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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50
天时间共查处出租车交通运营违
法行为 842 件、出租车交通违法
行为29557件，沈阳市打击出租汽
车行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取得初
步成效。

为有效规范出租汽车行业交
通运营秩序，严厉打击整治出租
车行业违法行为，切实净化出租
汽车行业运营环境，沈阳市公安
局、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执法队开
展打击出租汽车行业违法行动专
项行动。从 3 月 22 日开始，市、区
两级联合执法队伍，按照日间常
态整治和夜间突击整治的模式，
以“三站一场”、大型商场、大学城

等为重点整治区域，以“巡游出租
车”、“双色高仿出租车”“克隆出
租车”等为重点整治车型，对出租
汽车行业欺行霸市、垄断经营、制
假、贩假、用假、非法营运等各类
违法犯罪行为进行 24 小时“零容
忍、全覆盖”打击。

截至 5 月 10 日，沈阳市共查
处出租汽车交通运营违法行为
842 件，其中，非法营运 263 件（双
色车非法营运 82 件）、出租汽车
违 规 运 营 569 件 、其 他 违 法 10
件。共查处出租车交通违法行为
29557 件，行政拘留 15 人，其中涉
牌违法 11 件、涉证违法 3 件、改色
违法2件。

沈阳重拳打击
出租车行业违法行为

本报讯 记者刘永安报道 5
月 19 日，盘锦全域旅游平台正式
上线。盘锦全域旅游平台整合了
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
采取线上线下、上游下游无缝对接
的形式，为广大游客提供一站式优
质服务。

自助游的兴起给盘锦旅游景
区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盘锦
旅游市场中散客比重已近 80%，
道路不熟、景区内导览模糊、景区
门票和酒店预订难以配套等问
题，给游客带来了诸多不便，也给
传统旅游服务体系带来了新的挑
战。在消费升级的时代背景下，

为满足游客需要，盘锦市推出盘锦
全域旅游平台。

盘锦全域旅游平台通过智能
化手段，整合串联景区、酒店、餐
饮、交通、特产等要素，配合盘锦全
域旅游集散体系建设，逐步覆盖游
客在盘锦的游前、游中、游后需
求。通过该平台，游客可获取各景
点攻略，提前规划出游路线，线上
订门票、订酒店；到景区后，可以帮
助游客进行语音导览、找卫生间
等。另外，通过平台，能够实现数
据对接，为旅游管理部门提供所需
的数据信息，为旅游发展规划提供
决策依据。

盘锦全域旅游平台正式上线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饭店
提供的消毒餐具是否按正规程序进行
了消毒？消毒柜是否只是让顾客看着
安心的摆设？洗碗布是否被当成了“万
能布”？随着人们对就餐质量需求的提
升，餐饮实体店餐具是否存在清洗脏、
乱、差等问题也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

“群众有所呼，党委政府有所应。”
5 月 20 日，记者从鞍山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获悉，鞍山在持续开展“明厨亮
灶”的基础上，在全省率先提出在餐饮

行业积极推广“明消餐具”行动，让餐
具消毒从“台下”亮相“台上”，加强公
众监督，确保食品入口进一步安全。

“明消餐具”具体是指餐饮单位要
将餐具（碗、碟、杯、筷）的消毒过程展
示给即将就餐的消费者，即餐饮服务
单位在消费者就餐前，由服务人员利
用蒸汽锅、煮水锅、电磁炉、消毒柜

（箱）等厨具，将餐桌上的餐具整体进
行消毒，再分发给消费者使用，防止因
餐具交叉感染造成病从口入，从而保

障餐饮安全。
为深入推进此项工作，鞍山还出

台了有关餐饮服务单位“明消餐具”
工作实施方案，从指导思想、工作原
则、工作目标、推进方式、推进要求等
方面进行了明确。此项工作，作为鞍
山落实“食品安全建设年”工作要求，
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全流程监管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保障了消
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据介绍，截至目前，鞍山全市有

