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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员 贾伟）近日，区委组织部、共
青团芝罘区委联合举行“智汇芝
罘·青鸟归来”2020年芝罘籍大学
生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山东
大学等33所省内外高校的71名青
年学子，陆续来到我区各基层机
关、城市社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社会实践活动。

启动仪式上，全体参会人员共
同观看芝罘区人才宣传片，区委组

织部人才办王誉臻对芝罘区青年
人才相关政策进行详细介绍。随
后，共青团芝罘区委书记陈川发表
欢迎致辞，介绍本次活动有关情
况，并希望青年学子们在实践中了
解区情，感受芝罘；服务基层，奉献
芝罘；磨练意志，走进芝罘；学以致
用，宣传芝罘。接下来的一个月
里，青年学子将通过参与岗位实践
等活动，开拓视野，提高素质，树立

“主人翁”意识和社会担当精神，充

分发挥自身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
芝罘、感受芝罘。

中国石油大学芝罘籍大学生林
颖代表青年学子做了发言。山东建
筑大学芝罘籍大学生鞠欣雨与大家
分享往届社会实践经历，鼓励大家
大胆参与，享受实践过程。参加本
次启动仪式的同学纷纷表示，会珍
惜“青鸟计划”所提供的自我展示平
台，深入基层、锤炼自己，在实践中
展青年新面貌、做芝罘代言人。

据了解，“智汇芝罘·青鸟归来”
是由区委组织部、团区委根据团省
委工作部署，以“按需设项，双向受
益”为原则，围绕文明城市创建、市
民服务和社区建设等内容开展的芝
罘区大学生“返家乡”基层服务活
动。旨在引导和鼓励广大优秀学子
进一步了解芝罘、热爱芝罘、服务芝
罘，吸引更多大学生人才返乡创业
就业，为进一步推动芝罘区向更高
层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我区启动芝罘籍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王雅琴)近日，黄务中心卫生院以“医
百分”课堂为契机，举办预防肝炎传播的
宣传活动和肝炎知识培训班。

宣传活动现场通过悬挂主题横幅、
摆放宣传展板和各类防病知识材料烘托
宣传氛围，吸引众多预防接种家长前来
咨询，工作人员还利用接种间隙发放健
康教育宣传材料。同时，在现场开起了

“医百分小课堂”，为家长细致讲解相关
疫苗接种情况。听完课后，家长们纷纷
主动参与山东省预防医学会组织的线上
有奖问答活动，大家都表示受益良多。

本次活动活化了“医百分”课堂形
式，充分发挥医疗人才优势，把专业知识
带到群众中去，对提高辖区医务工作者
对传染病的知识层面与技术服务起到积
极的作用，为辖区儿童的健康提供有力
保障。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娜 通讯
员 颜菡）为加强对全区女性创新创业的
辅导与支持，盘活女性创新创业资源，7
月30日上午，区妇联在芝罘区女性成长
家园组织开展首批烟台市女性创新创业
辅导员评选工作，市、区妇联相关领导，
优秀女企业家代表参加活动。

女性创新创业辅导员，是依托烟台
市女性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及芝罘区女性
成长家园打造的一项服务女性的创新创
业辅导工程，计划评选100位以上具备丰
富创业经历和具体运营项目的优秀女性
担任辅导员，带动1000人以上的女性开
展创新、创业、就业等活动。活动经过线
上线下报名，初步筛选出12位有较丰富
创业经验且当前有主要运营项目的候选
人参与现场答辩，每位候选人分别就创
业经历、参选创业辅导员的优势、创业辅
导项目等方面进行阐述，随后由评委进
行提问。经过公开评审，9位候选人获得
女性创新创业辅导员聘书。

下一步，区妇联将继续分批评选女
性创新创业辅导员，吸纳更多有丰富创
业经历、创业项目、创业帮扶意愿的企业
家参与，帮助女企业家、女小微商户、女
性从业者等解决婚姻家庭和事业、创业
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助力女企业家、女性
创业者跑出创新创业“加速度”。

