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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 南 市 司 法 局
文件淮 南 市 民 政 局

淮南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淮法宣办〔2021〕15号

关于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复核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司法局、民政局：

根据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关于启动“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社区）”2021 年度复核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和《“安徽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命名及动态管理办法》《淮

南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命名及动态管理办法》规定，为加

强动态管理，进一步提升我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质量，

深化全市法治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市司法局、市民政局近

期组织开展对我市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复核和省级、

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复核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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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的复核工作

（一）复核对象

经司法部、民政部 2019 年度复核合格保留的第一至第七批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名单详见附件 1、2）。

（二）县区核查上报时间

2021 年 8 月 15 日前完成。

（三）复核标准

1.工作依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

设的意见》所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指导标准》

和《“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命名管理办法》的规定和《通

知》进行。

2.自授予“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称号以来，有下

列情形之一，撤销荣誉称号：

（1）村级组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2）村级组织成员因违法违纪行为受过刑事处罚、党纪处

分，存在“村霸”或涉黑涉恶涉邪教等问题。

（3）发生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事件、严重刑事犯罪案、重大

安全事故、严重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发生涉黑涉恶涉邪教案件。

（4）发生集体上访事件、越级上访事件或群体性事件，造

成不良影响。

（5）其他与创建标准不符且造成不良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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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行政区划调整，原则上按以下方式处置：

（1）村（社区）被合并或拆分的，由市级司法行政和民政

部门提出重新命名或注销建议，由省级主管部门初核后上报司法

部、民政部，司法部、民政部审核后予以重新命名或注销。村（社

区）名称是否变化不作为保留或者注销的依据。

（2）已命名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整体征迁、重

建的，由市级司法行政和民政部门向省级主管部门备案，期间荣

誉称号予以冻结，待重建完成后进行复核。

（四）复核程序

1.自查（8 月 15 日前完成）。县级司法局、民政局指导督促

辖区内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严格根据“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指导标准，逐一对照，形成自查报告，

经所属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把关后，书面报送市司法局、

民政局。

2.初审（8 月底前）。市司法局、民政局对自查报告进行审

核，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以进行实地检查，形成意见上报省级

主管部门。

3.审核（9 月 15 日前完成）。省司法厅、省民政厅负责进行

审核，开展实地检查，实地检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总数的 10%。

4.公示上报初核结果（9 月底前）。省司法厅、省民政厅提

出保留、撤销、注销建议名单，在省司法厅、省民政厅门户网站、

安徽普法网等公示 7 天，将有关情况上报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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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的复核工作

（一）复核对象

经省司法厅、民政厅 2019 年度复核合格保留的第一至第七

批“安徽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第八批“安徽省民主法治

示范村（社区）”（名单详见附件 3、4）。

（二）县区核查上报时间

2021 年 9 月 28 日前完成。

（三）复核标准

1.主要依照中共安徽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 2020 年 8 月

印发的《关于加强全省法治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及所附《“安

徽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指导标准》和《“安徽省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命名及动态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

2.自授予“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称号以来，有下

列情形之一，撤销荣誉称号：

（1）村（社区）“两委”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侵犯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2）村（社区）“两委”成员因违法违纪行为受过刑事处罚、

党纪处分，存在“村霸”或涉黑涉恶涉邪教等问题。

（3）发生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事件、严重刑事犯罪案、重大

安全事故、严重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发生涉黑涉恶涉邪教案件。

（4）发生集体上访事件、越级上访事件或群体性事件，造

成不良影响。

（5）其他与创建标准不符且造成不良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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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村（社区）被合并或拆分的，由市级司法行政和民政部门

提出重新命名或注销建议，由省级主管部门审核后予以重新命名

或注销。村（社区）名称是否变化不作为保留或者注销的依据。

（四）复核程序

1.自查。县级司法局、民政局指导督促辖区内 “全省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严格根据“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建设指导标准，逐一对照，形成自查报告，经所属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把关后，书面报送市司法局、民政局。

2.初审。市司法局、民政局负责组织本市省级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初审。其中，实地核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总数的 5%。

会同市民政局提出保留、撤销及注销建议名单（详见附件 6、7、

8），在本市权威媒体进行不少于 7 天的公示后，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前报省司法厅、省民政厅。

