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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近
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974批次
产品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共检出
不合格产品20批次，不合格原因均
为餐具中检出大肠杆菌。

本次抽检涉及餐饮食品，豆制
品，糕点，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饮
料五大类。其中，豆制品110批次、
糕点125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
品110批次、饮料380批次，均合格；

餐饮食品249批次，不合格20批次，
合格率为91.97%。

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餐饮
食品包含饭碗、餐杯、餐盘等，涉及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东梁镇香自溢
驴肉家常菜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城区健晟星期天火锅店、本溪市平
山区敏丁拌饭馆、丹东江城阿里郎
酒店有限公司、丹东边境经济合作
区大连湾酒店等15家餐饮单位。

我省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15家餐饮单位餐具不合格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近
日在沈阳浑南区莫子山公园建成
的沈阳首条炫彩跑道，每晚都会迎
来很多游客。夜跑已经成为越来
越多都市人喜爱的运动方式。为
了给跑步爱好者及市民提供良好
的运动休闲环境，浑南区进一步提
升莫子山公园整体品质，丰富公园
的功能，在莫子山公园核心区建设
了炫彩跑道、亮化及监控设施。

据介绍，炫彩跑道全长 2.5 公

里，宽度2米至4米，通过高分子材
料搭配陶瓷颗粒，对原有沥青路面
进行有机高密度结合，并用定制紫
光灯进行投射的方式打造而成，营
造出银河星空般的梦幻效果。同
时，浑南区还依托莫子山公园丰富
的雕塑资源，通过增设不同颜色投
光灯进行多角度照射的方式进行
亮化提升，并在跑道及雕塑区范围
内加设 58 套监控设施，保障游人
和夜跑爱好者的安全。

沈阳首条炫彩跑道受市民欢迎

本报讯 6月10日，丹东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对一家机动车检验
机构超资质许可范围出具检验检
测报告的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依法责令当事人召回超范围检
测车辆，收回检测报告，退回检验
费用。今年3月以来，丹东市大力
整治机动车检验机构经营乱象，截
至目前，已检查机动车检验机构
12 家，其中，对 6 家存在问题机构
依法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对1起

违法行为移交执法部门立案查处。
为了还百姓一个安全放心的

机动车检测市场，丹东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指导机动车检验机构依法
开展自查，并在企业自查基础上，
对全市机动车检验机构开展全覆
盖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一般问
题，现场指导整改，对违规行为依
法当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对违法
行为依法移交执法部门处理。

胡维斌 本报记者 蔡晓华

丹东整顿机动车检验机构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6月13
日，记者得到最新消息，《沈阳市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行动方案（2019—2020
年）》出台。沈阳将在全市小区、公共
机构、公共场所、村屯等范围内规范、
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建立“绿
色积分”体系，动员市民注册垃圾分类

“绿色账户”，并以兑换奖品等激励方
式，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质量；建设
数据平台实现生活垃圾全程溯源、动
态监管。

沈阳是全国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
作的46个重点城市之一，为提升生活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培养全民垃圾分类意识，提升城市文

明程度，沈阳市将在全域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据了解，沈阳市将在全市
145 个街道、911 个社区设置有害垃
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包括餐厨垃
圾）三类收集容器等垃圾分类设施。
其中，今年在10个试点小区进行餐厨
垃圾分类，设置 100 个餐厨垃圾分类
箱。党政机关、学校等公共机构，每栋
楼设置 1 个有害垃圾投放设施，每层
楼设置 1 个可回收物投放设施，其他
垃圾投放桶按照空间、人数和工作需
求设置，餐厨垃圾桶每百人设置不小
于120升的投放桶。

为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质量，
沈阳市将建立“绿色积分”体系，鼓励

动员市民注册“绿色账户”，市民可以
在911个社区设置的环保屋进行分类
扫码称重，计入“绿色积分”、兑换奖品
等。建设生活垃圾全产业链数据平
台，将生活垃圾中的可回收物、大件
垃圾、其他垃圾、居民绿色积分、生活
垃圾末端处理数据全部纳入平台，实
现统计、分析、报警、预测、评价等功
能，实现生活垃圾全程溯源，全程动
态监管。

沈阳市将根据不同类型居民小区
实际，因地制宜确定垃圾定时定点投
放的分类投放点、投放时间及分类投
放规范；在标准化菜市场、连锁企业、
商业楼宇等企事业单位展开强制分

类；对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车辆作业信
息、行驶轨迹等进行实时监控，杜绝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后混合收集运输，并
便于公众监督。

按照计划，2019 年沈阳公共机
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覆盖率达 70%；
以社区为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片区达 5%，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片区
达 45%；全市中小学和市属幼儿园全
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实现达标学
校在 60%以上。2020 年，全市公共机
构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工 作 覆 盖 率 达
100%；中小学和市属幼儿园全部达
标；全市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
达 35%。

沈阳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行动方案出台

市民参与“绿色积分”可获奖励

本报讯 6月12日，记者从清
原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获悉，该
县近日制定下发了《清原满族自治
县关于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
助问题的实施方案》和《清原满族
自治县乡村医生社会养老保险暂
行办法》，让乡村医生在岗有补助、
离岗有政策、养老有保障，真正解
除乡村医生的后顾之忧。

按 照 规 定 ，新 中 国 成 立 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在清原满族自
治县内乡村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
连续从事乡村医生工作 3 年以上

