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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 山东省服务标准化试
点项目专家验收组对日照浩德司法
鉴定所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进行了
评审验收。 浩德司法鉴定所顺利通过
验收，这是全省首家通过标准化试点
验收的单一类鉴定机构。

自省司法厅部署开展司法鉴定

标准化建设工作以来，市司法局高度
重视，制订了我市司法鉴定机构的规
范化、标准化发展计划，确定日照浩
德司法鉴定所为服务标准化试点单
位。 该所作为试点机构，大胆创新，勇
于探索，成立了以机构所长为组长的
标准化领导小组，开展标准化知识培

训，并制定试点实施方案，一年来共
完成了标准化试点工作中四大类38
个分项目标准的制定。

该所此次通过验收为全市司法
鉴定机构推广服务标准化建设提供
了有利条件。（刘纯）

11月30日，我市举行市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旨在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
述精神， 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提
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和法治
信仰。 市政协主席王斌出席会议，中
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大学法
学院院长董和平作辅导报告，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耿学伟主持。

报告会上，董和平系统阐述了宪
法修改的重大意义，深刻分析了宪法
修改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提出了加强

宪法实施和提高宪法意识的举措和
建议， 对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宪法，
正确分析研究当前形势，切实学懂弄
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准确领会和
把握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加快推进法
治日照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会议强调，12月4日是国家宪法
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全市各级党员
干部要以这次报告会为契机，认真学
习贯彻宪法， 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坚
定不移地做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
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要开展广泛深

入的学习宣传活动，以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讲好宪法故事，让宪法精
神深入人心；要坚持以宪法为根本活
动准则， 依照宪法法律来行使职权、
履行职责、开展工作，为加快建设现
代化海滨城市作出更大贡献。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法
院主要负责同志，各有关单位副市级
领导干部等参加集体学习。

（日照市普法办）

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顺利通过
山东省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验收

日照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12月19日上午，于里司法所举办
“五莲司法公共法律服务智慧平台”
培训会。 村法律顾问，司法所工作人
员共计1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会。

会上，司法所工作人员就“五莲司
法公共法律服务智慧平台” 系统进行

了详细的介绍并演示了平台的功能，
重点针对免费咨询、人民调解、在线学
法、法治地图、法律人员等众多功能进
行讲解。指导村法律顾问操作“村居法
律顾问值班系统”微信端，现场解答大
家在操作中遇到的问题， 并与部分村

法律顾问就村居法律顾问值班系统中
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交流， 要求村
法律顾问要提高思想认识， 主动适应
村居法律顾问值班系统应用操作，明
确在今后的“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中
启用此系统。 （殷秀乾）

于里司法所召开“五莲司法公共法律
服务智慧平台”培训会

五莲县高泽街道：宪法宣传“赶大集”

12月19日， 记者从日照市司法鉴
定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以来，全市司
法鉴定机构共受理委托司法鉴定3506
件，其中，法医鉴定2255件，文痕鉴定
1251件。办理法律援助鉴定14件，全市
新增司法鉴定项目1个，新增司法鉴定
人4人。

近年来，全市司法鉴定工作紧紧
围绕中心，以“五化建设”为引领，持续
在建制度、强管理、促规范、抓队伍、提
质量、树形象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
11月21日， 我市在全省司法鉴定管理

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12月8日，日
照浩德司法鉴定所通过省质监部门标
准化试点评审验收， 成为全省首家通
过标准化试点验收的单一类鉴定机
构。接下来，全市司法鉴定工作将以标
准化建设为有力抓手， 主动融入到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信息化建设、服
务新旧动能转换和乡村振兴战略、品
牌建设体系中， 不断提升服务大局水
平，打造过硬司法鉴定队伍，助推全市
司法鉴定工作提档升级， 为全面推进
平安日照、法治日照建设贡献力量。

精心谋划、周密部署。 出台了《关
于在全市开展国家宪法日暨法治宣
传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对
全市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法治
宣传教育月活动作出总体安排部署。
11月30日，市教育局、市司法局、市普
法办公室召开全市中小学法治教育
工作现场会议暨宪法宣传教育周启
动仪式，会议对我市中小学校法治教
育工作进行部署，并对今年教育系统
宪法宣传教育周的活动做出安排。

广泛发动、无缝覆盖。 在机关单
位，开展机关法治讲堂讲座、宪法宣
誓等活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带头

集体学习《宪法》， 大力弘扬宪法精
神， 坚定不移地做宪法的忠实崇尚
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开展
宪法宣誓180余次，法治讲座131场，开
展集中宣传活动204次， 发放法治宣
传资料10余万份。

创新载体、形式多样。 宣传阵地
大开放，在日照日报等主流媒体发布
弘扬宪法精神专版文章，在日照电视
台音量条和换台条投放宪法宣传公
益广告，在微信朋友圈投放宪法公益
广告30万次，全市各级各类微信公众
号推送宪法专题消息3000余条，受教
育群众50余万人次。 （任晓）

12月4日，五莲县司法局、高泽街
道联合在高泽街道集市开展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法律普及法治宣传活动。
来自县司法局、高泽街道、公安局、律
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的志愿者20余
人参加了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悬挂“尊崇宪法 学
习宪法 维护宪法 运用宪法”、“法律
援助进基层，法治扶贫惠民生”等横
幅，志愿者通过发放普法读本、“扫黑
除恶应知应会”、“法律援助小常识”、

“公证小常识”、“农村三资清理政策
问答”等普法宣传材料，重点宣传了
涉及宪法、“扫黑除恶”、法治扶贫、人
民调解、法律援助、赋强公证、“一村
一法律顾问”等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惠
民政策。 居民不用出远门就可零距离
现场学习法律知识，让新时代文明实
践法律普及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以
实现人人懂法、人人守法，为群众提
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学法、用法、知
法的平台。 (李华波 丁玉奇)

