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30日，记者在沈阳市装
备制造工程学校机器人实训室里
看到，十五六岁的学生们正熟练地
操控智能物流机器人、智能机床控
制机器人等智能工业机器人。

据了解，该校与沈阳新松机器
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
了目前我省最大的智能制造实训
中心。中心里设立了机器人虚拟
仿真实训室、机器人基础实训室、
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实训室等，学
生们在这里可学到智能工业机器
人相关领域的许多技术和知识，成
为沈阳培养机器人青年技术人才
的基地。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校园里的
机器人实训基地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10 月
30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省政府办公
厅日前出台《关于促进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着力解决中介服务环节多、
耗时长、收费乱、垄断性强等问题，降
低市场准入制度性成本，保护各类市
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意见》指出，全面规范中介服务
事项，编制全省统一的中介服务事项清
单，建立清单动态管理制度。凡未纳入
清单的中介服务事项，行政审批部门不

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委托中介服
务机构开展服务。支持自主选择中介
服务机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指
定中介服务机构。对政府购买中介服
务行为、政府中介服务评审行为等作出
规范，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委托开展
的技术性服务活动，必须通过竞争方式
选择中介服务机构，并编制全省统一的
中介服务评审事项清单。

《意见》在放宽中介服务机构准入
条件的同时，还规范了准入管理。要
求破除中介服务行业垄断，切断中介

服务利益关联，审批部门所属事业单
位、主管的社会组织及其举办的企业，
不得开展与本部门行政审批相关的中
介服务。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
管、谁监管，谁要求、谁监管”的原则，
对应中介服务事项，逐一明确行业主
管部门，履行、制定、完善中介服务行
业规范标准，建立行业中介服务机构
名录库，对中介服务机构开展随机抽
查，对中介服务机构实施失信惩戒。

《意见》还要求，创新中介服务事
中事后监管方式。要规范中介服务机

构执业行为，明确办理时限、工作流
程、申报条件、收费标准等。加强中介
服务收费管理，对垄断性强、短期内不
能形成充分竞争的中介服务收费，纳
入政府定价目录。同时，加强中介服
务机构自律，建立中介服务管理平台，
建立健全中介服务机构退出机制。依
法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失信惩戒，
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名单、失信中介服务机构管理
名单的中介服务机构，移出中介服务
机构名录。

着力解决环节多、耗时长、收费乱、垄断性强等问题

我省出台意见规范中介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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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炮火，穿越敌人的封锁
线，到一线去演出。”“哪怕只有一
个伤病员，我们也要为他演出。”88
岁的离休老战士邢超手指着一张
硝烟弥漫的照片，把新兵带到了
67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场上。

近日，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四干
休所组织 4 位平均年龄达 84 岁的

老战士到北部战区某部，对新兵进
行传统教育。他们走上讲台，深情
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走到新兵身
边声情并茂地讲着让人热血沸腾
的战斗场景，把一颗颗红色的种子
播入新兵的心田。
陈连望 本报记者 李 波 文

李世清 摄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10月 30
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根据大连市
政府近日公布的《大连市推进“厕所革
命”实施方案（2018-2020 年）》（以下
简称《方案》），大连市的公共厕所基础
信息将纳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
公厕云平台”系统，利用手机APP和微
信公众号，可快捷查找周边公共厕所，
并能通过在线评价功能反馈管理服务
情况。此外，大连市还将着重提升公
共厕所全天候 24小时的开放能力。

记者了解到，“城市公厕云平台”通

过公众号、小程序和APP,可提供公厕一
键查询、导航服务、如厕评论、问题反馈
等服务,并可实现社会厕所资源的共享。

点开“城市公厕云平台”小程序,
会出现一张地图界面,上面分布的绿
色小图标标示出周边的公厕。在评论
区还能看到用户留下的“环境舒服、没
有异味”“卫生脏、有异味”“设备损坏”
等对厕所的评论。

