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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人社局启动
2020年度企业薪酬调查工作

本报烟台5月25日讯(记者
焦兰清 通讯员 刘军) 记者
从烟台开发区人社局获悉，根据
国家、省、市人社部门部署安排，
开发区人社局已全面启动2020
年度企业薪酬调查工作。今年开
发区将有155家样本企业参与薪
酬调查，涉及货币金融服务业、
居民服务业、房地产业等34个行
业门类。

据悉，企业薪酬调查是由国
家人社部定期组织实施的、以不
同职业劳动者工资报酬水平和

不同行业人工成本为调查内容
的抽样调查，是加快建立收入分
配监测系统，深化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的基础性工作，对于引导人
力资源市场流动、分析研判就业
形势、推进工资收入分配关系调
整、搞好公共服务等具有重要意
义。

本次薪酬调查采取线上填
报调查的形式，调查的时期指标
为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
数据，上报数据时间截止到5月
底。

推动网络平台集成融合

让群众办事像“网购”一样便捷

借力互联网打造“互联网+公
安”政务服务平台，进一步释放

“放管服”改革红利。据烟台市公
安局工作人员介绍，针对市民办
事难、业务流程繁等难点堵点痛
点问题，他们以门户网站、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为服务载体，将
独立分布的治安、出入境、交警等
多个警种部门的服务平台整合成
一个政务服务平台，成为集查询、
办事、咨询、便民四大功能为一体
的智能化服务群众办事平台。

该平台提供300余项服务事
项，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办事。办理
流程更简便。群众注册登录后，即
可进行在线申办、网上咨询等。对
部分交通违法行为，通过平台可
完成掌上告知、掌上处罚、掌上扣
分、掌上缴费，无须再到公安机关

排队等候，交警实体窗口违法处
理排队人员比原来减少半数以
上。打通了业务申请、业务办理、
证件邮寄等多个环节，群众通过
手机可以办理补(换)证等16项驾
驶证常见业务，以及补(换)领号
牌、检验合格标志等8项机动车常
见业务，AB证网上审验教育功能
实现电子签名、远程学习考试，避
免了舟车劳顿、排队等候。服务更
人性化。平台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开发人脸识别系统，实现3类41项
服务事项手机端实人核身，实现

“刷脸办事”，群众无须再证明“我
是我”。研发“智能机器人”，24小
时网上值守，随时解答群众咨询。
在全省首创“驾驶人学法积分”功
能，可在线学习交通法规，考试达
标后即获积分，以折抵部分交通
违法行为记分，目前网上学法积
分1574万人次。

依托烟台“互联网+公安”政务

服务平台，该局在全国首创“@110
视频报警”，打破电话报警局限，实
现“视频报警”“无声报警”“语言障
碍报警”，使报警求助更加直观，警
情证据即时固定保存，同时还有效
防止和处置“假报警”等行为。上线
运行以来，共接群众视频报警3 . 7
万余起，迈出了“移动警务”新步
伐，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

截至目前，平台注册用户已
达到367万人，相当于每户家庭中
就有1-2名平台用户，基本实现了
烟台境内全覆盖；平台服务市民
共计3993万人次，日均14万人次。

借助信息化手段

为交通服务植入“智能芯片”

记者在烟台市区使用高德地
图导航时，当遇到红灯即将变成
绿灯，高德地图就会自动发出“请
注意红绿灯交替”语音提示。这是
烟台公安与高德地图深入合作，

在国内首创的“会说话的物联网
信号灯”。市民可通过高德地图实
时了解烟台市区235个路口交通
信号灯读秒情况，让群众体验一
路安全畅通不等“灯”的智慧出行
服务。

该局聚焦城市交通、群众出
行，推行智慧交警服务。借助信息
化手段，上线“交通事故快处快
赔”系统，实现定责、定损、理赔

“网上一条龙”服务，群众无需在
交警部门、保险公司间奔波，处理
时间缩短至10分钟内，撤离速度
提高3倍以上。研发堵路移车功
能，通过烟台“互联网+公安”平台
上传现场照片、车辆号牌，系统自
动定位并发送短信到堵车驾驶人
手机，提示其及时挪车。联合高德
地图打造交通信号灯信息推送服
务，成为全国首个导航播报红绿
灯城市，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感。目
前，堵路移车43万次，85%以上的
轻微交通事故实现网上流转。

同时，结合自贸烟台片区建
设，推行智能交通信号调控，建设
集成指挥、智能研判等多个智能
综合平台，通过高点监控、路口电
警等设备远程观察路口实际整体
车流通过效果，积极研判交通流
量特点，主动发现信号配时不合
理点位，完成台北路与南昌大街

路口至拉萨大街与天水路路口沿
线12处路口双向绿波建设。

“线上+线下”融合推进

让“指尖上的服务”更有温度

在福山分局车管所，记者在
他们研发的车驾管“一证通”系统
中，用身份证即可办理41项车驾
管业务，每项业务3分钟内可办结，
全部实现数据电子化，真正做到

“一证办理、一窗办结、一次办好”。
据了解，在“智慧公安”建设

中，他们将信息化手段应用到实
地窗口，推动“线上”“线下”服务
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多便
利。推行“机器换人”，提供更多

“不见面”服务。根据地域特点和
群众需求，科学设立自助服务站
(点)，无论工作日还是节假日，
无论白天还是夜间，群众可自行
安排时间办理出入境签注、取
证、缴费，补、换领居民身份证，
交通违法缴费等业务。市县两级
13个出入境接待大厅设立24小
时自助服务区，2019年就为群众
提供自助签注服务1 . 5万余次、
自助取证服务13 . 7万余次。芝
罘、福山分别建立“无人智慧警
局”，距今已办理业务1万余笔，
有效解决了“上班族”“上学族”
没有时间办理业务难题。

