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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劳动仲裁 50人拿到335万元工资
前三季度，
拉萨劳动仲裁受理 252 起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劳动仲裁是指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当事人申请仲裁的劳动争议居中公断与裁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能听到身边人谈论起“劳动仲
裁”。那么，遭遇何种情况能申请劳动仲裁？申请劳动仲裁时，要提交哪些材料？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是多久？带着普通老百姓关心的这些问题，记
者走进了拉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文/图 记者 赵越

拉萨市妇联
慰问退休老同志

调解现场。
位）与聘任工作人员之间因履行聘任
合同发生的争议；事业单位与其建立
人事关系的工作人员之间因终止人
事关系以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
议；社会团体与其建立人事关系的工
作人员之间因终止人事关系以及履
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军队文职人
员用人单位与聘用制文职人员之间
因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法律、
法规规定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处理的其他争议。

案件结案率为100%
涉案总金额达2371万元
今年前三季度，拉萨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共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252 件，涉及总金额 2371 万余元。其
中，通过仲裁调解的案件有 137 起，裁
决处理的案件有 86 起，撤诉的案件有
19 起，为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达 1179
万余元。法定时效内，案件结案率为
100%。
那么，
遭遇何种情况能申请劳动仲
裁？拉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副院
长边巴次仁介绍：
“当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之间，因确认劳动关系，订立、履行、
变更、
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社会保险、
福利、
培训以及劳
动保护，
劳动报酬、
工伤医疗费、
经济补
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争议时，
双方可采
用劳动仲裁的方式进行维权。
”
劳动仲裁的受理范围还包括，实
施公务员法的机关与聘任制公务员
之间、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

帮农民工讨回三百余万元
劳动薪酬赔偿的案件占比大
就在不久前，在拉萨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
他们刚刚成功调解了一起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涉及人
数达 50 人，涉案金额高达 335 万元。
“在 1 至 9 月份受理的劳动人事争议案
件中，劳动薪酬及各类补偿和赔偿、
确认劳动关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边巴次仁说。

申请劳动仲裁时，
当事人需要提供
哪些材料呢？边巴次仁介绍，
劳动者作
为申请人时，
需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一份；企业信息查询单一份；如有委托
代理人代为仲裁，提交相应委托手续。
用人单位作为申请人时，
需提交营业执
照（副本）；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有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
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
件；被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同时，
当事人还要向工作人员提供个人基本
情况以及仲裁申请所根据的事实和理
由、具体的仲裁请求及金额。此外，值
得注意的是，劳动仲裁有一年有效时
效，即在争议发生后一年内申请仲裁，
递交仲裁申诉书，
过期将不予受理。
如果当事人对于申请劳动仲裁有
疑问、困惑，可直接前往拉萨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咨询并领取《拉萨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会员一次性告知
书》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
《拉萨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当事人送
达地址确认书》。

商报讯（记者 娄梦琳）为大力弘扬
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向对
拉萨市妇女儿童事业作出贡献的老同
志表示崇高的敬意与重阳节的慰问，
近日，拉萨市妇联班子成员及其他县
级干部，带领相关工作人员集中慰问
退休老干部和老同志，共发放慰问金
16000 元。
在慰问活动中，
拉萨市妇联班子成
员及其他县级干部向退休老同志敬献
哈达，
并发放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相关学习资料。拉萨市妇联党
组书记、
副主席赵金花指出：
“希望老同
志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用宝贵的
经历现身说法，
带动年轻党员们站稳立
场，
坚定信念，
牢记宗旨，
努力奋斗。
”

两岛街道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商报讯（记者 索南措姆）近日，两
岛街道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暨“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活
动，向辖区 60 岁以上的老同志代表送
上节日的问候。
活动现场，来自甲玛林卡社区的
老同志代表讲述了民主改革前后自身
的生活变化；仙足岛社区老同志代表
讲述了自己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一心为民谋幸福的先进事迹。随后，
参会领导为“孝亲敬老好家庭”代表和
“孝亲敬老好公民”颁发证书和奖品，
同时向参会的 10 位老同志代表发放节
日慰问品。