“城市公厕云平台”能够提供三大
服务：方便广大民众寻厕；了解使用体
验及存在问题；实现全国公厕数据的

统一管理、互联互通、数据共享,提升
公厕的管理及服务水平。

另外，《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大
连城市（县以上）基本实现每平方公里
建成3至5座公厕。除涉密和安全保卫
需要外，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厕所
按规定要率先免费对外开放；医院、商
场、宾馆、饭店等公共服务单位内部厕
所应免费对外开放，内厕开放时间不得
少于营业时间。着重提升公共厕所全
天候24小时开放能力，对缺水、缺电、缺
暖的公共厕所尽快补齐短板，彻底解决

冬季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有条件的公
厕可设置无性别厕位。按照《无障碍设
计规范》，对方便老幼、残疾人等特殊人
群使用的卫生间及附属的盲道、轮椅坡
道、手抓杆等无障碍设施设备进行设
计、建设。

《方案》还提出加快第三卫生间建
设步伐，力争在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
区、4A 级以上旅游景区及 4 星级以上
温泉旅游企业逐步实现全覆盖。鼓励
设置男女厕位转换、开设女性专用厕
所，体现人文关怀。

大连推进“厕所革命” 公厕信息纳入云平台

用手机可查找公厕还能在线评价

本报讯 记者刘乐报道 近
日，在大连海事法院，案件当事人蒋
某艳和蒋某波两个亲姐妹的手终于
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至此，发生在亲
姐妹之间6年的积怨终在执行法官
的真诚调解下完美化解。

6年前，妹妹蒋某波的丈夫受雇
在姐姐蒋某艳的船上干活，不幸意
外落水身亡。双方于2014年私下达
成和解协议，蒋某艳给付赔偿金 20
万元，前期已给付5万元，剩余的以
其所有的一艘三无船舶作抵押。为
稳妥起见，2015年 10月，蒋某波和
儿子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经
法院依法作出调解书，确认被告蒋
某艳在2016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
给付死亡赔偿金15万元，被告蒋某
艳将其所有的三无船舶作为15万元
债务的抵押物交由原告看管。后原
告在看管期间将船舶卖了4.4万元，

并于今年1月以剩余10万元债务及
利息未履行为由向法院申请执行。

为制定可行的执行方案，法官亲
自去了一趟蒋某艳家里，可所见情况令
人心痛，60多岁的蒋某艳丈夫已去世
多年，她的儿子去年因病也离开了人
世，无存款、车辆、房产等可执行财产。

鉴于出事前两姐妹之间感情还
很好，执行法官在调解中打起了亲
情牌，“你大姐的丈夫去世了，儿子
治病花了不少钱，她本人也没有工
作收入和其他经济来源。你们老姐
妹俩原来感情就不错，将来还要好
好处，毕竟亲情是最重要的……”

执行法官在与双方当事人多
次沟通后，被告的女儿、女婿同意
想办法筹集一些钱进行偿还。最
终，在法院调解下，原告对赔付要
求作出了让步，双方达成协议，被
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 6万元。

法官用亲情化解亲姐妹六年积怨

这不是老电影中描述的场景吗？
除了老旧而考究的农村桌椅、箱柜、半
人高的食盒以及大木头轮子的马车等
农耕工具，靰鞡鞋、刺绣精美的枕头顶
子等生活用品，还有老日历、旧契约、
粮票等纸质品，这些特殊的展品共有
3000多件。

10月30日，在沈阳市皇姑区松花江
东街美丽的北运河畔，文邦民俗博物馆
仿佛把时光拉到了过去的岁月。

博物馆的主人叫赵文邦，这些物
品都是他 30年来收藏的。赵文邦说，
他从小生长于农村，自然对农村老物
件有特殊的感情。他很怕自己慢一点

儿这些老物件就再也见不到了，所以，
他一有时间就去地摊、河边等地方找
寻老物件，在这些展品里有的是别人
在搬家时赠送的，更多的是他讨价还
价买来的。听说哪儿有有价值的老物
件，他常常顾不上吃饭就赶过去。

有时为了买到一个老物件，需要
反复去农民家里协商好几天。10 年
前，他看中了一个农耕用的犁，这个犁
上面印制了犁主人的名字等信息，但
是价格有些贵，他连着去了三天，最后
终于讲价到 1000元才买下来。