41类事项“刷脸”办，群众享“指尖”便利
四四大大功功能能为为一一体体的的智智能能化化平平台台让让烟烟台台公公安安服服务务更更有有温温度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李德峰 赵勇进

怎样才能充分利用好互联网，让群众办事更便捷？公安机关服务更有温度？城市管理更
智能？25日，记者从烟台市公安局获悉，近年来，该局全面推进“智慧公安”建设，建成上线烟
台“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平台，推动信息化工作“线上”“线下”深度应用，不断提升公安

“放管服”改革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为群众办事提供更加便利的公安政务服务环境。

特检快讯

依托国家院技术平台
举办相控阵能力评价

5月20日至5月21日，由中国
特检院无损检测研究所和烟台市
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中国特检
院烟台技术中心)合办的相控阵
超声检测技术人员能力评价在烟
台特检院考试中心顺利举办。

(通讯员 金鹏)

保障核电安全运行

疫情尚未解除，山东核电海
阳现场特种设备急需检验。面对
重大检验任务，烟台市特检院海
阳工作站全体党员勇于担当，发
挥模范作用，克服多重困难，圆
满完成核电现场反应堆内特种
设备检验工作，颇受好评。

(通讯员 王永胜 金鹏)

每年5月份开始，大钦岛的海带就陆续进入了黄金收割期、晾晒期。25日，记者从大钦岛乡人民政府获
悉，由于疫情影响，今年外来务工人员进岛时间比往年偏晚，但海边仍然呈现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工人们
热情不减、干劲不松。每当海带收割完后，工人们便会在大钦岛滩涂上开展晒海带活动，忙碌的工人们在滩
涂上来来回回，拖海带，铺海带，晾晒场上彩练当空，形成了大钦岛海边独具特色的风景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杜晓丹 通讯员 曹鑫义 摄影报道

彩彩练练当当空空

滨医烟台校区首批学生暖心返校
学校“点对点”接送，并为每位学生准备了爱心防疫包

本报烟台5月25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常静 吕海
波) 夏木扶疏蝉醒时，滨医雏鹰
归巢日。5月22日-24日，根据“自
愿、错峰、分批、分流”的原则，滨
州医学院烟台校区首批省外学
子返校，学校为每一名返校的学
生发放爱心防疫包：体温计、口
罩、防控知识手册等一应俱全。

“我是凌晨到达蓬莱机场
的，当我出来看到‘滨州医学院
接站’5个大字的时候，我真的快
哭了，老师们专门开着巡逻车把
我送回宿舍，把核酸检测时间、
如何吃饭都安排得很妥当，寝室
也提前检查了水电，并且专门给
我准备了饭在微波炉里。”滨医
2019级特殊教育专业王佳馨激
动地说。

据悉，学生返校前，滨医辅
导员老师已经准确掌握学生返

校时间、乘坐的交通工具、到站
地点；迎接学生返校期间，工作
人员准时到达烟台火车站、烟台
南站、烟台蓬莱国际机场、长途
汽车站等多处站点接站，依据学
生的车次和到站时间，“点对点”
接送返校学生，“一站式”服务确
保每一位学生平安直达学校。不
管白天还是黑夜，返校学子抵达
烟台便看到“家人”，每个人的心
中都是暖暖的，唯用灿烂的笑容
以表谢意。

“你好同学，这是咱们的爱
心防疫包，拿好，回到宿舍抓紧
休息，辛苦了。”学生返校现场，
党委书记车先礼为同学们送上
了“爱心防疫包”。

2018级临本3班张晋铭告诉
记者，为了安全，他和父亲自驾
从天津到学校，“见证了凌晨四
点的天津后，我踏上返校的行

程，历经八个小时，终于回到了
魂牵梦绕的学校怀抱。辛苦了爸
爸，辛苦了老师们，回学校的感
觉真好！”

在返校各个接站口，滨医辅
导员老师对学生开展体温检测和
身份核查，间隔入座，登记信息，
陪同学生返校，到把好进门第一
关，同学们均戴好口罩在工作人
员的引领下，按照间隔线，保持安
全距离，通过复学报到专用通道，
排队安全有序地完成行李消杀、
手部消毒、“健康码”、“校园集结
号码”双码核验的入校验证、更换
口罩、进入红外线测温系统，安全
通过后有序乘坐校园专车返回宿
舍。在宿舍区测温正常后，领取出
入证，由辅导员老师送回宿舍。安
全起见，学校安排地点分阶段进
行核酸检测，进一步为学生生命
健康安全“加码”。

山东工商学院复学
首批106名硕士研究生返校

本报烟台5月25日讯(记者
李楠楠) 5月24日，山东工商学
院首批研究生返校报到。

上午10时30分左右，当载
有第一批返校复学学生的专车
停靠在东门广场时，党委书记
白光昭、校长杨同毅带领学校
领导班子成员在东门广场迎接
返校同学，与学子一一挥手致
意，送上“同学们好！”“欢迎回
家！”“一路上都顺利吗？”等温
馨问候，叮嘱同学们做好个人

安全防护，调整学习状态，完成
各项学习任务。

学生返校后，学校将严格
校园安全管理，继续加强就餐
管理、住宿管理、卫生消杀等工
作，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广泛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确保疫情
防控宣传信息及时传达到每位
学生，保证返校学生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同时积极做好
学生学业指导、就业指导、心理
疏导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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