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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守好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

员村司法所调解多起矛盾纠纷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实习生

陈炜 通讯员 胡玉芬）

一直以来，员村

司法所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

定“第一道防线”作用，在开展人民调

解工作中， 不断强化职能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 切实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维护

辖区和谐、 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 近

日，记者了解到，员村司法所已成功调

解多起纠纷案件， 把司法所打造成促

进基层法治建设的前沿阵地、 重要阵

地。

做好思想工作

调解意外赔偿纠纷案件

7 月份， 员村司法所接到这样一

起意外赔偿纠纷案件。 天河区内某劳

务公司雇佣一名达到退休年龄员工在

珠江新城一大厦从事保洁服务工作。

工作第三天， 该员工下班回家后身体

不适， 家人将其送至中山第六附属医

院医治。 当晚，该员工不幸死亡。 死者

家属要求， 该公司承担死者丧葬费三

万元。但公司认为，该员工的死亡与公

司无关。在双方商讨无果的情况下，死

者家属向员村街司法所申请调解。

据了解，此前，死者家属与公司代

表虽已多次协商， 但因双方对法律的

不同认知， 以及相互不信任导致屡次

协商失败。了解到该情况后，员村司法

所调解员马上安排司法所公益律师一

起介入调解。

在公益律师的耐心和分析解释

下， 双方逐渐了解我国现行法律关于

工作以外猝死可能涉及的法律关系、

法律责任以及相关赔偿标准的规定。

为打消公司方的疑虑， 公益律师还特

别向其分析了双方通过协议解决的法

律效力及可行性。与此同时，调解员通

过情、法、理相结合方法，动之以情、明

之以法、晓之以理，分别做好双方当事

人的思想工作，极力拉近双方的距离。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沟通， 在调解

员以及公益律师的不断解释和劝说

下，双方最终商讨出以下方案：由用人

公司此前为员工购买的保险中， 保险

公司的赔付作为丧葬费， 不足部分由

死者家属自行负担。至此，在律师的专

业意见、调解员的耐心劝导下，一起可

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纠纷成功化解。

普法宣传 调解小孩抚养权纠纷

9 月 1 日，离异后的汤某与张某，

因小孩抚养权问题， 来到员村司法所

申请调解。原离婚协议书提出：两个儿

子归男方抚养，女方无需支付抚养费。

调解过程了解到， 离婚不到一个月的

年轻夫妇为了两个小孩选择学校及抚

养问题争吵不断， 双方希望就子女抚

养权问题申请变更。

调解员一边耐心分析， 一边进行

普法。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

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十七条父母双方协议变更子女抚养关

系的，应予准许。如果双方对子女抚养

权变更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可以

起诉到法院；如果能达成一致意见的，

可以协议变更。

经调解， 两人最终自愿达成如下

协议：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两个小

孩变更为由女方抚养，达成本协议。双

方当事人对此次调解结果均表示十分

满意。 同时对员村司法所便捷高效的

服务以及调解员认真负责的态度表示

感谢和赞许。

党员推动旧楼装电梯

社区居民送锦旗致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实

习生 陈炜 通讯员 黄宇兴）

在党建

引领下，天河区员村街侨颖社区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始终冲锋在前，不

断完善基层党员服务网络，着力解

决人民群众身边的关心事、 烦心

事、难办事。 近期，有赖于社区党组

织的协调沟通， 旭日雅苑 F5 梯的

电梯终投入使用。

9 月 18 日上午，员村西街旭日

雅苑 F5 梯业主代表将一面写有

“为民办实事， 群众贴心人” 的锦

旗，送到员村街侨颖社区委员会书

记陈铁城手上， 向员村街道办事

处、侨颖社区居委会致谢。

据了解，员村西街旭日雅苑 F5

梯是 20 世纪 90 年代修建的九层

楼梯楼。 近年来，随着楼内居民年

龄逐渐增大，加装电梯成为迫切需

求。 从 2018 年开始，业主便开始着

手申请加装电梯。 旧楼宇加装电

梯，既需要取得楼内多数居民的同

意，又需要获得规划、建设、消防、

安监等部门的审批，居民间沟通协

调和推进难度大。

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员村街侨

颖社区党委、 楼栋内党员上下齐

心，在短期内快速做通低层住户的

思想工作。 在建设审批过程中，由

于涉及住宅楼首层的公建配套设

施，加装电梯需要经首层使用单位

员村街道办事处的同意。 经社区沟

通联系，员村街道办事处在收到业

主申请后第一时间审批同意电梯

加装的申请。 2019 年中，业主们顺

利取得旧楼加装电梯建设许可证

后开始施工。 今年年中，加装电梯

工程终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

禁毒宣传教育走进市场

防毒意识入人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实习生

陈炜 通讯员 李冬华）

为进一步做好节日

期间禁毒宣传工作， 增强居民群众的禁

毒意识， 营造全民识毒、 防毒的社会氛

围，9 月 29 日上午， 天河区员村街禁毒

办在辖区员村市场门口开展“双节”禁毒

宣传教育活动。

此次活动采用禁毒知识谜题、 毒品

仿真模型展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让居民群众更主动、 更积极地学习禁毒

知识。活动现场，一张张印有禁毒知识谜

题的纸条迎风招展。 居民群众游走于各

条谜题之间，有的若有所思，有的相互讨

论着谜面。 为提高大家参与活动的积极

性，主办方为猜中谜题的居民们，提供了

印有禁毒宣传标语的零钱包、纸巾、水杯

等小礼品。

与此同时， 工作人员还积极向群众

普及禁毒知识和禁毒相关法律法规等知

识，让群众明白“一次吸毒，悔恨终生”的

道理。并教育广大居民遵纪守法，洁身自

好，节日期间更要有警觉戒备意识，切勿

进入治安复杂场所。 活动将禁毒知识寓

于趣味谜题之中， 让群众在欢乐祥和的

节日气氛中轻松学习禁毒知识， 大大提

高居民参与禁毒工作的积极性， 营造良

好的宣传氛围。

应急响应志愿者参加

综合减灾社区业务培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实习生

陈炜）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与衣食住行息

息相关。 为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日前， 员村街积极组织志愿者参加天河

区综合减灾应急响应志愿者业务培训工

作。

此次业务培训分理论知识及部分实

操知识两大部分。通过业务培训，应急响

应志愿者充分学习了应急自救互救知

识，形成“宁可一生不用，也要有备无患、

有急能应”的意识。参与培训的志愿者纷

纷表示，参加此次培训后获益匪浅。“培

训中，我们对医院、星光老人之家、饭堂

等群众避难所有了详细了解， 也学习了

更丰富的急救知识。 ”志愿者们表示，今

后将加强业务知识学习， 扎实掌握心肺

复苏然、止血包扎、国际通用 SOS 紧急

求助等急救知识，常态化排查、巡查，尽

可能避免、预防灾害的发生。

员 村 街 司

法所 工 作 人员

在对 一起 意 外

赔偿 纠 纷 进行

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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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村街道开展国庆中秋 “双节 ”禁毒宣

传教育活动。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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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雅苑

F5

梯的电梯终

投入使用。 通讯员供图

梯业主代表侨颖社区送锦旗。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