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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
记者 杨健 通讯员 王柯
然 刘颖丹）记者从烟台公
交集团获悉，9月 22日起，
福山区南苑街、永安街部
分路段施工维护，道路施
工期间，32路、308路、316
路、接驳 3路等 4条线路临
时绕行。

32路由烟台山场站发
车，沿原线路运行至西山路
与县府街交叉口左转，沿县
府街、福海路运行至福海路
与南苑街交叉口直行恢复
原线路。取消：福山实验小
学、仁隆花园等 2处站点；
增加：县府街、福山三联家
电等2处站点。

308 路由北极星工业
园发车，沿原线路运行至县
府街与福海路交叉口右转，
沿福海路运行至福海路与
永安街交叉口直行恢复原
线路。取消：县府街、SOS
儿童村、福山酒厂、寰宇小

区等 4处站点；增加：福海
路文昌街南站点。

316路由福山一中场站
发车，沿原线路运行至港城
西大街与西山路交叉口直
行，沿港城西大街、福海路运
行至福海路与南苑街交叉口
直行恢复原线路。取消：南
关、西山路、仁隆花园等3处
站点；增加：怡馨华庭、福海
路南苑街南等2处站点。

接驳 3路取消：寰宇小
区站点；增加：福海路文昌街
南、县府街、SOS儿童村、福
山酒厂等4处站点。由清洋
汽车站发车，沿原线路运行
至永安街与福海路交叉口左
转，沿福海路、县府街、西山
路运行至西山路与永安街交
叉口左转恢复原线路。

此外，31路、31路区间、
35 路、301 路、323 路、521
路、接驳 3路等 7条线路恢
复松霞路运行，308路、接驳
3路恢复永安街运行。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
孙小娱 通讯员 李守云 摄影报道）

“跑腿办”转“线上办”，“被动办”转
“提醒办”……今年以来，市社保中
心深化劳动能力鉴定一件事改革，
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打造全省劳
动能力鉴定“烟台模式”：上线智慧
平台实现了网上申报、现场鉴定、后
台审核全流程办公，并协同组建了
胶东 5地市鉴定专家库，网办服务
更加凸显便民化、人性化。

烟台上线劳动能力鉴定智慧平台
打造全省智慧鉴定烟台新模式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
孙小娱 通讯员 魏思睿）“这次参
加竞赛我收获特别大，我们之间相
互切磋，对认识自身不足和全面发
展有很大的帮助。”日前，在芝罘区

“青年创业杯”车工职业技能大赛
上，美尔森石墨有限公司车工曲家
春对记者说道。

今年来，芝罘区人社局大力弘
扬“工匠精神”，进一步加快高技能
人才培养及载体培育，举办了不同
工种技能竞赛7场，审核发放高技能
人才平台建设及人才奖励 15.87万
元，全区新增高级工 323人，为芝罘
实现突破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能

人才支撑。
5月份，继天虹技校、只楚药业、

中集来福士之后，芝罘区兴业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成功入选烟台市技师工
作站设站，成为该区第4家市级技师
工作站。该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对
高技能人才平台建设及人才给予一
次性奖励，共审核发放15.87万元，涉
及 23家单位 52人，有效调动了劳动
者学技术、练技能的热情，助推了企
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今年来，全区
新增高级工323人，技师47人。

持续推进高技能培训项目。针
对辖区内企业需求，解决企业工学
矛盾，该区先后组织了3批新型学徒

制培训和 2批金蓝领培训结业考核
和技能鉴定考试，累计培养2个工种
的技师 27人，3个工种的中级工 68
人，12个工种的高级工749人。

全面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
价。芝罘区人社局主动对接重点企
业，将政策送上门，详细解读自主评
价程序要求，对有意向申报的企业，
派专人靠上指导，协同企业准备、初
步审查工作方案、评价规范等申报
材料。截至目前，已提交三环锁业、
蓝白食品等38家企业自主评价备案
申请。下步，将积极指导企业开展
评价工作，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满足企业发展需要。

本报讯（YMG全媒体
记者 纪殿国 通讯员 孙名
羽 摄影报道）近日，烟台开
发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公
安分局、属地街道按照“齐
抓共管、联合执法”的工作
机制，采取集中培训、部门
联查的方式，对烟台黄渤海
新区自建房群租房开展拉
网式摸排检查，做到检查指
导全覆盖。

联合检查组采用边查
边改边整治的方式，重点抽
查生产经营场所是否与生
活区域完整分隔，是否保持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
是否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
材，是否严格用火用电管理
等问题进行详细全面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天
贵环保材料有限公司、西蒙
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存在经

营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
一建筑内的违法行为。大队
监督员采取“事前释法、事中
说理、罚后教育”的方式，耐
心地对单位负责人阐述了

“三合一”场所的危害性，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相关规定，依法责令该单位
停产停业，并立案处罚。

大队监督员要求负责
人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对存
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整
改，联合检查组将定期对整
改情况进行“回头看”，确保
隐患整改到位。

据介绍，烟台开发区消
防救援大队将继续保持高
频率、强力度、抓源头的检
查模式，持续开展“三合一”
场所专项治理工作，使火灾
隐患不留死角，确保辖区消
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立足鉴定工作高效便民服务，
市社保中心在实施“减证便民”的
基础上，升级网办服务渠道、拓展
数字化场景应用，全面提升劳动能
力鉴定服务的精准性、个性化，便
利广大工伤职工。

