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28日，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
布春节提示：保健食
品不能替代药物。据
了解，有关部门将研
究借鉴烟草标签管

理方式，在保健产品标签显著位置
标注“保健食品不具有疾病预防、治
疗功能”“本品不能代替药品”等警
示语。此前，中消协也发出保健品
安全消费提示：在面对保健品时，不
要相信“能治未病、预防疾病、治疗疾
病、佩戴祛病强身”等虚假宣传。

目前国内保健品市场上，以老
年人为主体的消费者被不法商家
虚假宣传忽悠、上当受骗的案例时
有发生，监管执法难一直存在。而
正因监管难，更要积极作为，不能
缺位、失语。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
规明确规定，保健食品的标签、说
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
能。有些厂商无视规定，有的打擦

边球，有的明知故犯。现在，相关
部门提出研究借鉴烟草标签管理方
式，在保健产品上标注“不具有疾病
预防、治疗功能”等警示语，在打击
虚假宣传方面，无疑提供了一个非
常好的监管思路。

加大监管力度，好钢要用在刀
刃上。目前，在行政资源有限的前
提下，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变重
审批轻监管症结，让有限的执法力
量下沉、覆盖到基层。譬如调整、简
化一些审批环节的内容或程序，集
中资源与精力抓事中事后监管，对
保健品营销活动进行密切跟踪。此
外，应大力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将假冒伪劣保健食品、非法添加以
及虚假夸大宣传的生产经营企业，
列入“黑名单”。可考虑建立联合信
用平台，对涉及侵犯老年人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单位和个人，实施信息
共享和联合惩戒，把监管落到实处，
为老人守住幸福的晚年。

整治保健品“坑老”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张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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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1月30
日，记者从大连市交警部门获悉，为满
足春节前市民集中购物停车需求，规
范各大商圈周边停车秩序，春节前，
交警部门在市区内停车需求较大、泊
位供给不足的各大商圈周边设置了临

时泊车区。临时停放区域分布在中
山、西岗、沙河口、甘井子四区，启用时
间从 1 月 31 日至 2 月 3 日，每天 10 时
至21时，免费停放时间为2小时。

据介绍，临时泊车区设有指示标
志，范围由临时泊车区起点、临时泊车

区终点交通标志确定，路面不施划停
车位标线，在商圈停车场已停满的情
况下启用。为尽量减少对道路交通的
影响，交警部门建议车主优先选择商
圈配套停车场。临时泊车区范围内存
在路口和停车场出入口时，停放车辆

应避开路口和停车场出入口范围 10
米，保证其他车辆通行的安全视距。
所有泊车区域要求车辆顺停，对于不
按标志指示范围停放、随意停放的车
辆，交警部门会通过视频监控和现场
处罚的方式依法进行处罚。

大连春节前设置临时停车区域

市民商圈购物可免费停车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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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龙电影节在阜新市成功举办，以
电影为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成为
这座昔日“煤电之城”的全新符号
和全新名片。

玉龙电影节由阜新市文联电
影家协会主办，辽宁省工商联文化
创意产业商会、阜新三丰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承办。170 多部影片参
与本届电影节的角逐，包括取得国
家电影局公映许可证的国产电影
和网络电影两部分，近 20 部作品
分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
女演员、最佳人气、最佳音乐等十
余个奖项。电影节还包括影视文
化产业论坛及招商推介会环节，企

业家与电影人共聚一堂，就在阜新
建立影视基地、孵化基地等进行深
入交流，达成多项共识。

阜新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查
海遗址因出土“世界第一玉”和

“华夏第一龙”，被国内外考古学
界誉为“玉龙故乡”。阜新以电影

《辛亥革命》的拍摄为发端，通过
《谁来陪伴我》等电影不断扩大阜
新在海内外的影响力。江西省艺
术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张
跃明说：“阜新历史文化资源十分
丰富，有许多好故事、好素材，作
为电影人有责任把优秀的地域文
化宣传推介出去。”

陈雨萌 本报记者 侯悦林

阜新举办首届玉龙电影节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辽
宁省节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
于2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对节水
部门职责分工、节水管理体制、完善节
水措施以及加强节水监督等方面进行
了明确。依据《条例》，以水为主要原
料生产纯净水、矿泉水和饮料的企业，
要求采取节水工艺和技术，回收利用
尾水；而高耗水企业未按规定使用再
生水，将受到处罚。

我省是严重缺水省份之一，全省
目前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779立方

米，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3；而依据
相关部门先后三次水资源评价成果，
全省水资源总量呈逐步减少趋势，第
二次评价与第一次评价相比，水资源
总量减少 26.9%，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减少29.4%。

在节约用水管理体制方面，《条
例》明确，我省将采取计划用水管理制
度和促进节约用水的水价调控机制，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计
划用水单位超计划、超定额用水的，对
超计划、超定额用水部分实行累进加

价，具体管理办法授权各市人民政府
制定。

我省明确，将运用水费价格等经
济调节手段，建立健全节约用水激励
机制。节水主管部门要依法公开节水
规划、计划用水重点监控单位名录、累
进加价和阶梯水价标准以及监督管理
情况等信息。

《条例》完善了节水措施，要求各
地将再生水管网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
划，以提高再生水的利用率。高耗水
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使用再生水。