十余家大型餐饮服务单位率先实现
了“明消餐具”，通过“明厨亮灶”和

“明消餐具”两大工作的推进，消费者
不仅可直观地看到后厨环境和食品
制作流程，还能实时查看所用餐具
是否进行了消毒。下一步，鞍山将
在全市范围内积极推广此项工作，
力争到 2019 年底，在全市 100 家以
上餐饮服务单位真正实现“明消餐
具”，进而带动全市餐饮行业餐饮安
全有序健康发展。

将餐具消毒过程明明白白展示给消费者

鞍山在全省率先推广“明消餐具”

5月19日，2019年大连市科技
活动周在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启动。
科技周与以“数字春天”为主题的校
园文化艺术节交相辉映，让观众在
参观游览、互动体验、数字艺术科普
介绍、虚拟互动类科技产品演示等
活动中感受科技魅力。启动仪式
上，又有8个科普基地挂牌成立，至
此，大连市已有各类科普基地 100

个，其中国家级17个、省级57个，数
量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活动周期间，大连市将有60多
个科普基地推出“拿手好戏”，各科
研机构和大学重点实验室开放科研
实验设施，讲解相关科技知识，让公
众走进科学殿堂，近距离接触科研
活动，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

本报记者 杨丽娟 摄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5 月 20
日 ，记者在沈阳市社会组织助力脱
贫攻坚动员大会上了解到，今年，
沈 阳 市 两 家 社 会 服 务 机 构 将 在 康
平县的 10 个贫困村建设乡村儿童

“ 益 ”站 ，对 乡 村 孩 子 进 行 托 管 服
务、辅导孩子们完成作业，并定期
开展课外拓展活动。

为 破 解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想 做
事，但缺少项目、没有抓手的难题，

以及社会组织想开展活动，却不了
解基层需求的现实，沈阳市民政部
门搭建平台，助力社会组织与贫困
村进行精准对接。

当日，沈阳市普助帮困服务中
心、沈阳市无相爱心助困服务中心
两家社会服务机构与康平县 10 个行
政村正式签约。今年，这两家社会
服务机构将在康平县建设 10 个乡村
儿童“益”站，并提供近百万元的服

务。“益”站建成后，这两家社会服务
机构不仅派人对村里的孩子进行课
后托管服务，辅导孩子完成作业，督
促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还将
定期开展以“圆梦行动”为主题的活
动，围绕“上学梦”“知识梦”“科技
梦”“音乐梦”“体育梦”“读书梦”等
一系列板块开展课外拓展活动，开
阔孩子们的眼界，挖掘潜质，助力孩
子们健康成长。

此外，沈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协会等 5 家行业协会还将在康平
县张强镇东一棵树村、二牛所口镇刘
家窝堡村、方家屯镇王家窝堡村、北
四家子乡高家街村、北四家子乡程家
窝堡村各建 3栋占地 1亩的标准扶贫
大棚。这些大棚作为村里的产业扶
贫设施，建成之后带来的全部收入将
用于村民的养老、助残、助贫、助学等
公益服务。

沈阳把10个儿童“益”站送到贫困村

义县社火距今已有 300 年
的历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义县宜州小学把义
县社火锣鼓引进校园，让这名
副其实的民间乡土文化成为校
本课程。

锣鼓声声，非遗薪火相传，不
仅丰富了孩子们的精神世界，更进
一步焕发了传统文化的新魅力。
据了解，宜州小学共有20个班级，
每班每周都有锣鼓课，971名学生
人人都是小鼓手，传统文化以一种
新的方式走进了校园。

本报特约记者 李铁成 摄

义县社火锣鼓
进校园

科技周来到我们身边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每年 5 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全国
助残日。5 月 17 日，铁岭市昌图
县特殊教育学校举办了主题为