区妇联评选首批
女性创新创业辅导员

黄务中心卫生院
举办“医百分”小课堂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
娜 通讯员 于思玮）今年以来，芝罘
法院坚持司法为民、诉讼惠民，不
断深化便民、利民举措，以提升审
判质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确立为民服务3
件实事，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
高效的司法服务。

加快推进诉讼服务体系建
设。推进两个“一站式”建设，畅通
立体化诉讼服务渠道，对诉讼服务
大厅优化模式、扩展功能、升级系
统，全面推广网上诉讼服务，充分
运用网上缴费、网上阅卷、网上调
解等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优质高
效服务，让网上立案真正方便快捷
起来。综合运用诉讼服务网、移动
微法院、电子送达等信息化平台，
实现立案、送达、保全、庭审、执行
等诉讼事务网上办理，做到一站通
办、一次办好。把申请司法鉴定、

评估等司法辅助性工作集中到诉
讼服务中心办理，对交通事故、医
疗损害、建筑工程合同等纠纷实行
鉴定前置，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和
监管力度。今年以来，共受理网上
立案申请13298件，办理电子送达
14570 人次，网上交退费 6585 人
次，网上保全2353件，让群众足不
出户享受司法服务。

强化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
离、快慢分道”。优化审执一线资
源，在诉讼服务中心建立8个由速
裁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和特邀
调解员组成的速裁团队，采取“诉
前调解+司法确认+案件速裁”的工
作模式，实现将简单案件全部“调
解过滤”的目标。建立5个刑事速
裁团队，出台《关于刑事案件速裁
程序的实施细则（试行）》，对于盗
窃、危险驾驶、故意伤害、寻衅滋事
等符合条件的常见、高发轻刑犯罪

的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快速审理机
制。截至目前，已经适用速裁程序
审结案件79件。在执行局设立3
个快速执行团队、1个警务保障团
队、7个普通执行团队，实现“简案
快执”“难案精执”“类案专办”。上
半年，速执团队快速执结案件728
起、警务保障团队进行线下财产查
控 1620 次、普通执行团队执结
1660起，大大缩短案件办理周期，
大幅提升审判执行效率。

全面加强智慧法院建设与应
用。全面推进互联网法庭建设。
正月初十，首次运用互联网法庭审
结一起涉湖北武汉一家公司的装
饰装修合同案。截至目前，共建设
互联网法庭27个，运用互联网法庭
审理案件 901 件，审结案件 637
件。全面推进全流程网上办案。
将网上立案、无纸化庭审、网上执
行、电子卷宗贯穿整个办案流程，

实行司法辅助事务无纸化运行。
全面加强电子卷宗实时在线同步
生成。强化电子签章、签名，对所
有法律文书实行电子签章，开庭笔
录实行电子签名。全面落实电子
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今
年以来，生成电子卷宗15550件，
生成率达到99.99%，生成裁判文书
3683份，电子签章11321次，文书
自动生成已全面推开，电子签章、
电子签名已全部实现。

下一步，芝罘法院将把各项为
民服务实事作为提升群众幸福感
和满意度的重要抓手，坚持把非诉
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切实加
快“两个一站式”建设，积极推进案
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
道”，加快建设新型办案模式，不断
提升智慧法院建设水平，确保为民
服务实事落到实处，真正实现“让
信息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

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
芝罘区人民法院三措并举落实为民服务实事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
娜 通讯员 陈璐 摄影报道）为进一
步适应职工群众对多层次、多领
域、个性化的法律服务需求，贯彻
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理念，芝
罘区总工会坚持依托区职工服务
中心，创新法律服务模式，以法律
服务站为载体，搭建工会主导、多
方参与的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真正
实现服务职工“零距离”。

专业团队服务。芝罘区总工
会引入专业律师团队进驻法律服
务站，以“普法+维权”为抓手，每日
在站内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
等服务，将服务前置、关口前移、力
量下沉。职工群众的法律疑惑、法
律诉求在法律服务站就能得到回
应和解决，努力实现“应援尽援”，
真正做到“纠纷在基层排查，问题
在一线化解”。截至7月，法律服务
站共调解各类劳动争议案件60件，
与法院诉调对接15件，提供法律咨
询服务14件，共计89件。

