劳动关

系协会、律师协会、江西商会、川

渝商会、区退役军人局、区生态

环境局等结对共建行业性、专业

性、民间性调委会40个，加强矛

盾纠纷化解共同体建设。今年

以来，共受理市场监管类纠纷

5144件，调解成功2345件；受

理医疗健康类纠纷32件，调解

成功32件；受理八大商会各类

纠纷13件，调解成功13件；劳

动关系协会人民调委会受理外

来务工人员的各类纠纷122件，

调解成功 105件，调解成功率

86%，为农民工和企业挽回经济

损失753万元，取得良好社会反

响和法律效果。

横向联动 纵向贯通
织密一张多元调解网络

做全做广横向联动。城厢

区以区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为

龙头，建立大调解中心与公安、

法院、检察院、司法、信访等部门

联席机制，统筹本部门、本系统

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全区7个

镇（街道）、122个村（社区）全覆

盖成立调委会，并建立信访事项

人民调解组织、法院调解组织以

及公安派出所调解组织。

做深做实纵向贯通。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城

厢区以镇（街道）调解组织为骨

干，村（社区）调解组织为基础，

建立区、镇（街道）、村（社区）三

级贯通的调解体系，通过逐级

上报、指定调解、协助调解等方

式，实现矛盾纠纷区内有序流

转、高效化解。今年以来，矛盾

纠纷联调平台共排查各类矛盾

纠纷1815件，化解1688件，化

解率93%。

做优做细多调对接。城厢

区注重推动公调、诉调、检调、访

调等衔接机制落地，成立诉非联

动中心，对符合诉前调解要求的

案件，先行委派至村（社区）、镇

（街道）调解，选派法院审判人员

提前介入，实行简案快调快审快

结，优化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

序。今年以来，委派委托诉非联

动中心调解4538件，成功2374

件，调解成功率52.3%。

整合资源 强化保障
组建一支专业调解队伍

做强村级调解力量。城厢

区以今年村级组织换届为契机，

加强基层村（社区）调解委员会

建设，落实村（社区）“两委”干

部、包片民警、挂钩法官、检察

官、法律顾问调解责任，广泛吸

纳“两代表一委员”“五老人员”

“乡贤名士”以及宫庙董事会等

民间调解力量，全区配备专兼职

调解员620名，筑牢“矛盾不出

村”第一道防线。

选优镇（街道）调解力量。

城厢区在每个镇（街道）选聘3名

以上具有法律工作经验、熟悉基

层调解技巧的专职调解员，培育

市星级调解员159人，打造“蔡

开典民生调解室”等个人品牌调

解室17个，对可能上交到镇（街

道）的矛盾纠纷，专人专班“把脉

坐诊”或提前介入“扁平化”调

解，尽一切力量把矛盾纠纷吸附

在镇（街道）。

发挥区大调解中心作用。

以“侯毅民心调解室”金牌调解

示范带动，城厢区充分发挥商会

调解、乡音调解、婚姻驿站、信访

评理室、网上调解、诉非联动等

集成作用，对上交到区级的复杂

疑难矛盾纠纷全力化解。今年

以来，区大调解中心化解重大疑

难矛盾纠纷、信访积案32件，从

源头上减少和遏制个人极端事

件、重大群体事件发生。

精准施策 高效运作
探索一套长效常态机制

健全排查分析机制。运用

日排查（包村领导牵头）、周例会

（镇<街道>政法委员牵头）、月

分析（镇<街道>党政主官牵头）

等方式，城厢区全面梳理风险

点、摸排遗留问题，定期会商研

判新生性、趋势性风险，实现从

末梢化解向前端预防延伸。聚

焦“百日攻坚”十大重点领域排

查矛盾纠纷220件，实行分流交

办、挂牌督办，化解175件，化解

率79.5%。

健全尽录尽调机制。按照

属地管理和首办责任制，城厢区

采取分级“诊疗”和“扁平化”调

解相结合的方法，对一般性矛

盾、行业性矛盾、历史遗留重大

矛盾分级流转、扁平调解，压实

各级责任。所有矛盾纠纷实时

录入衔接调度库，应录尽录、应

调尽调，防止因矛盾纠纷无人介

入调处导致进京赴省非访、“民

转刑”案事件发生。“百日攻坚”

行动开展以来，经过全领域、广

覆盖摸排，联调平台共计排查各

类矛盾纠纷 672 件，调解 545

件，调解成功率81.1%。

健全分级预警机制。城厢

区对矛盾纠纷案（事）件排查调

处和化解情况进行分级预警，设

定矛盾纠纷数量“警戒线”和化

解指标“高压线”，对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的重大复杂矛盾纠纷实

行挂牌督办、限期整改。今年以

来，区平安建设领导小组针对调

处率较低的重点领域行业主管

部门和属地镇（街道）发出“综治

提醒函”4份，从源头上减少和

遏制个人极端事件、重大群体事

件发生。

（莆田市城厢区委改革办供稿）

“一分离、二融合、三中心、四定位”——近年来，福建省莆田

市打造1234“全市一体化”政务服务新模式，持续深化政务服务

申办模式化、审批标准化、系统信息化、全市一体化，推进各级政

务服务“一窗、一网、一门、一次”通办，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高效、

便捷的服务。

“一分离”
实行行政审批受审分离，推动集中受理“只到一窗”

