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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在丹东市帽盔山党员
活动站，78岁的老党员邱景义都会准
时地来到“爱心伞站”为居民义务修
伞。坚持修伞 14 年、已让 1500 余把
坏伞重获“新生”的邱景义是居民身
边的活雷锋。

如今邱景义年事已高，越来越多
的志愿者愿意与他共同传承雷锋精
神，为民服务。

本报特约记者 宋永昆 摄

传承雷锋精神
的爱心伞站

近日，中国人民
银行征信中心已试
运行新版个人征信
报告，不久的将来，
新系统就要上线运

营，将以更细化、更全面、更精准的
采集功能，捕捉拖欠水费之类以往
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失信行为。一
旦失信者在征信报告上留下负面记
录，就可能会对信贷获批造成影响。

以更细化、更全面、更精准的采
集信息反映个人征信情况，并同个
人信贷获批、乘坐交通工具等紧密
挂钩，从而更有效地惩戒那些“言而
无信、轻诺寡信”等失信行为。虽然
近年来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步伐加
快，但一些原有的失信行为并未得
到根本遏制，新的失信行为又在不
断涌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建立
覆盖全社会、深入生活各场所的征
信系统，完善违法失信惩戒机制，才
会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版个人征
信报告，是一种相机而动的倒逼手
段，其密织网眼儿捕捉细小的失信信
息的目的，就是要让信用数据联通起
来，使隐蔽的信用违约难逃其责。与
此同时，再为信用风险控制机制和信
用管理机制配上“尖牙利齿”，便可让
失信者寸步难行，也不再心存侥幸。

从而有效解决失信这一突出的社会
性问题。

固然，精确显示“老赖”的社会
关系、消费情况、行踪动态，有着挖疮
祛病的重要作用，但如果不与守法诚
信褒奖机制同步并行，即使设计运行
得再细密、再全面、再精准、再严苛，
于社会征信体系建设而言，也只是片
面的。这是因为，抓好信用建设的关
键，不仅体现为道德他律和惩戒，更
重要的是进一步加强信用信息的管
理，确保在规范市场秩序、降低交易
成本的同时，有效增强经济社会活动
的可预期性与效率。换而言之，就是
要既建立健全失信惩戒机制，让失信
者寸步难行，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
机制，让守信者处处受益。只有如
此，各个社会主体才能做出理性的判
断，心甘情愿地以守信为最明智的选
择，以失信为最大可耻。

所以，在为健全失信惩戒机制
点赞的同时，更应该深思和完善守
法诚信褒奖机制，确保让信用变得
越来越有用。笔者认为，只有在惩
戒加力的同时，持续加大守护诚信
的力度，让诚信成为比金子还珍贵
的品质，让守信成为所有人立足社
会的必选项和所有企业生存发展的
硬通货，才能确保信用更好地为个
人生活、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服务。

惩戒失信
要与诚信褒奖齐步走
丛焕宇

本报讯 记者关艳玲报道
近日，大连市发布了《大连市养老服
务机构星级评定标准（暂行）》，将对
全市各种类型、不同经济形式和管
理体制的养老服务机构，包括各类
养老机构、敬老院和嵌入式居家养
老服务的托养机构进行星级评定。

据介绍，大连市凡依法登记和
备案，在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规范的规定下开展服务活动、
设立并运行一年以上，入住率达到
30%以上且一年内无重大责任事
故、未被政府有关部门处罚的养老

服务机构可以参加星级评定。养老
服务机构的星级分为5个级别，星
级越高，表示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
质量越高、服务设施设备更完善；星
级划分依据评分确定，满分为1000
分。得分不足500分的，为一星级；
得分500分（含）以上不到650分的，
为二星级；得分650分（含）以上不到
800分的，为三星级；得分800分（含）
以上不到900分的，为四星级；得分
900分（含）以上的，为五星级。星级
标志实行自愿申请，强制管理，有效
期为3年，到期须重新申评。

大连对养老服务机构进行星级评定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4
月 8 日，沈阳市印发《高层次人才
认定补充办法》，从即日起，对暂不
具备《沈阳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
准》所规定条件，但具有相应能力
水平的人才开展认定。

办法中提出，沈阳市将参照现
有《沈阳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
综合被评定人的岗位职责、技术成
果、专业水平、薪酬待遇、学位学历、
工作经历、业绩贡献等进行评价和
认定。凡是沈阳市用人主体引进和
培养的（包括外籍人才），年度工资

薪金达到30万元以上并在沈阳市
依法纳税，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周
岁，且暂不具备《沈阳市高层次人才
认定标准》所规定的认定条件，但在
实际工作中具备相应认定层次能力
水平的人才都可申请认定。

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沈阳市将
根据提供的个人情况、企业情况、行业
推荐情况，通过专家咨询、材料评审、
个人答辩等方式，综合考量人才的业
内水平、贡献程度等开展认定，确定其
人才层次，包括顶尖人才、杰出人才、
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和高级人才。