3.复核。省司法厅、省民政厅、省法宣办对市司法局、民政

局的初核意见进行复核，视情进行抽查，按程序公布复核结果。

三、关于“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的复核工作

（一）复核对象

经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命名的第一至第八批“市级民主法治

示范村（社区）”（名单详见附件 5）。

（二）复核时间

各县区上报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8 日前完成。

（三）复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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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核主要依照中共淮南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 2020 年

12 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全市法治乡村建设的实施方案》（淮法发

〔2020〕7 号）及所附《“淮南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

指导标准》和《淮南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命名及动态管理

办法》的规定进行。

2.自授予“淮南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称号以来，有

下列情形之一，撤销荣誉称号：

（1）村（社区）“两委”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侵犯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2）村（社区）“两委”成员因违法违纪行为受过刑事处罚、

党纪处分，存在“村霸”或涉黑涉恶涉邪教等问题。

（3）村党组织成员、村委会成员有涉黑涉恶、横行乡里及

其他犯罪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4）发生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事件、严重刑事犯罪案、重大

安全事故、严重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发生涉黑涉恶涉邪教案件。

（5）发生集体上访事件、越级上访事件或群体性事件，造

成不良影响。

（6）其他与创建标准不符且造成不良影响的。

3.村（社区）被合并或拆分的，由县（区）级司法行政和

民政部门提出重新命名或注销建议，由市级主管部门审核后予以

重新命名或注销。村（社区）名称是否变化不作为保留或者注销

的依据。

（四）复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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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查。已获全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称号的村（社区），

根据“全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指导标准，逐一对照，

形成自查报告。

2.初核。各县（区）司法局、民政局负责组织本市市级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初核。其中，实地核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总

数的 5%。会同县（区）民政局提出保留、撤销及注销建议名单

（详见附件 6、7、8），在区域内权威媒体进行不少于 7 天的公

示后，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前报市司法局、市民政局。

3.复核。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市法宣办对县（区）司法局、

民政局、法宣办的初核意见进行复核，视情进行抽查，按程序公

布复核结果。

四、工作要求

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此次复核工作作为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具体举措，作为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内

容，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要坚持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实事求

是。要做到严格程序、规范操作，责任明确。注重工作实效，不

搞形式主义，不扰民，不增加基层群众负担。对在审核工作中出

现弄虚作假等行为并查实的，将作出处理并在年度相关工作考核

中核减相关分值。

工作中的有关重要事项，请及时报告市司法局、市民政局。

附件：1.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第一至第七批次保

留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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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命名名单

3.安徽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第一至第七批次保留名单

4.第八批“安徽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命名名单

5.淮南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第一至第八批命名名单

6.建议保留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称号名单汇总表

7.建议撤销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名单汇总表

8.建议注销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名单汇总表

联系人：市司法局 普法与依法治理科 胡瑛坤

联系方式：2795015

联系人：市民政局 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科 杨新福

联系方式：6644681

电子邮箱：hnpfxx@163.com

市司法局 市民政局 市法宣办

2021 年 8 月 3 日

mailto:ahsfx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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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第一至第七批次保留名单

（淮南市 7 个）

凤台县丁集乡张巷村

潘集区泥河镇中黄村

寿县正阳关镇北台村

八公山区八公山镇杨家地社区

潘集区泥河镇后湖村

田家庵区泉山街道泉山社区

毛集实验区毛集镇大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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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命名名单

（淮南市 2个）

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新建社区

潘集区架河镇武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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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第一至第七批次保留名单

（淮南市 42 个）

寿县安丰塘镇戈店村

寿县安丰镇桓店村

寿县涧沟镇张郢村

寿县正阳关镇北台村

寿县堰口镇青莲村

寿县窑口乡真武村

寿县寿春镇民主社区

寿县丰庄镇曹洼村

寿县大顺镇新集村

凤台县丁集乡张巷村

凤台县桂集乡颜王村

凤台县杨村乡店集村

凤台县桂集镇大王村

凤台县城关镇人民社区

凤台县凤台经济开发区山赵社区

凤台县凤凰镇芮集村

凤台县桂集镇殷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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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庵区安成镇连岗村