城镇绿化、环境卫生、建筑施工、道路
维护等市政用水和观赏性景观、生态
湿地等环境用水，具备使用再生水、雨
水等非传统水源条件的，应当使用。
集中办公的机关、学校、宾馆饭店、住
宅小区等适宜使用再生水的，也要鼓
励使用。

强化监督力量和惩处力度，则是
厉行节水的法制保障。用水大户、供
水企业、特殊用水行业等出现的 8 种
违法行为，将受到 1万元至 50万元不
等的罚款。

明天起高耗水企业不使用再生水,罚

“《地下城》的故事让孩子们既快
乐又能学到知识，孩子们的小眼神啊，
感觉看不过来。”“故事有趣、幽默，看
得宝宝们哈哈大笑。每次看过好几天
了，我儿子还在跟我说故事里的内容，
比我口干舌燥讲半天效果好多了。”目
前，一种浸入式儿童剧在沈阳市少儿
家长圈中受到青睐，演出的12个剧目
都是零差评。

在浸入式儿童剧场里，孩子们坐
在舞台上，他们的前面、左面、后面和
脚下都是屏幕，演员站在孩子前面，4
个屏幕同时用投影播放画面，演员引
导表演，孩子们身在其中，还可以和演
员互动。从坐在孩子们后面的家长位

置看过去，孩子们就像在故事的盒子
里一样，所以这种儿童剧有个形象的
名字，叫“故事盒子”。做出这种“故事
盒子”的是两个80后妈妈。

80后的张岚兰和李佳有感于国内
原创儿童剧的缺乏，立志要为孩子们做
出最好的剧。“戏剧感染力强，对于低龄
孩子来说，是一种最优的教育载体。戏
剧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孩子的学习
始终处于一种游戏中。受益终生的学
习一定是自主性的、快乐的。”好的创意
和技术，让她们在央视二套《创业英雄
汇》栏目获得了300万元的投资，去年
底该创意又获得了辽宁女性人才创新
创业大赛初创组一等奖。

“现在的家长关注的是孩子的成
长，而孩子们最大的追求是快乐，如何
找到两者的契合点，是我们这个剧目
的出发点。”从 2016 年年底的第一个

《咕噜姆》系列开始，张岚兰和李佳一
起和专业团队致力于儿童剧的创作与
演出，为 3至 12岁处于学习成长关键
期的孩子开发出 12 个剧目。2018 年
12 月 1 日，她们成立了全国首家基于
多媒体技术的新型儿童剧场，现在每
个月都有剧目更新。《小多多的大宇
宙》把八大行星类比成孩子们最喜爱
的水果，让孩子们秒变太空专家，《地
下城》讲述寻找神秘的地下宝藏，激发
孩子们的求知欲和想象力。

说起创业两年多的经历，李佳说：
“全是挫折。不仅要有好的剧目，还要
有最前端的演出方式，什么都要从零
开始摸索。”现在，她们的团队已经由
原来3个月出一部剧，到现在1个月就
能出一部剧，而且演出也形成了可复
制的“剧场+”模式，剧目内容也将由
科普向更多的知识领域，如音乐、魔
术、古典文学等延伸。演出的成功和
受欢迎让张岚兰和李佳更加坚定了自
己的选择。今年，她们有更远大的目
标：“我们要让高铁可达范围的孩子都
能看到我们的剧，都喜欢我们的剧。”
对于这种让孩子快乐、家长零差评的
儿童剧，两个80后信心满满。

12个剧目全部零差评

两位80后妈妈为孩子们打造“故事盒子”
本报记者 曲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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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丹东市少年
儿童图书馆特别推出“品民俗迎新
春”国艺课堂。

课堂上，孩子们亲身体验了皮
影戏、欻嘎拉哈等富有浓厚地域特色
的游戏活动，充分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魅力。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摄

春节将至，大连市中山
区海军广场街道港湾社区举
办了第二届和谐邻里“拼亲”
过大年活动。

港湾社区的爱心人士组
织辖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
失独父母、优秀楼长以及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等 80 余人
团聚在一起，大家动手包饺
子、蒸馒头、炸麻花，写对联、
送福字，其乐融融。

本报记者 王 刚 摄

邻里“拼亲”
过大年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月
30日，记者从沈阳市沈北新区获悉，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沈北新区推出

“赶大集、戏冰雪、逛雪乡、看花灯、
泡温泉”五大惠民生、迎新春亮点
活动，为沈城市民和广大游客奉上
丰富多彩而独具沈北特色的新春
旅游“套餐”。

逛雪乡，在沈北冰雪世纪，游客
可尽享地铁上的北国原味雪乡，孩
子们可以在巨型城堡雪滑梯、童话
北欧冰旅馆、奇幻壮观冰瀑等体验

冰雪的魅力；戏冰雪，位于沈北新区
的沈阳怪坡国际滑雪场、沈北冰雪
世纪、仟睿达冰雪世界、七星海冰雪
世界，充分展现了北方冰雪特色；赶
大集，蒲河大集有万种商品，能让游
客找到最正宗的东北年味儿，北汤农
贸大集1月中旬已经全面对外开放，
上万种商品可满足不同品位游客的
购物需求。同时，游客还可以到沈北
道义七星公园、地铁二号线蒲田路站
的花灯会赏灯，到沈阳北汤温泉尽享
泡汤的舒适惬意。

沈阳沈北新区推出旅游“套餐”

体验皮影民俗 快乐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