年薪30万元以上可申请
沈阳高层次人才认定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4 月 8
日记者获悉，为提高出租车行业的经
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沈阳市巡游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规范》（以下简称

《规范》）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规范》
对出租车驾驶员的行为举止作出了具
体要求，并将成为沈阳市对出租车经
营者和驾驶员进行服务质量考核的重
要依据。

据了解，在对出租车的管理方面，
《规范》提出，出租车车身要符合行业
管理部门的规定样式；车辆门标标识
注明出租汽车企业简称，应水平粘贴
在前车门两侧，左右对称，完整、牢固；
安装统一规范的有固定支架的顶灯；

准驾证（服务监督卡）与其支架放置于
车内仪表台右侧平视位置处，正面面
向乘客。另外，出租车还应该设置符
合相关要求的计价设备、车载终端、电
子标签等。《规范》还提出，出租车外观
必须整洁完好；车内不悬挂任何宣传
品；坐垫套“上白下蓝”、3 天换洗；行
李厢内可供乘客放置行李物品的空间
不少于行李厢的2/3等。

对于新增、更新的车辆，《规范》提
出须符合的条件还包括，由整车生产
企业制造，四门三厢的新轿车（应于车
辆办理机动车行驶证前提出出租汽车
营运申请）；车身长度不小于 4520 毫
米,车身宽度不小于1700毫米，车身高

度不小于1420毫米，轴距不小于2610
毫米；配置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每
个座位均配备安全带等。

针对驾驶员的服务规范方面，《规
范》提出，按照乘客指定路线行驶，乘
客未指定路线时，按照合理路线行驶；
不得拒载乘客、并客或无正当理由中
途将乘客移交他人运送；不得在禁止
停车路段停车待租或者载客等。在细
节方面，《规范》还特别提出：不得利用
车载对讲设施传播、接听与营运无关
的信息；载客营运中，不得有吸烟、吃
零食等行为；备足零钱；主动帮助乘客
放置行李物品；根据乘客要求升降玻
璃，使用空调、音响等。

另外，《规范》还要求，出租车企业
设置运营管理、培训教育、投诉处理、安
全技术、财务统计等机构；以承包、经营
权租赁、委托管理等方式经营的，应当
按照规定签订合同，明确承包费、租赁
费和管理费等相关费用标准及明细；
与驾驶员签订服务质量保证协议，明
确服务标准，并定期对驾驶员进行相
关法律、安全营运、规范服务培训等。

据了解，按照相关规定，市民如果
对出租车服务不满意，或者遇到司机
拒载、绕道、要高价、并客等违规行为，
甚至遭遇黑车、计价器作弊等行为，都
可以向沈阳市交通运输局举报，举报
属实还将获得奖励。

沈阳全面细化出租车行业服务规范
新增车辆每个座位须配安全带 的哥不能用对讲机闲聊

本报讯 4月3日，一位70多岁姓
赵的老人来到丹东市司法局申请复议。
老人刚来时情绪激动，声音颤抖。行政
复议应诉科的工作人员先让老人坐好，
又给老人倒了杯热水，让其慢慢说。老
人看到工作人员如此热情周到，渐渐平
复了心情。工作人员又心平气和地跟老
人沟通，老人听得也非常用心，表示不申
请复议了，也不上访了。

一把椅子、一杯热茶、一张笑脸是
丹东市司法局在接待群众来访、处理
行政复议工作中与当事人建立良好沟
通时采取的有效做法。正是这“三个

一”温情复议，先温暖当事人的心，再
解决问题，收到了良好效果。

丹东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科
长习国告诉记者，老百姓（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对各级政府的裁决，行政
机关的处罚、处理不服，到上级政府或
者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叫民告
官。申请行政复议当事人是一个特殊
的群体，有很多人是带着一股怨气和
抵触情绪去的，他们往往很不冷静。
丹东市司法局在接待申请行政复议当
事人时，转变工作作风，先搬来一把椅
子，再端上一杯热茶，用一张笑脸接待

当事人，这样的接待服务首先是让当
事人打开心扉，畅通双方沟通的渠道，
然后进一步解决问题。

前文提到的赵姓老人就是遇到了
难心事，多年得不到解决。原来老人一
家是下放户，工作、户口迁回城市，退休后
又在农村买房，十几年来一直在两个村民
组交界的荒地上种地。近期因土地被征
收，两个村民组为争补偿款导致所有权争
议，相关部门依法作出确权决定。老人以
未将其列为当事人为由表示不服，多次上
访，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确权决定。

接待人员了解情况后，给老人讲解

了土地管理法、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
等，讲解分析了村民与居民的区别，权
利、义务的不同。“这一杯水先暖了我的
心，就没有说不开的话，打不开的结。”
老人满意而归，表示不再上访了。

