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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印象中，很多案件经过调解后，
原告因诉求得以实现而喜笑颜开，毕竟自己
赢了官司。但近日由莱山法院经手的一起
追讨工资诉前调解案件，被告在调解结束
后，对过程和结果也非常满意。这是因为什
么呢？

时间回到2020年4月到12月，孙某、吴
某、方某等3名同村村民跟着梁某的建筑施工
队，在莱山、牟平多处工地干运送水泥、沙石
等杂活，约定每天劳务费200元。然而梁某
并未按照约定足额发放工资。直到工程完
工，孙某三人还有5万多元工资没有拿到手。

2021年 2月，梁某向孙某等人立下欠
条，承诺会尽快支付剩余工资。后来孙某等
人多次催收，被梁某以人在外地、有疫情等
各种理由拖延、拒绝还款，始终未按时兑现
承诺。

苦苦讨薪始终未果，原告方生活和精神
压力与日俱增。而在追讨工资期间，原告之

一方某因病去世，给本就艰难的讨薪之路蒙
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今年1月，孙
某、吴某及方某家属委托律师来到莱山法院
诉讼服务大厅，要求立案起诉梁某。莱山法
院收到该案件后，考虑到这是一起涉农民工
追索工资案件，且涉案金额不大，为了快速
帮助原告讨回工资，化解双方矛盾，莱山法
院决定对该案件进行诉前调解。

接到该案后，莱山法院特邀调解员董玫
辰立即电话联系梁某，询问其未结款的原
因。“我们都是乡里乡亲，我也不想拖欠他们
的钱啊。”梁某如是说。

原来，他并非恶意欠薪，只因甲方迟迟
未付他的工程款，他作为分包方，手里也没
有钱结清农民工们的工资，恰逢这两年家里
状况不断，自己心脏不舒服，家里老人也经
常住院，实在是没钱付给大家伙，就一直这
么拖着。

董玫辰对梁某的现状表示理解，同时提
醒梁某换位思考，这3个家庭的日子也不好
过，尤其是一位原告已经离世，家里缺少了顶
梁柱，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希望他想办法
筹措资金赶紧付清欠款。梁某却称资金还是
无法周转，短期内无法清偿这些工资款。

董玫辰耐心劝告梁某：“这几个工人年
龄都是60岁左右的，其中一位还去世了。他
们出来跟你干活还不发人家工资，让人家怎
么生活。还了这些钱，往后好再做生意，现
在不发工人工资，名声坏了以后在这一行你
还怎么接着干？”电话里，董玫辰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最终，在董玫辰的劝说下，梁某
表示愿意调解，尽早还钱。

6月8日上午，原被告双方齐聚莱山法
院调解室。经过一上午的调解，原告谅解了
被告，同意其分期偿还。最终原被告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被告一年内分三期偿还完拖欠
原告的工资款。

看到调解过程如此顺利，梁某如释重
负。“总以为上法院打官司是个麻烦事，心里
有些抵触，没想到通过诉前调解，这么快就
能解决纠纷。”梁某说，目前仍有几家发包方
拖欠工程款，但自己法律意识淡薄，总想着
靠私人途径要钱，却始终没有下文。有了这
次经历，他也打算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这起拖欠工资纠纷，在诉前以双方当事
人都满意的方式解决了，既为诉讼“瘦身”，
也为群众减了负，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下一步，莱山法院将继续完善

“点线面”结合的诉源治理模式，让案件审执
驶入“快车道”，实现执法办案“加速度”，真
正解决人民群众在司法审判过程中遇到的

“急难愁盼”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利
益，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

为诉讼“瘦身”为群众减负
莱山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农民工欠薪案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金海善 吕金滙）立交桥派
出所结合辖区实际，全面开展排查辖区内“九小场所”、居
民社区、物业公司等场所单位的数量、规模、建筑消防设
施状况，并逐一登记造册，建立台账。按照市局下发的
《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检查工作操作手册》开展消防法监
督检查。

立交桥派出所辖区有九小场所共810家，包含餐饮、
教学、娱乐等类别，社区民警、辅警每日对社区九小场所
进行消防检查，全面排查摸清底数，压实消防责任。督促
消防安全管理人、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单位落实消防管
理职责。

对检查中发现的一般性问题隐患督促立即整改，涉
及消防行政处罚的，及时移送消防救援机构处理；发现较
为严重问题隐患的，向所在街道书面报告，与行业主管部
门形成合力，做到整改责任、措施、时限“三落实”，共同督
改隐患。