（含3年），自2017年7月1日开始，
年满 60 周岁，持有效的乡村医生
执业证明材料，对符合补助条件的

老年乡村医生，自满 60 周岁的次
月起享受生活补助。按照工作年
限每满 1 年每月 10 元的标准发放
生活补助，剩余不满 1 年的按 1 年
计算。在本县内乡村一体化管理
村卫生室内工作满1年，注册在岗
的乡村医生，满 60 周岁后可按月
领取养老金和老年乡村医生生活
补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费用由县财政和个人共同承
担。医疗、失业、工伤保险费用按
国家规定的承担比例执行。乡村
医生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自愿选择缴费档次，县财政承担
50%，个人缴纳50%。

王 丽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清原为乡村医生提供养老保障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以免
费为老年人体检为由，骗取老年人医
保卡，通过医院专业人员编造假病历，
骗取医保基金；盗用村民农合身份，虚构
村民医疗行为，采取虚假签字，将门诊
报销款据为己有……我省持续深入开
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和专项治理
取得阶段性成效，6月13日，省医疗保
障局通报了7起欺诈骗保典型案例。

这 7 起案件是抚顺康泰老年病

医院骗取医保基金案，营口市盖州西
城医院骗取医保、新农合基金案，鞍
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兴隆办事处兴
隆沟村卫生室骗取新农合基金案，葫
芦岛市建昌县素珠营子乡石灰窑子
村卫生室骗取新农合基金案，本溪市
观山悦医院骗取医保基金案，阜新市
彰武县颐康医院骗取医保、新农合基
金案，大连林华堂凝瑞药房有限公司
套取医保基金案。

以上案件采取免费体检骗取医保
卡、盗用村民农合身份、编造假病历、
冒名顶替住院、降低住院标准、不合理
用药治疗、过度检查治疗等手段，骗取
医保和新农合基金。按规定，解除以
上医疗机构医疗保险、新农合定点服
务协议，追回医保基金和新农合基金，
处以违约金和罚款，违法行为移交公
安机关立案调查处理。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入推进全

省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工作，加大
省级医保部门监督检查力度，适时组
织各地互检互查，开展飞行检查，加大
案件曝光力度，对欺诈骗保违法犯罪
行为进一步形成有效震慑。各地医保
部门要聚焦重点、强化监管、压实责
任，不怕揭丑、不护短，深入发现问题，
加大查处力度，加强部门联动，持续保
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切实维护
医保基金安全

我省通报七起欺诈骗保典型案例

每天早晨，北镇市大市镇大一村农民、76
岁的王廷柱，都要看看屋后菜园子里的这段
长城边堡城址，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一个习
惯。“我从小在这里玩到大，已经熟悉了这里
的每块砖石，从这些矗立了 500 多年的残壁
和新修建的角台中，仿佛能看到祖辈修筑长
城和抵御外寇侵略的身影。”

这里的长城遗址属于明代辽东镇长城，
始建于 1442 年，是明代朝廷为防御当时女
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对边境的侵扰而修建的
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据历史学家考证，大一
村的这段遗址是明代辽东长城边墙的一个堡
城。由于年久失修、雨水冲刷等原因破坏严
重。维修前城墙存有率只有 30%，并且都是
砖石和土堆混杂的不完整墙体。

生活在长城脚下，让大一村的村民引以
为豪，但岁月的冲刷，只能让他们在这些不完
整的残垣断壁堆砌的石块中寻找当年长城的
影子。从2014年开始，文物单位采用原有形
制、工艺和材料，对保存相对完整的东北角
台、西北角台按照历史原貌进行了修建。
2015 年，500 多年前北面城墙的完整轮廓终
于呈现在村民面前。

王廷柱告诉记者，现在，每当风和日丽的
天气里，都会有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村民也
更加爱惜长城，自觉保护长城。

本报记者 周福刚 摄

我家住在长城脚下

雪莲、静夜、露娜莲、蝉翼玉
露、吉娃娃……各种小巧玲珑的多
肉植物摆满了货架。

今年初，曾铭辞去工作，到沈阳
市沈北新区尹家街道创业。他建起
了100米长的多肉植物大棚，种植了

近10万盆各种多肉植物。曾铭告诉
记者：“尹家街道多肉植物种植已经
形成了规模，在这里聚集近百户种植
多肉植物的创业者，每户年收入少的
达十几万元，多的达二三百万元。”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6 月 12 日，葫芦岛市刚刚参加完
高考的学子胡家兴，收到了一份让他
稍感意外的礼物——一张由哈啰出行
奖励给他的免费骑行年卡。凭借这张
年卡，胡家兴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免费
骑哈啰单车。

胡家兴家住葫芦岛市新城区翠海
花园，是一名高中应届毕业生。6月6

日上午，他外出途经碧海家园公交站
附近时，发现地上倒着20多辆共享单
车。觉得此种杂乱无章的情景很不雅
观，胡家兴便上前，一辆一辆地把单车
扶起、摆正。

让胡家兴没想到的是，他的行动
被一名行人用手机录了视频，并传到
网上。视频还配发了文字：20多辆共

享单车倒地，一名男孩逐一将单车扶
起……给这个孩子点赞！在网上看到视
频的人，纷纷为胡家兴叫好、点赞。

哈啰出行得知胡家兴扶单车的事
儿后，决定给予奖励。通过多种渠
道，辗转找到胡家兴后，奖励他一张
免费骑行年卡。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对他的扶车

行为进行褒奖。更借此弘扬正能量，
倡导人们文明用车。”

胡家兴告诉记者，他是参加完高
考后，才知道自己扶单车的事被网友
录了视频，并传到网上。在感到高兴
之余，胡家兴还有些不好意思，“其实
很多人都会这么做，自己就是伸了把
手而已。”

扶车男孩胡家兴收到一份特殊礼物
张永进 本报记者 李万东

小植物做成大生意

明代辽东镇长城遗址。

长城遗址吸引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王廷柱的家就在长城边堡城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