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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市皇姑区长江街与岐山路交
会处，4只小黄鸭玩偶与40余名青少年志
愿者手持“拯救斑马线、文明出行”的手
牌，向准备过斑马线的路人宣传文明出行
礼仪，发放有交通安全标志的小礼品。

为了倡导行人走斑马线、驾驶员
尊重斑马线，提升市民的文明素质，12
月16日，共青团沈阳市皇姑区委、区文

明办与辽宁大学“一缕阳光”志愿服务
社团、岐山一校“小小萤火虫”志愿者
服务队共同启动“小黄鸭文明出行”志
愿服务行动。从当天开始，共青团皇
姑区委每周都在人流车流密集路口组
织志愿者提醒行人注重交通文明。

本报记者 李 波 文
苗玉琦 摄

本报讯 12 月 13 日，由丹东
市振兴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的
丹东市国土资源局怠于履行职责
行政公益诉讼案，在丹东市振兴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是我省
检察机关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领域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第一案。

2005年3月，丹东某房地产开
发公司竞得丹东市某地块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后因丹东市城乡规划
局调整该地块的用地面积及容积
率，建筑面积实际增加，该房地产
开发公司需补缴土地出让金。丹
东市国土资源局据此与该房地产
开发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需补
缴土地出让金 2884.4 万元。补充
协议签订后，该房地产开发公司至
今未依法补缴土地出让金，致使国
家利益受到侵害。

今年1月17日，振兴区人民检
察院向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发出检
察建议书，建议其向该房地产开发

公司依法追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及违约金。丹东市国土资源
局于3月7日书面回复振兴区人民
检察院，称其已向该公司发出追缴
通知书。但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始
终未缴纳土地出让金及违约金，丹
东市国土资源局并未采取其他履
职举措或者替代性方案予以追
缴。经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核批
准后，11 月 7 日，振兴区人民检察
院向该区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
认丹东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职行为违
法，并判令其积极履行职责，依法追
缴国家损失。法院依法当庭宣判，
支持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判
决确认被告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对丹
东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不缴纳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依法履行收缴
职责的行为违法，被告丹东市国土
资源局应依法履行职责。
景文奇 胡卫卫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我省首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行政公益诉讼案宣判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12
月17日记者获悉，鉴于盗窃燃气追
究刑事责任时犯罪金额的认定是
难点，大连市公安局、大连市中级
人民法院等7家单位经共同研究，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近日制定出台
了《大连市盗窃燃气气量及金额认
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
确了盗窃燃气金额的“计算公式”。

《意见》中的燃气包括天然气
（含煤层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
气。盗窃燃气数量能够查实的，按

照查实的数量计算盗窃数额,盗窃
数量无法查实的，以盗窃前6个月
月均正常用量减去盗窃后计量仪
表显示的月均用量推算盗窃数额,
盗窃前正常使用不足6个月的，按
照正常使用期间的月均用量减去
盗窃后计量仪表显示的月均用量
推算盗窃数额。盗窃燃气金额的
计算公式为盗窃燃气金额=燃气
月均正常用量×月数×政府核定
燃气价格-（已计量但欠费部分+
已计量并缴费部分）。

大连确定盗窃燃气
金额“计算公式”

本报讯 记者王刚报道 为了规
范物业管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大连
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大连市物
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并将于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办法》明确规定，大连市区住宅及
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非住宅的建设单
位（以下简称住宅建设单位），应当通
过招标投标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
业；同一物业管理区域住宅物业建筑
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下的，经物业所在
地的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
业。提倡业主大会和其他物业所有权
人采用招标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

企业。
据了解，以往建设单位在选聘前

期物业管理企业时存在着“自行其是”
的情况，导致管理不规范、业户不满
意、监督不到位，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
标活动亟须规范，业主通过公开招标
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也势在必行。
新出台的《办法》针对上述问题对症下
药，使物业管理招投标有法可依，为开
展物业管理招投标活动提供了有力的
监督和保障。

《办法》明确，大连市物业管理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物业管理招标投标
活动的监督管理。各区物业管理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物业管理招标投

标活动的监督管理。街道办事处负责
本辖区业主大会招标投标选聘物业服
务企业的具体指导工作。物业管理招
标投标活动纳入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组织实施，各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
门通过交易平台对招标投标活动进行
监督管理。

《办法》规定，新建住宅物业，应
当在取得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之
前完成前期物业服务企业选聘；非出
售的新建住宅物业，应当在交付使用
前90日完成。

物业管理招标需在交易平台发
布招标公告等相关信息，公告期不少
于 5 个工作日。评标时秉持两项原

则：同等服务标准选聘投标价低的物
业服务企业；同等投标价选聘服务标
准高的物业服务企业。评标小组由
招标人代表和物业管理、建筑工程、
成本会计等专家组成，成员为 5 人以
上的单数，其中招标人代表以外的专
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 2／3。与投
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担任相关
项目的评标专家。招标人应当在开
标前1个工作日内到交易平台申请抽
取评标专家。交易平台从物业管理
评标专家库中自动抽取专家，经专家
回复确认后确定为有效评标专家。
评标专家名单在开标后公布，并在中
标结果确定前保密。

大连出台物业管理招投标管理办法

提倡业主集体表决选聘物业公司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逐步实
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鼓励妇幼
健康服务机构办好孕妇学校；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建设健康教育场馆。12
月 18 日，沈阳市印发《健康素养促进
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方案
提出，到 2020 年，沈阳市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提高到 25%，在全市建设 3 个
健康促进区，健康促进医院、健康促进
学校、健康促进机关、健康促进企业、
健康社区各6个，健康家庭100个。