在莆田市，前台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对外实行清单式、标

准化“流水线”业务受理模式，后台审批科室和入驻部门负责审

批决策执行，通过“前后分离”、相互制约、分工协调，有效精减窗

口数量。

目前，莆田市已整合中心城区30个进驻窗口打造“无差别

全科”综合窗口，改变窗口忙闲不均状态。通过受审分离大力推

动莆田市内“全域通办”改革，共发布3个批次全市“全域通办”

317项事项清单；市、县区两级行政服务中心共设置6个“跨省

通办、省内通办”窗口。

莆田市还优化完善“办不成事”反映和咨询投诉联动处置机

制，设立“好办事”服务窗口，在全市全面推行“窗口无否决权”工

作机制，提高窗口整体效能和服务质量。今年，莆田政务服务

“好差评”非常满意率达99.95%。

“二融合”
聚焦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实现审批流程“只少不多”

莆田市推广应用“自己‘批’网上办”的智能化审批，莆田市、

县区两级政务服务可网上办理事项占比99.53%，行政许可“一

趟不用跑”事项占比达94.94%、全程网办事项占比86.34%。目

前，已在住建、卫健、教育、城管等领域上线应用41项的“秒批秒

办”智能审批。

莆田市聚焦企业、公民全生命周期便利化改革，重点推进高

频的企业开办和注销、二手房交易、医社保转移接续、校外培训

机构设立、公民出生等22项企业、公民“一件事”套餐，推行“一

张表单、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次办结”服务模式；实现企业开

办全流程4小时内办结，企业注销全部实现即办。

莆田市还持续优化公安户政审批流程，下放事项7项、精简

办事环节36个、压缩办事时限50个工作日，即办事项占比提升

28%；全省首创户政业务“一表集成”智能云表单系统，将34种

申请材料精简优化为5大类13种，实现一表办多事和智能自助

填报。

“三中心”
搭建市级三个中心平台，集成套餐服务“只进一门”

近年来，莆田市对办事大厅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和布局优

化，打造政务服务培训、体验和指导“三个中心”，建立一支120

名标准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办事员队伍，根

据岗位类型，建立常态化市、县区两级行政服务中心交流培训和

协调联动机制，组织业务培训210余次，有力推动政务服务办事

员队伍从“专科型”向“全科型”转变。

莆田还积极引导群众办事走“线上办为主、实体办为辅”的

办理路径，建立“现场受理服务区、网上办事服务区、自助服务

区”等无差别全科受理的政务服务新平台。此外，在中心城区办

事大厅试点开展县区级涉及30个部门2030项事项异地代收代

办，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

“四定位”
明确四个层级功能定位，企业群众办事“只跑一次”

莆田市通过市域统筹、县区主战、镇街承载、社区协同，构

建市域政务服务四级工作体系，进一步提升跨部门、跨业务、

跨层级、跨区域政务服务能力，破解政务服务体系“头重脚轻”

困境。

做优市级服务平台，明确市级平台办理法人业务，主责顶层

设计、改革创新、统筹协调和定标准、立规范、抓示范等职能。

做强县（区）服务能力，以办理法人业务为主、自然人业务为

辅，主责执行落实各项改革政策，实现同一事项在不同区域、不

同层级的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做实镇（街）便民服务功能，就近办理各类高频民生业务，推

动公安、医保、公积金、人社、市场监管、不动产、卫健、教育等部

门政务服务事项下沉办理。

做特社区（园区）邻里中心“事有所办”，细化分类，持续推进

政务服务事项精准下沉，全市公安、医社保、公积金、民政、卫健

等部门有101项常办事项在“党建+”社区邻里中心实现“就近

办”；84项海渔事项下沉延伸至湄洲岛和南日岛便民服务中心，

实现渔民办事“不出岛”。

莆田市打造的1234“全市一体化”政务服务新模式，取得三

方面创新成效。

实现一窗受理“最全一件事”。莆田市、县区两级在线上线

下提供198个“一件事”套餐服务，今年办件量超1.7万件，即办

率超86%。

推进一网通办“最快一件事”。今年9月份莆田市新一轮疫

情防控以来，全市通过网络端、手机端、自助机等“不见面审批”

方式办理近5万件，占比超80%，当日即办率超90%。依托e政

务自助机，以及微信“扫码”、电子政务平台，群众办理户政业务

通过智能“云表单”提升审批效率70%。

提升跨域通办“最远一件事”。今年以来，莆田市、县区两级

行政服务中心已办理4万多件异地群众申请件。其中，公安户

政“全市通办”业务帮助离开户籍地，外出工作或生活的群众节

约办事时间约3万小时。

（莆田市发展和改革委供稿）

打造1234政务服务新模式
福建莆田市通过“一分离、二融合、三中心、

四定位”，深化政务服务申办模式化、审批标准化、
系统信息化、全市一体化

联调联动一张网 固本培元强基础
福建莆田市探索实践“矛盾纠纷联调”模式，打造社会治理新标杆

专 题TopicTopic

福州福州：：老街区再现老街区再现““花漾年华花漾年华””
近日，作为福建省花漾街区建设样板的福州冶山历史风貌区中山堂片区已完成全新升级，老街

区再现“花漾年华”。图为改造提升后的中山堂老街区。 张 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