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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月起，南海法院整合原

诉前和解中心和速裁中心，推进“调

裁一体化”，形成与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相衔接的快速解纷工作闭

环。今年 1 月至 7 月，该院共办结

速裁案件 3414 件。

今年7月，该院就发挥“调解

员+速裁法官”的优势，快速化解

一起涉疫合同纠纷。原来，原告佛山

市某物业公司（下称“物业公司”）

与被告佛山市某广告公司（下称“广

告公司”）曾就原告管理的五处物业

小区的电梯广告事宜存在合作关系。

疫情防控期间，广告公司提出

减免部分租金和违约金，但是物业

公司不接受。后广告公司拖欠应付

的租金 95400 元，物业公司遂起

诉被告至南海法院。南海法院认为

该案具有调解的可能性，遂交由调

解速裁民一组调解。

调解中，调解员积极与速裁法

官沟通联系，抓住“双方对债务事

实均无异议，争议焦点和调解难点

是‘金额不明确’”这一突破点展

开调解，成功促使原被告双方庭外

和解了结本纠纷。

南海着力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杨慧 通讯员 李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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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全覆盖 服务零距离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矛盾纠纷，有的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有的想要通过人民调解来解决……近年来，南海积极转变纠纷解决理念，建

立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满足人民群众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需求。

经过多年建设，南海已经铺就一张调解服务网络。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究竟是如何为民解纷止争的？针对不同的调解事

项，该选择什么调解机构？离我们最近的调解服务机构又在哪？今天，家书

就来告诉大家，怎么合理选择调解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中外交往与合作增多，境

外非政府组织在经济、教

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与

我国开展合作，为促进中

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流、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规范、引导境外非

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的活

动，保障其合法权益，促

进交流与合作，2017 年

1 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

动管理法》（简称《境外

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

法》）颁布实施，为境外

非政府组织境内开展活动

提供了法律依据和遵循。

什么是境外非政府组

织？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

国境内开展活动该遵守哪

些规定？家书带你一起来

读懂《境外非政府组织境

内活动管理法》。

法院调裁一体化  打造快速解纷工作闭环

退休民警变身“和事佬” 退而不休发挥余热

67 岁的黄兆玲是九江镇黄兆

玲调解工作室调解员。对于拥有

32年工龄的“老警察”黄兆玲来说，

从退休民警变成人民调解员非常得

心应手。

在辖区，黄兆玲“矛盾纠纷无

小事，为民解忧促和谐”的工作理

念，巧妙地将一件件纠纷大而化小、

小而化无，半年内化解36宗纠纷，

成功率达 90%。

参与调解工作以来，黄兆玲总

结出“四心”调解方法，并运用于

工作实践中：“调解工作最关键要

诚心、要细心、有恒心、有耐心，

要不厌其烦，性急不得的。”

2年前，贵州人小谢花了32万

元向九江人黎某买了一辆车，在小

谢提车前，该车被拖走。后小谢夫

妇赶到九江找黎某赔偿，但双方一

直谈不拢。经打听，今年 1月，小

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黄兆玲。

首次调解期间，黄兆玲摆事实、

讲道理，进行了近 3 小时的调解。

这次调解没有成功，还有第二次、

第三次调解……第四次调解时，黄

兆玲促成双方定下调解协议，黎某

答应以现时的车价 28 万元分期退

还给小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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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数量
仍在高发状态

法院
不堪重负

劳动争议案件
高居不下

交通事故纠纷
仍然高发

矛盾纠纷数量
高位运行

矛盾纠纷类型
向多元化发展

新时期南海区
矛盾纠纷有何特点？ 南海调解服务覆盖水平如何？

目前，南海区已有 425 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自然资

源分局等部门成立了 13 个调解工作室，在镇（街）设置了

32 个治安纠纷调解工作室、13 个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和 15
家个人调解工作室，调解服务覆盖全区，并形成了一个系统

的南海区调解服务网络。

一般民间纠纷由过去

的邻里、婚姻家庭、

赔偿等常见性纠纷向 想知道怎么找到这些家门口的调解服务机构吗？指引如下：

可以到就近社区民警中队治安调解室调处解决；

可以到佛山市泽辉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可以选择南海区交警大队道路交通损害赔偿纠纷一体化

中心调处；

可以到区法院诉前和解中心登记，那里可以解决覆盖各

种类型的矛盾纠纷；

可以通过镇（街道）调解委员会和个人调解工作室调处。

多元社会矛盾纠纷转变

专业性
行业性
复杂性
群体性

如何找南海区调解服务地图？

南海区
人民政府网

组织
机构

区司法局 南海区调解
服务地图

治安纠纷

治安
纠纷

交通事
故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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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纠纷 医疗
纠纷

医疗纠纷

交通事故纠纷

商事、经济、婚姻家庭等各种类纠纷

邻里、婚姻家庭、劳资等常见性纠纷

不同的矛盾纠纷，可以到哪里解纷？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柯凌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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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你得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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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境外非政府组织？ 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
业务主管、监督管理、提供服
务单位分别是？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活
动享有哪些权利？必须遵守哪
些义务？

境外非政府组织可以
在我国开展哪些活动？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
内开展活动，应当采取什
么方式？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

理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境外

非政府组织，是指在境外合法成立

的基金会、社会团体、智库机构等

非营利、非政府的社会组织。

国务院公安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

内开展活动的登记管理机关。国务院有

关部门和单位、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和单位，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

开展活动的相应业务主管单位。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实行业

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双重管

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有

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境外非政府

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依法实施监

督管理、提供服务。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依法

开展活动，受法律保护。

需要注意的是，境外非政府组织

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当遵守中国法

律，不得危害中国的国家统一、国家安

全和民族团结，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以及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得在与中方合作单

位开展合作过程中，或者在其活动有明

确的受益人时，对中方合作单位和受益

人附加违反法律法规的条件。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

理法》第三条规定：境外非政府组

织依照本法可以在经济、教育、科技、

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和

济困、救灾等方面开展有利于公益

事业发展的活动。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

展活动，应当依法登记设立代表机构；

未登记设立代表机构需要在中国境

内开展临时活动的，应当依法备案。

境外非政府组织未登记设立代

表机构、开展临时活动未经备案的，

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或者变相开展

活动，不得委托、资助或者变相委

托、资助中国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

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

答

答

答

答

答

关于登记备案

境外非政府组织未在中国境内

设立代表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展临

时活动的，应与中国的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

下简称“中方合作单位”）合作进行。

中方合作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

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在开展临时活

动十五日前向其所在地的登记管理

机关备案。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材料：

境外非政府组织合法成立的证

明文件、材料；

境外非政府组织与中方合作单

位的书面协议；

临时活动的名称、宗旨、地域

和期限等相关材料；

项目经费、资金来源证明材料

及中方合作单位的银行账户；

中方合作单位获得批准的文

件；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文

件、材料。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当依法登记，并遵守中国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