为提高妇幼健康素养，沈阳市将积
极开展妇幼健康教育，并纳入各级妇幼
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以及
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的日常工作。继续
深入开展市民健康大讲堂，鼓励妇幼健
康服务机构办好孕妇学校，持续深入推
广公益科普讲座。

提高中医养生保健方面，将持续
推进中医药文化“进乡村、进社区、进
家庭”活动，围绕中医药饮食、起居、食
疗药膳、中草药种植、运动锻炼等养生

保健知识，组织开展义诊咨询、健康讲
座、文化表演、知识竞赛、发放科普资
料、“中药大篷车”等多种形式的中医
药文化知识科普活动。

推进控烟方面，沈阳市提出，将推
动公共场所禁烟条例出台，努力建设
无烟环境，逐步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
面禁烟。加强控烟宣传教育，倡导不
吸烟、不敬烟、不送烟的社会风气。开
展戒烟咨询热线和戒烟门诊等服务，
提高戒烟干预能力。

此外，沈阳市还将鼓励有条件的地
区建设健康教育场馆，加强健康教育专
业人员能力建设，每3年轮训一次。优
化人员结构，到2020年，健康教育专业
机构本科学历以上专业人员比例达到
80%，县（市）区达到45%。同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经费比例逐年提
高，到2020年不低于10%。各县（市）区
要积极动员更多社会资金用于健康素
养促进行动，积极推进健康服务业发
展，促进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

沈阳市发布健康素养促进三年行动方案

鼓励建设健康教育场馆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12 月
18 日，记者从沈阳地铁集团获悉，目
前，沈阳地铁九号线一期工程各设备
系统已经完成安装，正在开展综合联
调工作。同时，九号线的10列新车已
到达沈阳，其余 20 列也将陆续抵达。
预计明年 5 月，地铁九号线一期将通
车试运营。

据介绍，综合联调是在地铁各设
备系统完成设备安装和单系统调试条
件下，对所有设备系统之间接口协议、
接口功能和系统联动等功能进行的全

面测试，目的是实现和保证车辆处于
高效、安全、可靠的运行控制状态，为
行车组织、调度提供可靠的自动化控
制手段。九号线设备综合联调牵头单
位沈阳新松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邱继红告诉记者，按照国内轨道交
通一般的调试进度，综合联调的时间
大概需要进行４到６个月，九号线预
计明年5月可开始载客试运营。

与此同时，九号线的部分列车已
开始接受性能测试。中车大连机车车
辆有限公司城轨技术开发部总体设计

师刘军介绍，地铁九号线一期工程配
属30列车，已经全部由中车大连机车
车辆有限公司设计制造生产完成。目
前，已经有10列九号线新车搬进九号
线曹仲车辆段。

其中，首列抵达车辆段的新车已经
完成车辆线路动力性能测试，开始配合
信号系统开展动车调试等综合测试工
作。经过测试，首列车车辆性能完好，
能够满足运营要求。抵达车辆段的其
他列车还将继续进行线路动力性能测
试和联调联试，后续20列车完成在大连

的试验后，将陆续被运往沈阳。
九号线列车最高运行速度为每小

时 80 公里，每列车设置 240 个座位。
列车采用4节动车、2节拖车编组，牵引
性能更加优化，动力性能提高20%，爬
坡及故障救援能力更强。列车还选用
了一批新技术产品，具有更好的服务
功能和乘坐体验，如车厢两端采用与
高铁相同的镜面液晶屏提供信息服
务，车门上方线路地图升级为LED液
晶屏，客室照明采用可变换冷暖色调
的LED灯具，车厢设有全景摄像头等。

沈阳地铁九号线明年5月通车试运营

12 月 18 日，沈阳市红领巾小导
游在“改革开放 40 年家乡沈阳新变
化”优秀儿童绘画作品展上，和南京
九校的同学们畅谈沈阳的城市变迁
和市民的幸福生活。

今年，共青团沈阳市委联合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旅游委等单位
开展了“红领巾小导游看沈阳”活
动。活动组织各校小学生代表近千
名深入沈阳市的各旅游景点、大专院
校、工厂企业、村镇社区参观学习，体
会家乡新变化，并要求参加活动的少
先队员们用绘画、摄影、征文等形式，
描绘出自己眼中的家乡美景和对家
乡未来的展望。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红领巾小导游
看家乡说变化

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现在，咱农村的卫生条件好多了。
屯屯都有垃圾点，家家都有卫生厕
所，以前‘两块砖、一个坑，苍蝇满天
飞，臭气熏人晕’的旱厕彻底成历史
了。”提起无害化卫生厕所，西丰县更
刻镇忠信村村民李继飞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西丰县以美丽乡村
建设工程为契机，投入资金238万
元，大力实施农村改厕工程，积极
推动农村“厕所革命”。该县先后
为5个乡镇、10个村的农民建成无
害化卫生厕所 1400 座，让困扰农
村群众生活的“卫生死角”集体变
亮、变净，农村环境质量大大改
善。据悉，去年该县为18个乡镇、
44个村的农民建成无害化卫生厕

所2940座。
将农村改厕工作列入重点民心

工程实事，今年年初，西丰县专门召
开了农村改厕项目启动大会。在去
年改厕基础上，重新对双瓮漏斗式
无害化厕所建设进行科学规范设
计，并按规划、招标、施工、验收“四
统一”的原则，明确了村民申请、乡
镇审核、组织实施、竣工验收等流
程。同时，聘请省改厕专家对乡村
干部、监理人员、施工工人等进行培
训。为确保改厕工作质量，该县一
方面聘请监理公司进行指导监督，
组织村民自检、乡镇互检、工作人员
逐户验收；一方面由改厕户等四方
签字确认合格，保证了农村改厕工
作合民心、顺人意。

西丰再添1400座无害化厕所

“小黄鸭文明出行”活动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