我市司法鉴定机构
受理委托司法鉴定达3506件

日照市宪法学习宣传再掀新热潮

2018年 12月 19日下午，高泽街
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老兵调解室”揭
牌成立，县局分管负责人王树花出席
仪式。

高泽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老兵
调解室”是由在高泽司法所工作的退
伍老兵组成，是高泽街道积极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探索新时代“枫桥经
验”、 创新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方式的

成果。“老兵调解室”的成立，既为群
众解决纠纷提供了新平台，又能发挥
退伍老兵先锋模范的作用，对于推动
高泽街道人民调解工作整体质量和
水平提升， 提高矛盾纠纷调处成功
率，维护高泽街道的社会平安稳定发
挥积极推进作用。
“老兵调解室” 的成员们纷纷表

示， 挂牌成立对于他们是一个新的起

点，在新的工作岗位将珍视关心厚爱、
维护荣誉形象、不忘初心、创造精彩。

今年以来，退伍老兵共参与调处
各类矛盾纠纷 18件， 调解成功率达
到 99%以上。 通过进村入户、普法解
困，积极化解民间矛盾纠纷，筑牢“第
一道防线”， 为高泽街道平安稳定发
挥积极促进作用。

（丁玉奇、刘兆宸）

五莲县高泽街道举行“老兵调解室”揭牌仪式

12月 19日， 长岭镇卫计办联合
长岭镇志愿者协会走访慰问了长岭
镇三户特殊家庭， 并送去了棉被、大
米、牛奶等慰问品。 志愿者一行仔细
询问了特殊家庭的基本情况，身体状
况及目前生活现状，得知特殊家庭面
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心理孤独。日子

过得比较平静， 但是孤独感很强，心
里空虚。志愿者鼓励他们在各级政府
的关怀帮助下要振作起来，相信生活
会越来越好，国家也会更多地给予照
顾和关怀。

卫计办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表示
会更多的来看望老人，将通过开展节

日走访慰问、赠送爱心保险、协调部
门联合救助等措施，为他们做好生活
保障和精神慰藉，积极改善他们生活
质量和生存环境， 增强其幸福感，让
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关
爱。

（董琪）

店子集街道持续推进流动人口
均等化服务工作，卫计办牵头联合公
安、市场监管、卫生院等部门对辖区
内的外来人员进行普查登记，并根据
部门职责，把各项免费服务送上门。

依托各卫生计生专职人员，2017
年卫计办共为外来人员发放避孕药具
200余人次，安全套 600余盒，提供早

早孕试条 13个。 卫生院将统计出的
0-6岁儿童建立台帐管理，实行分户包
联，在营养喂养、疾病预防、成长防护等
方面给予咨询指导。同时该院把外来儿
童的预防接种做为服务重点，确保每个
儿童都能完成免疫计划，2017年共为
苏诗晴、 阿伙有色日等 20人完成免疫
接种 50余次。 （张振涛）

“这点心意是我们卫计办工作人
员和各村卫计专职人员凑的，虽然不
多，也是一份祝福和希望吧。 祝愿小
唐米治疗顺利，早日康复。 ”2月 2日
下午，店子集街道卫计办的工作人员
把筹集的 1160元捐款送到了小唐米
的父母手中。

唐米，一个 2017年 9月 23日刚

刚来到这个世界女孩，刚出生，就被
查出患有胆道闭锁症 ，需要进行肝
移植，总体花费几十万元，让这个家
庭难以承受。 该村卫生和计生专职主
任岳凤得知这件事情后，向街道卫计
办做了汇报，于是卫计办在街道卫计
系统内组织了这次爱心捐助活动。

（张振涛）

关爱特殊家庭 寒冬送去温暖 店子集街道持续推进流
动人口均等化服务工作

店子集卫计办开展为病
儿捐款活动

赵秀太，莒县阎庄镇尹家营村村
民，因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致残。 自从
得病后，赵阿姨不能走路，手不能撑
开，需要长久地坐轮椅，生活无法自
理。四处求医问药，钱花去了不少，病
也没有治好。这样的生活渐渐让她悲
观厌世，她甚至决定放弃治疗，等着
死神把她带走。莒县城阳卫生院的副
院长李瑞金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联
系了赵秀太，通过远程诊疗把赵秀太
的体检报告发给了省级专家，专家表
示经过科学系统的治疗，赵阿姨的身
体状况可以得到很大改善，并提供了

详细的治疗方案。赵秀太听到这个好
消息，重新燃起了生活的信心，但她
又顾虑费用问题。 得病多年，没有收
入的她已经花光了家中不多的积蓄。
李院长表示城阳卫生院将为赵阿姨
提供免费治疗。所有的医生都在安慰
赵阿姨， 和她一起憧憬康复后的生
活，赵阿姨眼含泪水，不停地道谢。医
者仁心， 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好的诠
释。

莒县城阳卫生院作为全县唯一
一家残疾人免费住院救助单位，肩负
着免费救助残疾人的社会公益责任。

近年来，城阳卫生院秉承“热心服务
为患者，真情关爱残疾人”的宗旨，狠
抓医疗技术水平， 提升医疗服务质
量，同时与患者加强沟通，对待患者
如同家人，用真心和责任心赢得患者
的安心，家属的放心。
“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要把患者

的健康作为唯一的努力方向。 同时严
控不合理费用，给患者减轻负担。我相
信，只要我们医务工作者不忘初心，始
终怀有仁爱之心， 医疗行业一定会在
新时代呈现新的跨越， 迎来新的面
貌。 ”李瑞金副院长说。（卢立超）

莒县城阳卫生院真心服务残疾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