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关于采购部分网点安防设备及安装项目采购公告
根据需要，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我行”
）拟
采购部分网点安防设备及安装项目，现邀请您参加，具体事宜公
告如下：
一：
项目基本情况：
（1）地点：拉萨市、山南市、贡嘎县；
（2）采购内容：
详见采购文件。
二、
供应商资质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
财务状况良好；
（2）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具备安防工程设计、施工、安防技
术防范设计、施工及维修、安防设备销售及安装等类似内容；
（3）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
重大违规、违法记录；
三、
需提交的资料：
（1）企业经营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
（含国税、地税）副本或更新版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副本、企业法

人代表有效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有效证明；
（2）供应商联系人、办公电话、手机号码、邮箱等联系方式；
（3）公司近三年金融行业类似业绩（须提供合同作为证明材
料，至少包含首页、标的页和盖章页，金额等敏感信息可隐去），
特殊情况除外；
（4）在藏办公点证明材料（需提供办公点租赁或购买合同
及）；
（5）其他资料证明。
四、
提交资料的要求：
（1）以上所有资料均复印件加盖公章；
（2）所有资质文件均需在有效期内；
（3）所有资料均为纸质资料，根据审核要求，我行可要求供
应商提交所提交资料原件进行复核，如未按照规定时间和要求
提供，我行可视提交的纸质资料为无效。
所提交的资料，仅用于本次项目采购。我行承诺对所有公

司提供的资料保密，所有供应商资料恕不退还。
五、根据报名单位提供的材料进行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供
应商进入下一轮谈判环节。
六、
递交资料截止时间及地址：
报名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金珠西路 113 号中国银行西藏
分行
资料递交时间：2019 年 10 月 10 日-10 月 14 日（9:30-13:00；
15:30-18:00）
联系方式：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金珠西路 113 号中国银行西藏
分行
联系人：
卢先生
联系电话：
0891-659932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
2019 年 10 月 10 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分行芒康支行新建营业办公大楼
选聘设计和勘察单位的三次公告
一、
项目概况
新建中国银行昌都分行芒康支行营业办公大楼为一栋具备
营业、办公、住宿为一体的综合性办公楼，建筑规模约为 1200 平
方米，总用地面积为 3 亩。
二、
设计单位资质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
财务状况良好；
（2）具备建筑工程设计乙级（含）以上资质
（3）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
重大违规、违法记录；
（4）近三年（2016 年-至今）类似房建工程业绩，至少提供一
份银行业网点装修设计业绩
（5）拟派设计师至少承接过银行业网点装修设计工作
三、
勘察单位资质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
财务状况良好；

（2）具备建筑工程勘察丙级（含）以上资质；
（3）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
重大违规、违法记录；
（4）近三年（2016 年-至今）类似房建工程勘察业绩。
四、
报名资料
（1）企业经营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
（含国税、地税）副本或更新版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副本、企业法
人代表有效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有效证明；
（2）供应商联系人、办公电话、手机号码、邮箱等联系方式；
（3）设计、勘察单位全套资质文件；
（4）拟派本项目的所有设计师的资质文件；
（5）公司承接的设计、
勘察项目的合同复印件，
报名参加设计
项目的设计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份银行业网点装修设计业绩；
（6）拟派本项目设计师承接的项目合同复印件，银行类网点

装修业绩最好提供 1 份；
（7）设计和勘察单位及设计师获得各类荣誉复印件。
以上所有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五、
特别说明
符合以上条件的报名供应商，只能选择报名投标设计或勘
察其中一个项目。
六、
报送时间及地点
报送时间：
2019 年 10 月 10 日-14 日（9:30-13:00；15:30-18:00）
报送地点：金珠西路 113 号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财务管
理部集中采购（4 楼）
联系人：
卢先生
联系电话：
0891-6599329、1818991876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
2019 年 10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