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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12月17日，由国网辽阳
供电公司投资2000余万元建设的电动
汽车充电网络正式投入运行，22个充
电站点覆盖辽阳各县（市）、区，站址
遍布工业园区、商业区、交通枢纽、风
景区、居民区等，可同时为108辆电
动汽车提供优质便捷的充电服务，并
实现了主城区2公里充电服务半径，
填补了辽阳城区充电设施的空白。

一直以来，受地域环境及充电
设施建设投资成本高、回收周期长
等因素影响，充电站建设用电难、接
电难制约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为解决民生所需、企业发展所盼，国
网辽阳供电公司积极向国家电网公
司申请充电网络建设项目，争取到

辽阳全市多处重要地段的充电站建
设用地，建成6座城市快速充电站

（每站含8个60千瓦直流充电桩）及
16个交流充电桩群（每群2个至4个
7千瓦交流充电桩）。

国网辽阳供电公司建设的充
电桩充电，采用车主自助服务为
主，运维人员提供远程服务为辅
的充电服务方式。电动车主可采
用国网充值卡、e充电扫码、e充电
账号共 3 种支付方式在充电桩完
成用电服务，多种方式可满足不
同车主的支付习惯。同时，电动
车主可在该公司所属一级、二级
供电营业厅办理国网充值卡。
张华文 董 政 本报记者 严佩鑫

辽阳22个新能源汽车
充电站点投入运行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12
月14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
市保险行业协会、沈阳市律师协会和
7家保险公司的代表齐聚法库县人民
法院，共同推进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纠
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工作。

过去，发生道路交通纠纷后，
公安、法院、保险都建有自己的档
案，当事人在理赔时经常多方奔
走，如果需要诉讼解决，当事人至
少要等 3 个月才能拿到赔偿。道
路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
体化处理平台”，不仅打通了部门
之间的数据壁垒，还极大地节省了
当事人处理纠纷的成本。

而这个可以帮助保险公司节

约人力成本、当事人节约时间成
本、法院减少诉讼源的多方受益平
台，自今年 9 月份在沈阳推行以
来，取得了一定效果，也发现了一
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
是各家保险公司的参与热情不一、
赔付标准不一。为此，法库县法院
主动联系沈阳市保险行业协会和
沈阳市律师协会，请来各大保险公
司围绕赔偿差异提意见、想办法，
共同把好事办好。

在推进会上，7家保险公司表
达了积极参与“网上数据一体化处
理平台”的意愿，并围绕交通事故中
医疗费支出、误工天数计算等争议
比较大的内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沈阳多方共推
交通事故纠纷“一键理赔”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针对
电动自行车（含摩托车、机动三轮车、
残疾人电动车）闯红灯、逆行、抢行和
违法载人等骑行乱象，大连市交警、
质监、工商、房屋租赁、消防等部门采
取联合整治行动。截至12月16日，
共查处电动自行车（含摩托车）违法
17751件，行政拘留320人，曝光了14
个不合格电动自行车品牌。

记者从大连市交通环境亮化
百日行动领导小组获悉，工商部门
日前对26个品牌的电动自行车进
行了集中抽检。在抽检的51批次
商品中，不合格商品达到22批次，
占 43%，涉及赛鸽、喜德盛、雅迪、
澳柯玛等14个品牌。从检出的问
题看，最高时速和干态制动距离普

遍超标，轮胎宽度超标的占 45%，
整车重量超标的占36%，反射器和
鸣号装置不达标的占27%，均属于
不合格电动自行车。据介绍，相关
部门已启动办案程序进行立案调
查；同时组织警力在路面全面开展
治理打击行动，对发现驾驶超标电
动车、不合格电动车（含摩托车违
法）的，一律按上限处理。

此外，联合整治行动还包括
对销售违规电动自行车的商店、
窝点开展清查治理，对外卖配送
企业和快递企业围绕配送环节超
标电动自行车违法上路问题进行
行业监管，定期组织对拼装、三无
车辆以及交通违法逾期未处理且
超过公告期等车辆集中销毁。