“家里来客人，笑脸相迎、让个座位、
倒杯茶水这是人之常理，一般人都能做
到。这看似常理、小事，但在行政机关，
接待群众来访时如果能坚持做到，并养
成习惯，就一定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
果。”习国说，开展温情复议以来，已经为
1000余名上访者解决了难心事。

孙 利 本报记者 王卢莎

一把椅子 一杯热茶 一张笑脸

丹东“三个一”温情复议暖人心解心结

带着14位健在的辽沈战役老兵对
战友的深切思念，清明节时，梁士英烈
士的孙女梁丹丹和97岁的老兵闫文立
老人来到位于锦州的解放锦州烈士陵
园，缅怀在辽沈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
71年前，那些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的
烈士，如今长眠在这苍松翠柏间。

“分别70多年了，战友们，我来看
望你们了！我们国家富强了，都是你
们的牺牲换来的，你们安息吧！”烈士
墓前，闫文立老人含泪向曾经和他一
起并肩战斗的战友们敬酒，并郑重地
给战友们敬了一个军礼。71年，那段
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老人不曾忘记。

在辽沈战役中，为了炸掉敌人的地
堡，梁士英死死顶住爆破筒，在爆炸声

中与敌人同归于尽。梁丹丹生活在烈士
家庭里，爷爷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她。
2001年，她从部队转业后，没有回老家
吉林，而是选择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工
作，她说，她想离爷爷近一些，陪伴他。

梁丹丹告诉记者，这些年，见到很多
老兵来纪念馆缅怀战友，但因为他们年
纪大了，行动很不方便，近几年来的次数
越来越少了。她想念爷爷，也想看看老
兵们，这促使她寻访这些和爷爷一起参
加过辽沈战役的老兵，问问他们有什么
愿望，并在今年清明她去祭奠烈士们的
时候，帮老兵们实现。

梁丹丹一共找到了15位老兵，这些
老兵，都已年过九旬。闫文立老人今年
97岁，是15位老兵中唯一有自主行动能

力的老人，他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起牺牲的战友们，
老人哽咽道，“为了共和国的解放，我们
牺牲的战士有千千万，我们的国旗不就
是血染的风采吗！”闫老听说梁丹丹要去
陵园祭奠自己的战友们，特别激动，坚持
要和她一起去看望战友们。

李如吉老人躺在病床上，回忆起当
年的配水池战役，仿佛就在昨天。在那
场惨烈的战斗中，他的几百名战友牺牲
了。以前身体好时，他总要去烈士陵园
看看战友们，这次他希望梁丹丹能替他
为战友们献上一束花，表达自己对战友
的思念之情。刘仁美老人让梁丹丹代
他去看看烈士们，老人流着泪说：“你们
年轻人是幸福的，我们这些老兵也是幸

福的，为国捐躯的战友们却没享受到一
天好日子，我心里难受啊！”单山林老人
让保姆翻出从前的老军装穿上，一身戎
装，他一直引以为傲，他对梁丹丹说：

“你帮我在烈士的墓前敬杯酒吧，告诉
他们现在祖国强大了，他们安息吧。”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那
些牺牲的战友在老兵们的心里一刻也
没有忘记。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忘记今
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们用年轻而宝贵
的生命换来的。梁丹丹告诉记者，这
些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工作，让她感
到欣慰的是每年都有大量群众来辽沈
战役纪念馆缅怀英烈。烈士们的热血
没有白流，71年了，现在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他们泉下有知也会安心。

梁士英烈士孙女清明寻访15位老兵
本报记者 文继红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4
月8日，沈阳鲁园文化活动室里弥漫
着浓浓的奶香味和阵阵欢笑声，30
多名农民工正在现场学习制作奶香
曲奇、蔓越莓饼干等各式西点。“想在
沈阳学做糕点，不知该去哪儿找，而
且学费也贵，鲁园农民工工会给我们
提供的学习机会特别好，我会用心
学，实现自己开西饼屋的梦想。”来自
铁岭的农民工高玉梅对记者说。

正值农民工返岗、务工旺季，
沈阳鲁园劳务市场农民工工会在
市场内开设免费培训课堂，众多培
训信息不定期地在鲁园农民工微

信群里发布和更新，工会人员在劳
务市场办事大厅，甚至全区各个街
道、社区里设立用工信息板，让有
就业需求的农民工尽快找到工作。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农民
工，近年来鲁园农民工工会将工作
重心放到创业和技能培训上，创建
餐饮娱乐、家政服务、建筑装饰、创
业中心等7个行业分会细化服务，
聘请专业人士传授创业经验，宣讲
创业政策、创业立项、创业技巧，并
在鲁园设立了农民工创业指导
站。两年不到，已直接或间接安置
农民工就业达5000余人。

鲁园农民工工会技能培训
助5000人实现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