田家庵区泉山街道泉山社区

田家庵区洞山街道新村社区

田家庵区公园街道淮河新城社区

大通区洛河镇金庄村

大通区洛河乡洛河村

大通区九龙岗镇曹店村

大通区大通街道居南社区

谢家集区孤堆乡孤堆村

谢家集区唐山镇平山村

谢家集区孙庙乡刘庙村

八公山区八公山镇杨家地村

八公山区山王镇毕岗村

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新建社区

潘集区泥河镇中黄村

潘集区平圩镇平圩村

潘集区架河镇杨集村

潘集区泥河镇后湖村

潘集区平圩镇谢圩村

潘集区潘集镇大庄村

潘集区架河镇武庙村

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毛集村

毛集区毛集镇大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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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集实验区毛集镇中心社区

毛集实验区毛集镇康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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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八批“安徽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命名名单

（淮南市 25 个）

寿县寿春镇红星社区

寿县安丰镇梧桐村

寿县双庙集镇公庄村

寿县丰庄镇柴岗村

寿县双桥镇马荒村

寿县炎刘镇谢墩村

高新区三和镇泉山湖社区

潘集区田集街道李圩社区

潘集区古沟回族乡新河村

潘集区芦集镇董圩社区

潘集区高皇镇孙岗村

凤台县凤凰镇酒东村

凤台县丁集镇信圩村

凤台县丁集镇瓦岗村

凤台县丁集镇宋塘村

大通区孔店乡河沿村

大通区孔店乡舜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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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山区八公山镇钱淮村

八公山区新庄孜街道治东社区

田家庵区国庆街道金豪社区

田家庵区洞山街道锦里社区

田家庵区洞山街道舜都社区

谢家集区望峰岗镇靠山社区

谢家集区李郢孜镇河西社区

毛集实验区焦岗湖镇臧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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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淮南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第一至第八批
命名名单
（266 个）

（（（（寿县寿县寿县寿县 77777777 个个个个含从含从含从含从六安市转淮南市六安市转淮南市六安市转淮南市六安市转淮南市））））

寿县小甸镇古楼村

寿县陶店回族乡陶店回族村

寿县瓦埠镇上奠村

寿县众兴镇新店街道

寿县茶庵镇关岗村

寿县大顺镇新集村

寿县丰庄镇曹洼村

寿县双桥镇南塘村

寿县板桥镇邹祠村

寿县迎河镇李台村

寿县寿春镇红星社区

寿县寿春镇新民社区

寿县正阳关镇建设村

寿县张李乡南场村

寿县安丰镇石集街道

寿县安丰镇甲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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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隐贤镇隐贤街道

寿县茶庵镇精神村

寿县刘岗镇烟店村

寿县双庙集镇周岗村

寿县双庙集双庙街道

寿县小甸镇小甸街道

寿县小甸镇邵店村

寿县瓦埠镇瓦埠街道

寿县堰口镇大光社区

寿县三觉镇张岗村

寿县丰庄镇王店村

寿县陶店回族乡桃园村

寿县安丰塘镇安丰街道

寿县迎河镇常圩村

寿县堰口镇魏岗村

寿县堰口镇许寺村

寿县瓦埠镇铁佛村

寿县瓦埠镇张冲村

寿县窑口镇北集村

寿县窑口镇陈圩村

寿县保义镇东楼村

寿县隐贤镇牌坊村

寿县隐贤镇包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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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涧沟镇涧沟村

寿县板桥镇新华村

寿县小甸镇大井村

寿县陶店乡湖滨村

寿县大顺镇九井村

寿县正阳关镇谭套村

寿县丰庄镇柴岗村

寿县双桥镇马荒村

寿县众兴镇楼郢村

寿县炎刘镇石埠村

寿县安丰镇青峰村

寿县正阳关镇北台村

寿县安丰塘镇戈店村

寿县安丰镇桓店村

寿县涧沟镇张郢村

寿县堰口镇青莲村

寿县窑口乡真武村

寿县寿春镇民主社区

寿县涧沟镇黑龙村

寿县安丰塘镇柿元村

寿县安丰塘镇苏王街道

寿县安丰镇天岗村

寿县板桥镇板桥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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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板桥镇毕墙村

