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架天平两枚徽章，映照“仲裁为民”本色
烟台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获评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杨春娜 通讯员 王为超 李
畅 摄影报道）台风“梅花”给市
管市政道路设施造成了不小的
损害。台风过后，市城管局市
政养护中心紧急启动应急抢险
预案，对受损的道路设施进行
应急抢修。截至目前，市政中
心对“梅花”造成的市政道路设
施损害已经全部完成维修，累
计完成车行道应急抢修1790
平方米、人行道应急抢修360
平方米，守护港城市民道路出
行安全。

据施工人员介绍，台风
“梅花”带来的降雨特点明显，
分布集中、时间长、雨量大，尤
其是部分时段短时雨量非常
大，短时间雨水在道路上形成
较大水流，急速冲刷市政道
路，原本微小裂缝问题急剧恶
化，形成沥青坑窝，甚至部分
点位沥青面层被掀起。降雨
期间，市政中心在保障防汛工
作的同时，安排设施巡查人员
对降雨期间所辖设施进行轮
番巡查、巡检，发现问题第一

时间记录问题情况并通过网
络及时进行信息传递。

降雨结束后，市政中心道
路养护所3个沥青维修班组同
步出动，将市区“五纵五横”道
路分成3个网格，对网格内发
现的沥青道路问题，采取晨起
早、不午休等方式加班加点快

速进行应急处置，将被掀起的
沥青面层和坑窝处切割重铺，
保障市管市政路面平稳。针对
人行道上被冲毁翘起的道板砖
和立沿石，市政中心分派5个
人行道维修组，分区片展开应
急抢修工作，对发现的损毁设
施进行维修更换。

市区道路设施修复完成

勇担为民责任，走出一条创新的发展道路

涵养为民情怀，提供一份贴心公正的服务

坚定为民宗旨，锤炼一支本领过硬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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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钟嘉琳）为进一步弘扬胶东
红色文化，开展“四史”宣传教
育，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推动“薪火相传”红色宣传
教育品牌走深走实，9月22日，
由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薪火相传·强国复兴有我”金
牌红色讲解员宣讲启动仪式暨
首场宣讲活动在栖霞市举行。

宣讲活动分为红润烟台、
情韵烟台、奋进烟台三个篇

章，部分金牌讲解员用声、用
心、用情为观众带来《家书背
后那不屈的头颅》《阻止美军
登陆烟台》《跨越时空的父子
情》《乡村振兴路上的新愚公
移山精神》等感人至深的红
色故事，让人们重温从战火
烽烟的抗日战争年代到现代
化建设日新月异发展的奋斗
历程，追忆烟台儿女走过的
光辉岁月。

下一步，全市将利用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
结合主题党日、班队日、志愿服
务活动等，开展金牌红色讲解
员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
社区、进农村、进军营、进网络
等宣讲活动，以此推动基层思
想政治工作，加强全民国防教
育，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烟台故
事，为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
新时代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凝
聚精神力量。

YMG全媒体记者 陈睿旷
烟台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成立于2010年6月，下设4个正科

级庭室，15名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80后”。就是这样一个不算大的事
业单位，却在今年8月30日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荣誉称号，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答案浓缩在4个字里——“仲裁为民”。在全市劳动人事争议预防及
案件处理工作中，他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民宗旨、为民情怀、
为民责任贯穿到了每一个工作细节，赢得了群众的称赞。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杨春娜 通讯员 程元谦
陈稳）如何区分小区的人防车
位和普通车位？警报试鸣日
为何是每年的8月 15日？昨
天14:30-16:30，市人民防空
办公室党组书记赵军接听
12345热线电话，倾听群众诉
求，解答群众问题。

有市民打电话咨询，为何
烟台的防空警报试鸣日选择在
8月15日而不是9月18日？赵
军解答说，各地一般会选择本
地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作为防
空警报试鸣日，起到不忘国耻、
警钟长鸣的作用。1998年，经
烟台市委、市政府、烟台警备区
研究，我市防空警报试鸣日确
定为8月15日：1945年8月15
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
日，1947年8月15日烟台首次
遭到敌空袭。

不少市民针对人防车位进
行咨询。“我住在莱山区万光山
海城，怎么才能知道我们小区
地下是人防车位还是普通车

位？”“我在莱山区一个新建小
区买了房子，不知道地下车位
能不能买卖？”……“属于人防
工程范围内的地下停车位产权
是不可以出售的，相关人防法
律法规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不
过人防工程范围内的地下车位
可以依法有偿对外出租。也就
是说，开发商建设小区楼盘时，
在按照法律规定建设人防地下
室后，平时可以用作停车位向
小区居民依法有偿出租。”赵军
说，防空地下室与普通地下室
的区别主要在于防护特点，市
民可以通过三种方法进行区
别：防空地下室结构密闭，有非
常厚实的防护门，有滤毒通风
等设备，而普通地下室没有；
2017年以后新竣工的人防工
程出入口都悬挂有人防工程标
识牌；可向小区物业进行咨询。