大连曝光14个不合格
电动自行车品牌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学校食
堂采购的肉类、蔬菜纳入全市追溯体
系；地下停车场建设将列为新建学校
的规划条件；具备条件的建成学校将
适时启动地下停车场建设。12 月 17
日，沈阳市印发《加强校园及周边安全
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从即日起至
31日，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管理专项
整治行动，整治的范围有食品卫生、校
门前交通、校园周边治安等。

为重点解决学校食堂管理、食品
卫生及学生饮用水等方面的安全隐患
问题，沈阳市将通过第三方追溯平台

方式，将具备条件的学校食堂采购的
肉类、蔬菜纳入全市肉类、蔬菜流通追
溯体系。对具备条件的学校进行并网
供水，所需经费列入市、区、县(市)城建
计划。将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纳入纵
向网格化管理内容，各区、县(市)政府
每半月组织一次对学校食堂的检查。

在学校门前的交通安全整治方
面，将安装修复校园周边的警示、限速
等交通标识，增加视频监控点位，合理
配备交警警力，发挥交通指挥中心调
度协调作用，12月底前完成校园周边
交通安全整治。同时，教育部门将对

学生上下学进行适当错时调控。
校园周边治安环境方面，将对全

市学校周边的网吧、KTV 歌厅、游戏
机室，以及针对学生出售(租)非法出
版物等问题进行排查，开展专项清理
和取缔。严查校园周边的小餐饮、小
超市、小食杂店和无证照经营摊点、流
动摊贩、占道市场等，取缔违规饮食摊
点。治理校园周边固定设备产生噪声
污染的噪声源。

为重点解决无证幼儿园不规范管
理存在的隐患问题，沈阳将对全市无
证幼儿园的园舍、消防、食堂、安全保

卫、卫生保健、保育教育等情况进行全
面摸排与检查，建立台账。容缺审批
一批基本达到幼儿园或小规模幼儿园
设置条件的幼儿园，颁发办园许可
证。2019 年 6 月底前，整改达标合格
的幼儿园纳入备案管理，经整改仍不
达标的将坚决予以取缔。

沈阳市还将重点解决校园及周
边停车难问题，将地下停车场建设列
为新建学校的规划条件。对已建成
学校建设地下停车场的可行性进行
一次排查，具备建设条件的适时做出
工作安排。

沈阳加强校园食品卫生及周边安全管理

学校食堂采购纳入全市肉菜追溯体系

本报讯 停工在建工程，俗称
“烂尾楼”，由于形成原因复杂和涉及
面广等诸多问题，成为人民法院执行
工作的难点。12 月 17 日记者获悉，
大连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建立涉执行
案件停工在建工程处置府院联动机
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妥
善解决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涉及本
市停工在建工程处置的有关难点问
题，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盘

活土地资源，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
稳定的社会环境。

《通知》确定成立大连市涉执行案
件停工在建工程处置协调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包括国土、环保、建委、规划、
城建、法院等。明确涉执行案件停工
在建工程的范围为已取得建设工程施
工许可证并进行了部分建设，但已停
工，项目主体未办理规划核实和竣工
验收的工程项目。领导小组研究解决

的事项范围包括办理项目过户手续，
办理项目续建、拆除重建手续，交纳或
补交土地出让金、土地使用费等费用，
变更土地出让年限，调整土地使用或
项目建设规划，处置项目需要协调解
决的其他问题。

涉执行案件停工在建工程处置需
要解决的问题，由原项目主体或新的受
让人按规定向相关职能部门申报。案
件执行法院认为需要政府有关职能部

门予以协调解决，或原项目主体、新的
受让人提请执行法院协调解决的相关
事项，由案件执行法院将执行依据、工
作方案及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市法院
以书面报告的方式报送处置协调领导
小组办公室。处置协调领导小组办公
室确定由相关成员单位研究并依法依
规按政策提出解决意见，以会议纪要的
方式交由承办单位落实办理。

王军忠 本报记者 吕 丽

大连建涉案“烂尾楼”处置联动机制

走进沈阳市和平区海口街，远远的
就能看见一座高耸的烟囱，烟囱下老旧
的锅炉房没有破旧不堪，而是充满着艺
术气息，石头堆砌的院墙，铺着石子的
小院。推开院门，迎面是一座雕像，外
墙上挂着“刘鸿典建筑博物馆”的牌子。