寿县众兴镇东岳村

寿县丰庄镇前圩村

寿县众兴镇黄圩村

寿县刘岗镇陈楼村

寿县保义镇桃园村

寿县炎刘镇圣井村

寿县双庙集镇公庄村

寿县双桥镇双桥街道

寿县炎刘镇谢墩村

寿县众兴镇闫店街道

寿县窑口镇窑口街道

寿县隐贤镇姚祠村

寿县正阳关镇红旗村

寿县正阳关镇花门村

（（（（凤台县凤台县凤台县凤台县 60606060 个个个个））））

凤台县城关镇人民社区

凤台县凤凰镇芮集村

凤台县古店乡古店村

凤台县顾桥镇王庄村

凤台县尚塘乡龙庙村

凤台县城关镇古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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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县城关镇菜市社区

凤台县城关镇龙潭社区

凤台县城关镇明珠社区

凤台县大兴镇武集行政村

凤台县李冲回族乡李冲行政村

凤台县尚塘乡郭王行政村

凤台县朱马店镇利民行政村

凤台县新集镇胡岗行政村

凤台县顾桥镇寺西行政村

凤台县丁集镇瓦岗行政村

凤台县凤凰镇酒西行政村

凤台县杨村镇彭庄行政村

凤台县古店乡前刘行政村

凤台县尚塘乡朱庙行政村

凤台县关店乡竹园行政村

凤台县古店乡童集村

凤台县古店乡友谊村

凤台县新集镇叶圩村

凤台县新集镇前靳村

凤台县丁集镇沈庄村

凤台县丁集镇考庄村

凤台县丁集镇曹楼村

凤台县丁集镇耿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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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县丁集镇宋塘村

凤台县丁集镇炮楼村

凤台县朱马店镇刘桥口村

凤台县朱马店镇秦刘村

凤台县朱马店镇刘古城村

凤台县朱马店镇毕湾村

凤台县朱马店镇北刘集村

凤台县大兴镇界西村

凤台县大兴镇银杏村

凤台县尚塘镇王桥村

凤台县刘集镇淝北村

凤台县李冲乡民族村

凤台县丁集乡张巷村

凤台县桂集乡颜王村

凤台县杨村乡店集村

凤台县桂集镇大王村

凤台县凤台经济开发区山赵社区

凤台县大兴镇曙光村

凤台县大兴镇赵王村

凤台县古店乡北王集村

凤台县顾桥镇北樊庙村

凤台县顾桥镇临淝村

凤台县桂集镇洼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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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县尚塘镇黑河村

凤台县尚塘镇黄圩村

凤台县新集镇常庙村

凤台县杨村镇中塘村

凤台县岳张集镇前岗社区

凤台县朱马店镇永幸村

凤台县朱马店镇徐桥村

凤台县杨村镇邵集村

（（（（田家庵区田家庵区田家庵区田家庵区 18181818个个个个））））

田家庵区泉山街道泉山社区

田家庵区舜耕镇舜耕社区

田家庵区朝阳街道淮橡社区

田家庵区田东街道皖化社区

田家庵区新淮街道九龙社区

田家庵区洞山街道新村社区

田家庵区龙泉街道南岭社区

田家庵区史院乡瓦杨村

田家庵区公园街道淮河新城社区

田家庵区朝阳街道银鹭社区

田家庵区新淮街道文化社区

田家庵区国庆街道罗马广场社区

田家庵区安城镇连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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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庵区国庆街道金豪社区

田家庵区曹庵镇曹庵村

田家庵区淮滨街道淮河路社区

田家庵区洞山街道锦里社区

田家庵区洞山街道舜都社区

（（（（大通区大通区大通区大通区 17171717个个个个））））

大通区洛河镇农场社区

大通区上窑镇马庙村

大通区九龙岗镇方岗村

大通区上窑镇方楼村

大通区大通街道居南社区

大通区洛河镇洛河社区

大通区九龙岗街道夏菜村

大通区九龙岗街道夏农村

大通区孔店乡新街村

大通区孔店乡河沿村

大通区上窑镇红光村

大通区洛河镇金庄村

大通区洛河乡洛河村

大通区九龙岗镇曹店村

大通区上窑镇马岗村

大通区孔店乡舜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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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区上窑镇张郢村

