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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11月
5日记者获悉，为保障辽阳广大师
生的饮食安全及身体健康，辽阳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50所学校
食堂建立了食品原料追溯体系。

按照要求，辽阳 50 所学校食
堂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特点对八
大类食品进行网上填报，主要包
括米面、油、蛋、肉、添加剂、乳

制品、水产品、调味品等。目前，
学校食堂正以采购食品供应商
相关信息为主线，以供应商许可
信息为基础，及时将供应商相关
信息上传到“餐饮食品安全台账
系统”，确保食品质量安全顺向
可追踪、逆向可溯源、风险可管
控，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时产品可
召回、原因可查清、责任可追究。

辽阳50所学校食堂
建食品原料追溯体系

本报讯 记者刘立杉报道
11月4日，盘锦举办了冬季大型人
才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参会企业
近百家，共提供就业岗位1120个，
千余名应往届大学毕业生以及求
职者前来应聘，供需双方初步达成
就业意向700余人次。

9时刚过，盘锦市人力资源市
场便人头攒动，众多求职者在用人
单位展位前咨询、交流。“招聘会搭
建了很好的平台，给我们应届大学
生提供了难得的双向选择机会。”
求职者苏晴说。提供“五险一金”、
免费午餐、免费培训……记者看
到，进场招聘企业涵盖了石油化

工、装备制造、金融商贸、文化教育
等多个领域的盘锦知名企业，各企
业纷纷“晒”出自家福利待遇。在
长春化工（盘锦）有限公司的招聘
台前，陆续有求职者过来填表应
聘。公司人事专员梅海峰说，他们
今天提供了化工技术员、仪电技术
员等8个工种的209个岗位。

记者注意到，从招聘会企业提
供的薪金待遇来看，平均工资超过
了 3000元/月，而教育、服务、金融
类岗位成为本次招聘会的热门。
据盘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统计，以上类别岗位在所签订的就
业意向中占到了四成以上。

盘锦举办冬季大型人才招聘会
教育服务金融类岗位成热门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11月5
日，因为“现场司法鉴定”新模式的运
用，以往需要两至三个月的交通事故
司法鉴定周期被大大缩短，根据现场
查体验伤后的鉴定意见，一个小时之
内,伤者张先生就拿到了赔偿款项。
他感慨地说：“引入现场司法鉴定，赔
偿给付之快，不经历难以想象，来到法
院没花律师费、诉讼费就解决了之前
可能要奔波数月的纠纷。”保险公司也
表示第一次接触鉴定机构现场出具鉴
定意见的纠纷调解模式，不仅伤者不
用到处奔波，保险公司也省去了很多

程序负担，省去了各方当事人的诉讼
之累，保险理赔款项可以更快地交到
伤者手中。

记者了解到，这起交通事故纠纷，
因首次使用“现场司法鉴定”新模式，
以最低的诉讼成本快速解决了纠纷。
而能采用这种方式，得益于大连市旅
顺口区人民法院联合旅顺交警大队、
旅顺司法局共同设立的大连市旅顺口
区交通事故联合调解工作室。以往，
传统的涉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处理
方式是“一条线”。当事人要在公安交
警部门、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保

险公司等部门间多次往返，且案件进
入诉讼审判程序后存在沟通调解难、
赔付实现慢等问题。工作室实现了多
方联动、一体化案件处理模式，能够快
速有效地化解交通事故纠纷。

调解工作室及时将鉴定材料移交
各方当事人协商选定的司法鉴定机构，
保障鉴定机构在现场鉴定前有充分的
时间详细分析伤者病历等鉴定材料，之
后即可结合现场查验做出合理鉴定。
现场司法鉴定省去了以往鉴定后文书
送达、再次通知调解时间等环节。而且
鉴定过程原被告和保险公司现场参与，

公开透明，当场出具鉴定结论，鉴定人
员当场解惑，大大降低了复鉴的可能
性。在现场司法鉴定当日，伤者、肇事
方、保险公司人员、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人员同时来到调解工作室，由司法鉴定
人员认真查看伤者的影像资料并现场
查看伤情，经充分探讨后，现场给予鉴
定意见。在调解工作室的调解下，伤
者、肇事方和保险公司根据鉴定意见达
成赔偿协议，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
赔偿协议进行司法确认。随后，肇事方
将当场给付伤者赔偿款，保险公司也会
现场完成理赔手续并及时赔付。

旅顺推出交通事故调解新手段

现场司法鉴定让伤者少些奔波快速获赔

11 月 5 日，记者在沈阳青年大街五
里河地铁站附近的城市景观绿化带里看
到，一排排绿白相间“大白菜”形状的植
物整齐地生长着，为冬天的城市带来了
生机。记者仔细一瞧，这些植物虽然与
大白菜并无太大区别，但并不是白菜。

记者了解到，这种花卉名叫羽衣甘
蓝，和卷心菜是近亲，属于园艺观赏蔬菜
的一种，不适合食用。据了解，目前，观
赏蔬菜已经成为城市绿化新宠，它们花
期长且耐寒不怕冻，适合各地绿化种植，
我国的园艺科技工作者已开发出十几个
观赏蔬菜品种。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街景用上
观赏蔬菜

本报讯 记者王刚报道 11月5
日，记者从大连市交通局获悉，今年年底
前，大连地铁将全部实现刷手机过闸。

此前，大连地铁集团与中国银联等
公司合作，在地铁1、2、12号线全线开通
移动支付功能，开创了东北地区各城市
公共轨道智慧交通服务领域的先河，率
先进入“移动支付秒过闸”时代。在此
基础上，大连地铁3号线年底前亦将实
现移动支付功能。至此，大连地铁将实
现全路网直接刷手机过闸。