安全检查不停歇
立交桥派出所加强九小场所消防检查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 通讯
员 李小燕) 近日 ，莱 阳 市 人 民 法 院
12368 服务热线接到了一个反映“立案
难”的电话，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问题反
馈给立案法官。经过共同努力，最终成功
帮助当事人提交立案申请。

“我通过平台提交的网上立案申请，
系统随即自动退回，我应该怎么办？”6
月 7日，12368热线接到一个反映“立案
难”的电话。

当天，立案法官接到 12368 反馈的
工单后，第一时间致电当事人，了解相关情
况。原来，当事人是一名家住外地的未成
年人，因抚养费纠纷向莱阳市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其诉讼代理人多次提交网上立案
申请均被系统自动退回。

立案法官随即通过加微信的方式，
一步步引导当事人进行网上立案。然
而，先后尝试通过“移动微法院”“律师服
务平台”“跨域立案”等不同端口提交网
上立案申请依旧被系统自动退回。工作
人员汇报庭长后，经立案庭共同研究，凭
借丰富的立案经验，通知当事人在原告
信息中加入其法定代理人的信息。最
终，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处理，当事人得以
成功提交网上立案，并审核通过。

“谢谢莱阳法院的立案法官们，一直这
么尽心尽力帮我们解决立案问题，让我们
不用来回奔波就成功立案，减少了很多麻
烦！”当事人的代理人感激地说。

近年来，莱阳市人民法院持续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积极响
应市委“能力作风建设年”要求，通过“一
号通办”“代办式诉讼服务”等举措，为当
事人提供“一条龙”式诉讼服务，让人民群
众在一站式诉讼服务建设中有更多获得
感。

网上立案不再难
莱阳法院一站式服务解民忧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吕金滙 通讯员 烟公宣 摄
影报道）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部署开展“昆仑2022”专
项行动，坚决履行保民生、护民安职责使命，严打食品、药
品、环境和知识产权领域的违法犯罪。截至目前，共侦办案
件9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7人，涉案价值1.5亿余元。

聚焦饮食用药领域，守护舌尖安全。侦破制售假冒伪
劣产品、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妨害药品管理等食药领域犯罪
案件3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3人。招远市公安局打掉一
制售假冒品牌洋酒团伙，捣毁造假窝点4处，现场查扣白兰
地原酒、食用酒精等原材料40余吨、假酒成品200余箱，涉
案价值2600余万元。栖霞市公安局侦破首起妨害药品管
理案，抓获犯罪嫌疑人7人，捣毁一个生产、销售假药窝点，
涉案价值200余万元。

聚焦生态环境保护，护美绿水青山。侦破非法占用农
用地、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等环境领域犯罪案件4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1人。牟平分局侦破某石材加工厂
非法占用农用地案。莱州市公安局侦破非法采矿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7人。

聚焦知识产权保护，服务高质量发展。侦破假冒注册
商标、侵犯著作权、非法经营等知识产权及烟草领域案件
2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3人。莱山分局侦破一起侵犯著
作权案，打掉非法印刷、销售侵权制品窝点2处，现场查扣
侵权制品1万余册，抓获犯罪嫌疑人2人，涉案金额1000
余万元。芝罘分局捣毁一涉及广东、广西、山东等省份贩卖
假烟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1人，现场查扣假烟600
余条，涉案价值500余万元。

抓获犯罪嫌疑人187人
“昆仑2022”重拳出击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通讯员 王若帆）
18日，随着烟台蓝天云司法鉴定所在烟台国家广告产业园
区的正式揭牌，烟台市首家电子数据类司法鉴定机构和全
国首家具备电子数据司法鉴定资质的大数据企业正式诞
生。

山东蓝天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软件研发、网
络运营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以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致力于广告监
测、公平竞争审查、网络交易监测和智慧市场监管平台的研
发、搭建、维护，为政府职能部门提供数据采集、监测、审核
和分析服务。

业内专家认为，从事数据监测的专业公司利用自己的
科技优势和数据优势介入司法鉴定领域，这在我国还是首
次，此举将大大增加电子数据司法鉴定的专业性、便捷度和
权威性。

烟台首家电子数据
司法鉴定机构挂牌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为严格落实《刑事诉
讼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关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规定，
2022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正式
施行。

6月10日，龙口法院为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对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了犯罪记录封存，对该案的
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进行了犯罪记录封存权利义务告
知，并依法将封存通知书发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未成年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这也是《实施办法》施行以来龙口法院
发出的首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通知书。

法官介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本着教育、
感化、挽救的方针，有利于消除对未成年人因犯罪记录产
生的标签效应，最大程度降低轻罪前科对未成年人回归
社会的影响，对于犯罪较轻、悔罪态度较好、懂得承担责
任的未成年人，应当为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创造良好条
件。同时，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并不是未成年人犯罪
行为的挡箭牌，对于未成年人再犯新罪，发现漏罪以及经
过改判后不符合封存条件的未成年人，应当对封存的犯
罪记录予以解封。