（（（（谢家集区谢家集区谢家集区谢家集区 21212121个个个个））））

谢家集区谢家集街道红轮社区

谢家集区望峰岗镇靠山社区

谢家集区唐山镇平山村

谢家集区望峰岗镇舜峰社区

谢家集区唐山镇邱岗村

谢家集区杨公镇胡岗村

谢家集区孙庙乡刘庙村

谢家集区孙庙乡新庄村

谢家集区唐山镇施咀村

谢家集区唐山镇山口社区

谢家集区望峰岗镇选煤社区

谢家集区李郢孜镇建设社区

谢家集区蔡家岗街道振兴社区

谢家集区孙庙乡柯湖村

谢家集区李郢孜镇河西社区

谢家集区李郢孜镇新河村

谢家集区孤堆乡孤堆村

谢家集区平山街道商业社区

谢家集区谢家集街道湖西社区

谢家集区谢家集街道西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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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集区孤堆回族乡杨岗村

（（（（八公山区八公山区八公山区八公山区 11115555个个个个））））

八公山区八公山镇朱岗村

八公山区山王镇山王村

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新建社区

八公山区土坝孜街道小刘庄社区

八公山区八公山镇钱淮社区

八公山区山王镇林场村

八公山区土坝孜街道惠民社区

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上游社区

八公山区山王镇闪冲村

八公山新庄孜街道治东社区

八公山区八公山镇杨家地社区

八公山区山王镇毕岗村

八公山区八公山镇下郢村

八公山区山王镇工农村

八公山区土坝孜街道大马路社区

（（（（潘集区潘集区潘集区潘集区 42424242 个个个个））））

潘集区架河镇新圩村

潘集区田集街道杨圩社区

潘集区高皇镇后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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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集区潘集镇魏圩村

潘集区古沟回族乡陶郢村

潘集区架河镇武庙村

潘集区泥河镇谢街村

潘集区芦集镇王桥村

潘集区田集街道李圩社区

潘集区芦集镇董圩社区

潘集区平圩镇李桥村

潘集区夹沟镇林场村

潘集区潘集镇大庄村

潘集区古沟回族乡顾圩村

潘集区古沟回族乡新河村

潘集区古沟回族乡蔡庙村

潘集区泥河镇瓦房村

潘集区高皇镇赵岗村

潘集区祁集镇祁圩社区

潘集区夹沟镇北武村

潘集区高皇镇苏咀村

潘集区潘集镇张圩村

潘集区贺疃镇李庄村

潘集区芦集镇芦集村

潘集区泥河镇中黄村

潘集区平圩镇平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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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集区架河镇杨集村

潘集区泥河镇后湖村

潘集区平圩镇谢圩村

潘集区夹沟镇夹沟村

潘集区芦集镇桥西村

潘集区潘集镇草庙村

潘集区高皇镇孙岗村

潘集区古沟回族乡苏杨村

潘集区古沟回族乡於湖村

潘集区贺疃镇塘东村

潘集区架河镇淮北村

潘集区泥河镇店集村

潘集区泥河镇大树李村

潘集区祁集镇祁集社区

潘集区田集街道秦庄民族社区

潘集区平圩镇邵圩村

（（（（毛集实验区毛集实验区毛集实验区毛集实验区 11114444 个个个个））））

毛集实验区毛集镇魏庙村

毛集实验区焦岗湖镇臧巷村

毛集实验区焦岗湖镇万岗村

毛集实验区毛集镇中心社区

毛集实验区夏集镇姚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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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集实验区毛集镇后拐村

毛集实验区焦岗湖镇洼梁村

毛集实验区毛集镇毛集社区

毛集实验区夏集镇立新村

毛集实验区毛集镇大郢村

毛集实验区康庙村

毛集实验区毛集镇陆庄村

毛集实验区焦岗湖镇史集村

毛集实验区夏集镇夏丽花园社区

（（（（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市高新技术开发区：2222个个个个））））

田家庵区龙泉街道金岭社区

田家庵区泉山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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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建议保留“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称号”
名单汇总表

县（区）司法局（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村（社区）名称 命名时间 命名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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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建议撤销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名单
汇总表

县（区）司法局（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村（社区）名称 命名时间 命名层级 撤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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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建议注销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名单
汇总表

县（区）司法局（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村（社区）名称 命名时间 命名层级 注销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