下沉“流动服务”。区总工会
延伸服务手臂，成立“情系职工·当
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公益法律
服务队，打造“可移动式”职工维权
品牌，以普法宣传为导向，实施“工
会+律师+社工”的联动模式，由律
师团带领志愿者深入基层，到工
地、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法律
宣讲，实现普法的多元化、日常化、
覆盖化。截至目前，共开展法律宣
讲200余次，有效提升广大职工的
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确保职工能
用正当途径表达合理诉求。

线上“随时服务”。区总工会
积极拓宽法律服务渠道，通过“齐
鲁工惠”APP和微信小程序，由特
约律师在线上对职工咨询的涉及
劳动法、合同法、婚姻法等方面的
问题进行专业解答，并不定期发布

普法信息，为职工提供互联互通、
便捷高效的“指尖上的法律服务”，
实现“掌上办”“指尖办”“随时
办”。截至目前，共有5名律师参与
其中，解答职工法律咨询78人次。

探索“345”服务。为全面提
升法律服务工作水平，区总工会
探索制定了“345”工会法律服务
运行体系，“3”即打造法律服务

“三大平台”（包括实体平台、网络
平台和职工服务信息平台）；“4”
即建立法律服务“四项机制”（包
括内部管理机制、争议调解联动
机制、经费保障机制和人才培育
机制）；“5”即狠抓法律服务“五项
重点”（包括强化源头参与，防范
化解风险；以需求为导向，惠及更
多困难群众；以群众满意为最高

标准，提升法律服务质量；优化帮
扶职能，做好闭环服务和坚持普
治并举，加大宣传力度）。

此外，在长期开展法律援助的
过程中，区总工会深刻认识到法律
案件对当事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
响。在寻求法律援助的过程中，有
些来访职工因自身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或因认知偏差等问题，容易出
现心理失衡、消极易怒等负面情
绪。芝罘区总工会由此逐渐摸索
出“法律援助+心理关爱协同作战”
的维权服务模式，对当事人给予法
律和心理的双重援助。

区总工会依托区职工服务中
心向日葵心理关爱服务站，将法律
援助工作与心理健康关爱工作有
机结合，对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

务的同时，由服务站的心理咨询师
采取心理干预，适时介入心理疏导
服务，引导当事人以健康理性的心
态依法维权，帮助当事人辨明维护

“法理”，同时指明“心理”，实现当
事人的法律需求和心理需求间的
平衡。

法律援助与心理关爱互为补
充、协同作战，芝罘区总工会通过
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体系，打
造工会主导、职工参与、社会联动
的具有工会特色的职工维权服务
模式，对职工的帮扶维权工作由物
质援助、法律援助，向心理关爱、人
文关怀领域进一步延伸，擦亮工会
法律服务普惠民生的名片，为推动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建设法治芝罘
贡献工会力量。

创新工作模式 服务职工“零距离”
区总工会搭建工会主导、多方参与的服务实体平台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娜 通讯
员 黄清杰）为有效落实监督执纪“第一
种形态”，实现监督关口前移，把抓早抓
小抓经常落到实处，区审计局党组结合
本部门实际，研究出台《芝罘区审计局触
发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12种情形》。

12种情形涵盖了日常工作、审计纪
律、网上留言、请销假、参与日常重要工
作、处理同事间关系、外派协助工作及八
小时以外表现等诸多方面。党员干部触
犯这些情形，就触发了监督执纪“第一种
形态”，局党组将运用“第一种形态”对责
任人予以处置。

12种情形前移了监督关口，强化了
日常监管，进一步织密织细了监督执纪
网络，真正做到将监督执纪落地落细，具
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将有力保
障党员干部不犯错、少犯错。

下步，区审计局党组和班子成员将
按照监督执纪工作要求，认真履行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把监督执纪责任扛
在肩上、抓在手上，努力建设干净担当审
计干部队伍。

区审计局落实
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