龙口法院发出首份
“犯罪记录封存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 通讯
员 孙明达) 如今，助人为乐已成为烟台这
座城市的“文明标签”。6月12日，在开发
区街头，接连发生2起充满正能量的好人
好事。

6月 12日上午，一名群众在开发区振
华商厦附近捡到一个钱包，随后将钱包送
至金桥派出所，拜托民警帮忙找到失主。

民警接到群众送来的钱包后，发现钱包

内有约20万元韩币、银行卡若干、护照以及
出入境证明等，证件显示为韩国籍男子。
民警第一时间联系辖区内的外资企业寻找
该名韩国籍男子，查询未果。后经多方查
询，最终通过开发区外事部门联系到了该
韩国籍男子，该男子下午来到派出所，对捡
到钱包的群众和民警再三表示感谢，并将其
钱包领走。

无独有偶，12日15时许，福莱派出所接

到胡女士报警求助，称自己新买的苹果手机
在汽车西站门口不慎遗失，民警了解情况后
立即开展工作，发现一位路过的老人将手机
捡走。经过多方查找，最终在福山某小区将
捡到手机的老人找到，老人说：“这个手机是
在遛弯的时候捡到的，刚刚还让我儿子发了
朋友圈帮忙找失主呢，现在找到了，就能物
归原主了。”

胡女士对民警的认真负责和老人的拾

金不昧再三表示感谢，并将一面印有“为民
解忧办实事 热情服务暖人心”的锦旗送到
福莱派出所办案民警手中，激动地说：“感谢
你们帮我找到了手机，真是太负责任了，为
你们点赞。”

这样的好人好事，对于烟台人来说并
不少见。开发区公安分局搭建起好心人和
失主的暖心桥，将平凡细致的举动，凝聚成
社会正能量，获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搭建服务群众的“暖心桥”
开发区公安分局便民服务深得人心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史崇胤
通讯员 烟交宣 摄影报道） 昨日早高
峰，市区突降大雨，烟台交警启动恶劣天
气紧急预案，加派警力疏导交通。全体
执勤警员冒雨坚守，一边有序分流疏导，
一边清理路障隐患，进一步保障了市民

的出行安全，确保了雨中道路交通安全
和畅通。

上午8时许，市区南大街与青年路
交叉口，车流不断增多。烟台交警二大
队青年路岗民警在该路段不断疏导着过
往车辆。警员们坚守在路口，有的甚至

没来得及穿上雨衣，冒雨在路口不停地
挥动手臂指挥疏导交通，任凭雨水顺着
面颊流淌、打湿衣裤。

随着时间的推移，车流量不断减
少，早上9时许，市区车流量逐渐恢复
正常。

雨中坚守雨中坚守

为助推乡村振兴、助力果农创富，
按照公司2022年助推乡村振兴工作计
划的要求，中国人寿栖霞支公司日前召
开专题工作会议，针对地域特色，因地
制宜详细研讨工作计划，围绕苹果种植
业确立了服务果农的工作目标，采取了
一系列的措施。

今年来，栖霞支公司创新乡村振兴
服务理念，探索出极具栖霞特色的专为果
农服务的经营方式，突出抓好科技培训工
作，注重专业化、技能化，突出实用性。

举办果树管理讲座
根据果农需求，邀请栖霞知名果业

管理专家讲解果树管理知识。2022年
2-3月，栖霞支公司共组织果树管理讲座

10场，日前500多户果农参与了活动，通
过特邀技术人员的专业讲解，为果农果
树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持，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发放实用工具
活动中，中国人寿组织果树管理技

术及保险知识有奖问答，对积极参与答题
的果农发放进口果树剪等工具。“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果树剪省时省力，深
受农民喜爱，他们对中国人寿赞不绝口。

专家一对一辅导
6月，中国人寿烟台分公司启动“国

寿6·16”客户节服务活动，栖霞市支公司
利用农忙刚结束的时间点，对果农客户
升级服务方式，从之前的专家现场讲座
升级为专家1对1辅导，由果树专家走进
目标果农家里、果园，对客户的果树管理
进行现场单独指导与交流，不仅使客户
在果树管理上提高了水平，也使公司获

得了客户的支持。
中国人寿将继续履行金融央企责

任，发挥保险的优势，以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为统领，推进涉农业务“扩面、增品、提
标”，努力成为农业发展的“稳定器”、农
民增收的“助推器”，助力广大农民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

科技+保险 中国人寿以实用科技培训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