同时，大连市正在逐步升级公共
交通领域保有量最大的“明珠卡”系
统。此前，明珠卡公司已先后与中国
电信大连分公司和中国联通大连分公
司合作，发行二合一手机明珠卡，目前
正在与中国移动大连分公司进行技术
对接，发行二合一手机明珠卡。手机
明珠卡同时具有明珠卡的全部功能和
移动通信功能，具备 NFC（近距离无
线通信）功能的手机用户到通信公司
营业厅更换二合一明珠卡，即可使用

手机在所有支持明珠卡应用的领域使
用，用户还可通过手机 APP实现空中
充值和余额查询等增值服务，让城市

“一卡通”的应用更加方便、快捷。
另外，明珠卡公司与小米手机合

作的基于手机全终端方式的 NFC 空
中发卡等正在进行联调、测试，不久将
正式对大连市民开放。拥有小米手机
的用户，只需开通明珠卡业务，无须更
换手机卡，就可以让手机具备明珠卡
的全部功能。未来明珠卡公司还将与

华为、OPPO、VIVO 等手机厂商合作
开展类似的业务。

明珠卡移动支付平台目前已在大
连市内6条公交线路以及金普新区10条
公交线路开通二维码乘车支付功能。基
于支付宝的二维码支付业务也正在进
行联调测试。明珠卡公司已与建设银
行、招商银行等合作发行金融联名卡，
正在与各大银行讨论移动网银系统二
维码乘车的项目合作，基于微信的二维
码支付业务也正在进行合作洽谈。

大连地铁年底前全部实现刷手机过闸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洗
澡椅、阅读放大镜、髋骨保护内裤……
在 11 月 3 日至 5 日举办的“第九届中
国·沈阳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
老人终端产品的展台引得不少人驻
足，一位顾客为家里的老人挑选防褥
疮坐垫，“这是轮椅上用的，还有没有
床上用的？老人躺着舒服些。”家庭
化、智能化让更多的老年人感受到科
技创新产品给生活带来的便捷。

相对于这些传统的老人终端产
品，新型的电子终端产品更是吸引了

老年人的眼球。在一款无针弥散注射
的胰岛素注射仪展台前，几位老人正
在排队等着试用，“老伴儿是老糖尿病
了，每天打两三次胰岛素，由于注射时
间长了，怕疼不爱打，还担心出现皮下
硬结，这款产品不用针，就像喷雾，感觉
挺方便，也不会疼了。”智能健康管理
手机、电子血压仪、电子血糖仪、智能
穿戴设备，随着电子产品，特别是智能
手机的普及，不少老人更热衷于使用电
子终端产品，易学易懂、数据精准。

面对逐渐升温的养老市场，一些有

研发能力的企业也推出一系列适合社区
养老、养老院的电子终端产品。一位养
老机构负责人对一款智能床垫很感兴
趣，向企业负责人了解功能项目、系统运
行的情况，“这款智能床垫能实时监测
心率，记录离床时间，一旦老人离床超
出设定的时间，或者心率波动异常，系
统就会报警，护理人员将及时查看老人
是否有摔倒等异常情况。”企业负责人
介绍，智能床垫主要是针对养老机构开
发的，一套系统最多能带500张床的数
据，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可精

准地掌握老人的个体状态。
我省一些科技型企业也开始面向养

老市场研发新产品。新松机器人就带着
十多款产品参展，特别是一款首次参加展
会的体检一体机受到了社区养老企业的
关注。展区工作人员介绍，这款设备的优
点就是小巧、方便移动，就像一部台式电
脑，一个工作人员就能随意移动它，特别
适合社区使用，而且可以自动生成体检
报告并打印，也可以利用互联网将健康数
据上传云端服务器，老人可以通过手机
APP随时查看个人健康信息。

胰岛素注射不用针 床垫实时监测心率

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凸显智能养老新商机

11月5日，沈阳市南塔街小学举
办了校园落叶创意绘画大赛，小学生
们利用校园内的银杏、爬山虎等植物
落叶，展开丰富的想象，自己动手粘
贴成游动的金鱼、仙女的裙摆、壁炉

中的火焰等五颜六色的创意绘画作
品。通过此次活动，学生们从身边的
风景中发现美、认识美、创造美，营造
了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校园里的落叶绘画赛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1月
5日，记者从沈阳市城建局获悉，作为
沈阳市“两横、两纵、四环、十八射”快
速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胜利
大街快速路部分节点建成通车。目
前，胜利大街跨长白西路桥已经通
车；胜利大街阳光路立交桥已经具备
通车条件，沈阳市中心区与长白、浑
南地区的交通联系更加快速便捷了。

据了解，沈阳二环路临近南京
街立交桥的路段，由于阳光路与二
环路的回流，交织段短、转向交通
量大等原因，高峰时经常造成交通
拥堵，且比较严重，形成交通瓶颈，
严重影响城市道路畅通。依据《沈
阳市快速路系统建设规划》，现有
南二环将南移至浑南大道，胜利大
街与南二环（揽军路）节点形成部

分互通，西二环去往长白地区、浑
南地区的车流可通过胜利大街通
行，从而分流南二环的车流量，大
大减轻南京街立交桥的交通压力，
改善南京街立交桥临近路段交通
严重拥堵的现状。胜利大街快速
路的建设，将进一步加强市区与二
环路、三环路的交通联系，缓解其
他并行通道的交通压力，提升城区
与城际的交通出行效率。

另据了解，胜利大街跨浑南大
道桥明年年底前将具备通车条件，
揽军路跨铁路转体桥预计2020年
建成。胜利大街快速路全面建成
后，将与青年大街、南北二干线、南
京街共同承担起沈阳市的南北向
交通，为沈阳市西部地区居民的出
行带来极大便利。

胜利大街快速路部分节点通车
沈阳中心区与长白、浑南互通更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