“自强脱贫，助残共享”的系列活
动。活动中，学校 109 名残疾学
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关爱。昌图
县教育基金会向学校捐款 10 万
元，辽宁省知名书画家捐赠字画
十余幅，与会企业家和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向学校捐赠了药品和生
活用品。

近年来，昌图县各项残疾人事
业获得了长足发展，随着“特爱工

程”的深入开展，县委、县政府、县
教育局加大了对特殊教育学校的
建设步伐。关爱残疾学生是全县
助残工作的重点，县教育局开展的

“一角钱工程”，20 多年来已为残
疾学生累计捐款逾百万元，今年全
县 7 万名中小学生再次为特教残
疾学生捐款10万元。

昌图县特殊教育学校作为全
县特教学校的代表，认真实施特殊
教育提升计划，在招收轻中度残疾
学生进入校门的同时，对无法走进
学校读书的重度残疾孩子，展开了
送教上门等服务活动。

昌图百余名残疾学生获关爱

“我女儿既是晚会的策划还参与
表演节目，彩排和抠细节的时候，她天
天在现场，我就一直陪着她！”朝阳市
双塔区燕北街道的林慧明说起女儿，
语气很是欣慰。

林慧明的女儿菅林肢体残疾一级，
现任朝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残疾
人专题节目《同一片蓝天》的主持人，被
人们称为轮椅上的“阳光主播”，曾先后
获得“朝阳市自强模范”“优秀奥运志愿
者”“三八红旗手”和“感动朝阳十大人
物”等荣誉称号。

“我能有今天，离不开妈妈！”1993
年，13岁的菅林被诊断患有类风湿。为
治好女儿的病，刚过40岁的林慧明从工

作岗位上提前退休，和丈夫背着女儿先
后去沈阳、北京、广州等地治病。可类
风湿没有治愈的特效药，由于病情发
展，菅林从此开始了在轮椅上生活。

林慧明告诉女儿，身体的残疾并不
可怕，可怕的是内心放弃了所有的希望
和梦想。她从拮据的生活费里节省积
攒，为女儿买电脑，带女儿学习计算机等
课程。一次，她推着女儿去学习的路上，
轮椅前的小车轮被一个小坑卡住，女儿
从车上颠到了地上，看到女儿坐在地上
的模样儿，林慧明哭了。那是她第一次
在女儿面前流泪。

2004年，菅林在北京奥运会官方
网站上看到招募志愿者的新闻，那一

刻起，她便萌生了一个梦想——希望
自己可以成为残奥会的宣传者。

得知女儿的愿望后，2008年3月21
日，林慧明毅然带着女儿踏上了北京圆
梦之旅。在半年的时间里，林慧明每天
不辞辛苦地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女儿到不
同的地方，一次次努力、一次次失望、再
一次次努力……女儿成为北京奥运会和
残奥会期间城市志愿者并在残奥会开幕
式上代表志愿者发言。

“在不到10分钟的发言里，我不知
道自己说了几次‘我站在这里’，也许
在那一刻，我脱口而出的这几个字是
我内心最真实的表达，从那时起我对
自己坐在轮椅上的未来生活有了认同

和自信。”菅林说，这是一个几乎不可
能实现的愿望，在母亲排除万难的努
力下实现了。

2010 年 6 月 26 日，由朝阳市残联
与朝阳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残疾人
专题节目《同一片蓝天》正式开播。菅
林坐着轮椅“走”上了主播台，自己负
责采、编、播所有流程。

“我妈妈是我的专职摄影师、大秘
书和保安。”菅林由衷地说。

这些年，无论是酷暑寒冬还是暴
雨狂风，林慧明都坚持接送菅林到电
台，陪她一起去采访。26 年来，林慧
明就这样陪伴着女儿，用爱陪伴和帮
助女儿实现自己的梦想。

林慧明用爱陪伴轮椅上的女儿“站”起来
本报记者 曲 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