今年以来，在鉴定业务全程网
办率 95%以上的基础上，市社保中
心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安排专职
人员随时等待网上审核，现场鉴定
系统中查体专家形成的鉴定意见
实时传入核心端，经审核无误后直

接生成鉴定结论，最大程度方便办
事群众网上办、即时办。

针对年龄偏大、危重病、行动
不便等特殊群体，开辟绿色通道，
推出“适老化、人性化”服务，推行
帮办、代办、“一窗办”、上门服务、
远程视频等机制，做到办事群众随
到随办、最多跑一次。今年以来，
全市提供上门服务35人次。

便民创新举措，还体现在“数
字+”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市社
保中心正在开发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 AI 等信息技术，
自动筛选被鉴定人情形，变依申
请被动式办理为主动告知服务，
实现群众鉴定申请“零跑腿”。全
面拓展电子签章应用场景，在鉴
定结论文书打印后，自动获取被
鉴定人申请填报时的单位地址和
居住地址信息，采用 EMS邮寄方
式，第一时间将鉴定文书送达被
鉴定人手中，实现鉴定结论到家，
让鉴定服务更加便捷规范、更有
温度。

创新服务便利群众网办、即时办

此前，我市50周岁的职工戴某
因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回老
家潍坊养病，并通过网上服务大厅
提出劳动能力鉴定。市社保中心劳
动能力鉴定科受理后了解到戴某目
前已不能自主行动，在潍坊某医院
住院治疗，且由于疫情无法跨市查
体。鉴定科遂联络职工家属及当地
诊疗医院，为其组织远程鉴定。由
其诊疗的主治大夫协同配合，利用
远程网络系统，在潍坊某医院的配
合下为其进行远程医学查体。

查体当天，由本地3名鉴定专家
在烟台社保中心医疗卫生专家室与
该职工所在潍坊诊疗医院进行远程
连线，在其主治大夫协同配合下，为
戴某进行了远程鉴定并全程录像。
数十分钟后，整个鉴定工作结束。经
3位专家的讨论，最终核定戴某属于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目前戴某已办
理因病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养老金。

今年以来，市社保中心通过构
建合作机制，拓展鉴定互认城市“朋
友圈”，与胶东经济圈涉及的青岛、

潍坊、威海、日照共同组建了5地市
共同的鉴定医疗卫生专家库，将11
个科别 48名医疗卫生专家填报入
库，委托地市劳动能力鉴定专家与被
委托地市劳动能力鉴定专家适时开
展联合医学查体，各市劳动能力鉴定
申请人都可跨市进行线上鉴定。

此举不仅克服了疫情不利影
响，便利了市民群众，还通过疑难
案件的研讨和会商，逐步统一了城
市之间的鉴定标准和口径，提升了
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公信力。

可跨市、跨省进行专家联合线上鉴定

5月 6日，职工刘先生登录市
人社局网上服务大厅，提出工伤职
工劳动能力鉴定预申请，不到30分
钟，市社保中心劳动能力鉴定科即
完成受理。5月 20日，刘先生到鉴
定现场提交了相关材料，完成了现
场查体。目前他已经收到劳动能力
鉴定结论书，并且依据劳动能力鉴
定结论书领取了工伤保险待遇。

“现在劳动能力鉴定足不出户
就可申请，受理也及时，查体结论
还能直接寄到家，整个过程只跑了
一次，切实方便了我们工伤职工！”

刘先生惊喜而又感动地表示。
刘先生的故事，只是我市劳动

能力鉴定“智慧化”创新的一个缩
影。今年，烟台作为全省唯一一家
劳动能力现场鉴定信息系统应用
试点城市，上线了劳动能力鉴定智
慧平台。网上申报、现场鉴定、后
台审核实现了全流程信息化办公。

平台结合我市“智慧人社”平
台升级建设，全面接入山东省、烟
台市政务服务平台网络系统和“烟
台一手通”手机APP系统，彻底打
通内外数据壁垒，与人社系统各部

门数据共享、信息互通，实时获取
个人身份证明材料、工伤认定文书
材料、工伤认定申请时提交的诊断
材料等信息。市民可通过网络端、
手机端、自助服务端等多渠道进行
劳动能力申请，实现了后台鉴定管
理系统与外网申报系统无缝衔接，
网报信息和电子材料即时查询。
目前，烟台市劳动能力鉴定智慧平
台已上线运行 3个月，状态平稳高
效，全市通过网上受理劳动能力鉴
定申请累计约1万人次，为2200人
次进行了现场线上鉴定。

多渠道可实现线上申请、快速受理

远程鉴定

芝罘区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
年内新增高级工323人

黄渤海新区
开展自建房群租房专项整治

32路308路等4条线路临时绕行

本报讯（通讯员 鞠秀
峰）近日，烟台市燃气指挥
部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
例》的相关规定，对一餐饮
企业做出限期整改并罚款
100元的行政处罚。

当天，烟台市燃气指挥
部对辖区内沿街餐饮企业
用气安全情况进行专项检

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市
区一家名为李先生牛肉板
面店的餐饮企业在不具备
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燃气，
违反了《城镇燃气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五项的规
定。因此，烟台市燃气指挥
部依法对其做出限期整改
并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李先生牛肉板面店被罚款1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