值得关注的是，市人防办
在全省率先开展了防空地下室
区域内车位及人防墙体标识施
划工作，通过人防区域专属颜
色喷涂，标识人防车位，加挂人

防工程标识牌等工作。目前，
市人防办标识施划工作已在牟
平区试点，将于2022年10月1
日在全市推开。有了“专属名
片”，人防区域与普通区域、人
防车位与普通车位的区别将一
目了然，可以保障市民对人防
工程的知情权，规范防空地下
室的建设及维护管理。

有市民反映西炮台西山路
附近一工地正在进行挖掘，担
心会对人防工程造成影响。赵
军表示，此前工程维护科在巡
查时已经了解到此处情况，目
前来看并未对人防工程产生影
响，稍后工程维护科会再次到
现场查看，确保人防工程安全。

此外，还有市民咨询人防
应急包的发放、如何租赁防空洞
等，赵军一一进行了详细解答。

“薪火相传·强国复兴有我”

烟台市举办金牌红色讲解员宣讲活动

如何区分人防车位与普通车位？
市人防办主要负责人接听12345热线，倾听群众诉求

走进烟台市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仲裁院，文化墙上的一架天平格
外醒目。仲裁的天平，载着公正，
连着民生，蕴含着法与情。

在这个全党员单位，每名工作
人员胸前都别着两枚徽章：一枚是
党徽，一枚是仲裁员胸徽。徽章时
刻在提醒，每个人既是一名仲裁
员，更是一名党员。

一架天平、两枚徽章，是激发
他们“仲裁为民”实践的动力源泉。

“我一生可能会办几千起案
件，但老百姓一生可能只打一次劳
动争议官司。每一次，都值得去全
力以赴。”烟台市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仲裁院院长曲黎辉的这句话已
成为该院所有仲裁员的共识。

仲裁院现有人员绝大多数为
法学专业，其中79%的人员为研究
生学历，而且半数已通过了国家司
法考试。除了“班底”过硬，烟台市

仲裁院还不断锤炼工作人员“功
底”：坚定调解仲裁工作的政治属
性，树牢队伍的宗旨意识、公仆意
识、群众意识；强内功、练本领，典
型案例、优秀文书、调研报告等工
作成果全院传阅共同提高，邀请高
校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授课开阔视
野及时充电……形成了浓厚的学
习氛围和研究之风。

为民情怀种下，成效遍地开
花：仲裁院年均办案千余件，结
案率98%以上，仲裁终结率80%
以 上 ，与 人 民 法 院 保 持 了 近
100%的裁审一致率，将近八成
的争议稳妥化解在诉讼程序之
前。该院先后荣获“山东省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山东省先
进基层党组织”“山东省三八红
旗集体”“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
益先进集体”“全国人社系统优
质服务窗口”等称号。

“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每天都
处于矛盾的漩涡，唯有内心根植为
民服务宗旨，才能克服这一切困
难。”曲黎辉说，仲裁是服务群众最
直接的岗位，除了要有为民服务的
本领，更要有为民服务的情怀。

职工小李夜间作业时右手四根
手指被砸伤，然而企业否认劳动关
系。合议庭成员现场调查取证时遭阻
拦拒绝和威胁恐吓，但最终找到了关
键证据，帮小李拿到了胜诉裁决书。

保洁工老王从外地来烟打工
十几年，企业从未给他缴过社保，
还主张老王是非全日制用工。仲
裁员顶着烈日多次到老王工作的
小区走访问询，做调查。最终老王

胜诉了。
……
公平正义从未缺席。普通百

姓令人动容的模样，成了仲裁员们
为民服务的动力之源。

为民情怀的温度，体现在烟台
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的一
项项工作里：办案中发现的问题，
发送裁决书时会附赠仲裁建议书，
靶向指导，防止类案发生；面对经
济困难劳动者或农民工，设置法律
援助工作站，司法援助与工会援助
相结合，应援尽援；面对“三期”女
职工，有全女性工作人员组成的合
议庭，安排庭审时间兼顾当事人哺
乳时间，灵活暖心……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
服务就要延伸到哪里”，这是仲裁
院对新时期人民群众多元法治服
务需求的响亮回应。

今年3月，受疫情影响，4位退
休人员通过网络庭审，就独生子女
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争议与企业
当庭达成调解。“手机上开庭就给
咱们解决了，效率真高！”4位退休
人员用手机传递着喜悦。

这是烟台市仲裁院多年积极
探索“互联网＋调解仲裁”的成
果。该院在全省首推立案网上预
审，开发完成“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综合服务平台”，网上立案，电
子送达，视频调解，视频庭审，真正
实现了足不出户、指尖维权。

“智慧仲裁”给群众带来便利，
工作机制改革给群众带来便捷。
2019年8月，为助力农民工工资维
权，烟台市仲裁院在全省率先建立
农民工工资工伤“双速裁”机制；与
市总工会、工商联、企联联合成立
了全省首家联合调解工作站，全专
家型调解队伍更加专业、中立、高
效，“联合调解”被人社部纳入首批
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工作十大
特色做法在全国推广。

做人民公仆，让人民满意。烟
台仲裁院最初的梦想正在一步步
实现。把徽章别在胸前，把人民放
在心上，“仲裁为民”这份初心，正
闪耀着指引烟台仲裁院向人民满
意之路继续前行。

政务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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