他回忆说，有一种物件叫作吊搭，
白天吊上去，晚上放下来，可以把一个

大空间隔成两个小空间，特别适合居
住空间不太宽敞的住宅，这在过去的
农村家庭中很常见，但很少有文字记
载，当他在一居民家看到吊搭时，特别
开心。

收藏的物件要清洗消毒、分类摆放
和保管，大型物件的搬抬运输十分艰
辛。有一次，他去台安收藏一个马槽，
不料天黑找不到回来的路，他沿着一条
细长的河堤行驶，途中不小心连车带人
顺着河堤侧滑下去，还好他没有受伤，
马槽也只是磕碰了一点儿，忙活了一晚
上才完事，他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

赵文邦自称“不抽烟少喝酒，专注

收藏 30 年”。他说，当前东北地区在
社会转型过程中需要传统文化作为支
撑。先人的节约、环保、追求实用和审
美以及制作过程中的匠人精神，都体
现在一个个老物件中。“把有价值的东
西整理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为后人
做一个实物的展示，让现代人也真切
地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我的辛苦就
没有白费！”

赵文邦现在忙着筹建“东北民俗
文化情景”再现的事儿，准备在家乡
辽中还原铁匠铺、粉条铺等，让人们
亲身体验东北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
与韵味。

赵文邦收藏3000个老物件建民俗博物馆
本报记者 曲 宏

本报讯 10月29日，盘锦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徐天博在北部战
区空军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他献出的199毫升造血干细胞将挽
救一名6岁的白血病患者。

37岁的徐天博是辽河油田筑路
公司的一名工人。2008年，在一次
献血过程中，徐天博对捐献造血干
细胞有了一定了解。采集血样后，
他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成为造血干细胞登记志愿者。

10年后的 2018年 9月，经过中
华骨髓库检索，徐天博与一名在北
京治疗的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我知道这个配型成功的概率非
常低，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别人的命，我
也很幸运。”徐天博觉得，自己的生命
和受捐者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甚至
为等自己的造血干细胞的患者担忧，

“通知去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的电话
怎么还没来？他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10 月 24 日，徐天博启程赴北
部战区空军医院捐献造血干细
胞。10月29日，徐天博在《造血干细胞
移植志愿者外周血采集志愿书》上签下
了自己的名字，进行了正式采集，他实
现了自己奉献爱心的初衷。

马 跃 本报记者 刘永安

十年等待今如愿
徐天博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普通人 PUTONGREN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行
动不便的居民借助“微警务平台”
上传材料，足不出户就可办理居住
证；在服务大厅咨询“机器人警
察”，所有到哪儿办、找谁办的疑问
有问必答；办理港澳台通行证签
注、补办身份证、处理交通违章，自
助服务大厅提供24小时服务。

10 月 30 日，沈阳市公安局社
区警务支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走进浑南区政务服务中心，现场
感受人工智能带来的种种便利。

在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市民
可以处理交通违章，可以签注港澳
台通行证，可以受理身份证补办等
业务。10台代替人工的机器设备不
仅24小时值班，还可以提供更为优
质的服务。如办理港澳台通行证签

注，人工窗口需要3个工作日才能
领证，而在自助服务大厅，两分钟就
能办完，24小时后就能取证。

为了让群众在办事时少交材
料、少等待、少跑路，沈阳市公安局
浑南分局全运村派出所还试点推
出了“居住证微易通”。办理居住
证时，居民只需通过手机添加微信
公众号，按提示上传办证材料，并
与社区民警预约进行实地入户走
访，便可顺利拿到居住证凭证。到
浑南区政务服务中心现场办理公
安业务时，无论有什么问题需要咨
询，都可以直接找“机器人警察”帮
忙，这台名为“小宝”的智能机器人
虽然上班不到两个月，但是已经熟
悉了公安窗口的全部业务，而且始
终能保持微笑服务。

智能机器人引导 24小时自助服务

微警务平台让市民办事更舒心

听老战士追忆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