博物馆的前身是一个锅炉房，城
市集中供暖后锅炉房就闲置了。博物
馆发起人卢迪介绍说，建博物馆有两
方面的想法：“一方面，刘鸿典是辽宁
人，师承梁思成、童寯、陈植等大家，是
我国‘建筑四杰’的直系传人，希望家
乡人对这位建筑大师有更多的了解；

另一方面，沈阳像这样的废弃锅炉房
有很多，是城市发展中的遗存，如何在
保护这些工业遗产的基础上改造再利
用，建博物馆也是一种尝试。”

这种尝试在博物馆内部得到体
现。整栋建筑保存了原有锅炉房的结
构和框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起的
红砖墙沧桑依旧，铸铁的横梁工业感
十足。整个锅炉房被分隔成两个空
间，一楼是永久展，展出的是刘鸿典的
生平、遗稿和手迹。老照片、旧纸张，
融入这老旧的锅炉房里，让人一下子
跳回了历史。改造后的新设计让锅炉

房增添了许多新功能，二楼的空间可
以举办临时展和各类文化活动，宽大
的楼梯上设置成一排排座位，配合投
影设备可以开设讲座，楼梯下的咖啡
间里飘出浓浓的香气……

通过改造，锅炉房摇身一变成为
博物馆、文化中心、交流平台的综合
体。博物馆开办一年来，不仅成为建
筑业人士热衷的打卡地，也吸引了以
建筑为主题的展览在这里举行，法
国、德国、日本的建筑业文化交流活
动也慕名选择在这里。同时，博物馆
也成为向市民宣传普及建筑知识的

窗口，“印象沈阳”讲座已在这里举办
了 8 期，从建筑的角度向人们讲述沈
阳的前世今生，让建筑学从殿堂里走
进市井间。刘鸿典建筑博物馆为沈
阳废弃的老旧厂房、老旧锅炉房改造
再利用进行了新的尝试。

据统计，仅沈阳市和平区停止供
热的老旧锅炉房就有170座。业内人
士认为，可以将老旧锅炉房用于拓展
公共文化空间，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将
新功能填充到旧建筑中，让停火的老
旧锅炉房经过改造后在文化产业领域
重新“供暖”。

废旧锅炉房改造成了建筑博物馆
李海卉 本报记者 徐铁英

改革开放之后沈阳第一本电话号
码簿、沈阳第一本宣传册、沈阳第一张
旅游交通图、沈阳第一本铁路列车时
刻表……翻开这些珍贵的藏品，对照
现在的沈阳，让人不禁感慨过去40年
翻天覆地的变化。

12月16日，历史文献收藏家詹洪
阁在沈阳举行了一个小型文献展，用
藏品记录了沈阳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
发展进程。一本 1980 年的沈阳铁路
列车时刻表，把人们迅速带回到那个
绿皮火车的年代。詹洪阁说：“那时沈
阳就是东北的铁路交通枢纽，但是火
车的速度跟现在没法儿比，去趟北京
得坐十几个小时。”一本 1984 年出版
的中英文对照沈阳宣传册上，封面照
片是烟囱林立的铁西工业区。詹洪阁
说：“那时的沈阳是全国著名的工业城
市，到处都是工厂。住在铁西的人，早
上起来一闻味就知道刮的什么风。”

本报记者 李 波 文
谢 颖 摄

老物件讲述
沈阳40年变迁

12月17日，由政府财政资金支持
社会服务项目——锦州市中益12349
热线，已建1356个服务网点，实现了热
线全覆盖，今冬为万余名特困户、低保
户、优抚对象、残疾人建档立卡，为他
们提供无偿智能化家政服务。

有了这条热线，锦州建档立卡

服务对象不花一分钱尽享托管式日
间照料、健康防范等十几项义务服
务，并形成十分钟服务圈。

图为锦州市中益12349热线的
工作人员正热情接待来访者，并为
空巢老人优抚对象建档立卡。

本报特约记者 李铁成 摄

为特困群体开通服务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