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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这个包装盒算什么垃
圾？”“如果是塑料或是纸制的盒子，
那就是可回收垃圾。”孩子们认真地
按照类别将垃圾扔进垃圾箱里，遇到
自己不会判断的，就立即请教老师。

为加强和培养小学生垃圾分类
的意识，8月21日，沈阳市和平一小
学长白岛二分校开展了“我帮垃圾来
找家，美化环境你我他”小学生暑假
垃圾分类主题社会实践活动旨在让
学生学会垃圾分类，了解环保问题，
从而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同学
们纷纷表示，不仅要养成垃圾分类的
好习惯，还要将学到的知识告诉给身
边的亲友。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我帮垃圾
来找家”

本报讯 8月21日，在鞍山宁
远农产品批发市场，市民张海对着
一捆小白菜包装上的二维码一扫，
经销者的个人信息、所经销蔬菜产
地、检测结果便呈现在了手机上。

“不仅有检测结果，连销售者的个
人信息都详细在案，这菜吃得放
心。”张海笑着说道。

作为承担着鞍山市区 85%以
上蔬菜供应量的宁远农产品批发
市场，是鞍山百姓名副其实的“菜
篮子”。为从源头提升百姓菜篮子
的安全性，今年年初开始，在鞍山
市市场监管局监督指导下，宁远农
产品批发市场经过考察、设计，最
终在市场内建立起蔬菜溯源系统。

这套溯源系统的数据终端平
台在市场的检测中心，市场内 280
家业户一户一码，每天进场的蔬
菜，由业户提交，检测中心检测后，
检测数据会被第一时间记录到溯
源系统上。这样无论是经营业户

还是来市场的消费者，只要扫一扫
业户的二维码，便可查询到业户所
销蔬菜的详细数据。目前，可查到
经营业户位置、个人信息、蔬菜产
地、检测项目、检测结果等信息。

据介绍，这套蔬菜溯源系统全
省领先，效果非常明显。5月7日，
农业农村部委托某检验测试中心
对省内几个城市的食用农产品随
机抽检，其中蔬菜流通环节在宁远
农产品批发市场随机抽检，共抽检
蔬菜 25 个批次。结果显示，鞍山
的蔬菜合格率 100%，这个成绩也
位列全国抽检城市第一名。

目前，鞍山正在推进市场监管
局内部大屏幕与宁远农产品批发
市场溯源系统实现联网，很快将实
现数据随时更新随时上传，进一步
加强监督管理，并总结蔬菜溯源系
统经验，力争在全市农贸市场、商
超等流通领域全面推广。

杨 峰 本报记者 刘家伟

鞍山建立蔬菜溯源系统
保障百姓舌尖安全

本报讯 记者刘永安报道
连日来，由中国邮政发行的《盘锦
红海滩》普通邮资明信片受到游客
和盘锦市民的欢迎。他们争相把
明信片寄给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
欣赏到盘锦的湿地风光。

《盘锦红海滩》普通邮资明信
片 8 月 16 日正式发行，由著名邮
票设计师王虎鸣设计。明信片采
取照片加电脑绘制的方法，呈现
出深秋时节红海滩滩涂上迷人的
壮观场景，美不胜收。

红海 滩 是 盘 锦 广 阔 湿 地 上
的一道独特风景，接连成片的翅
碱蓬宛若一块巨大的红地毯，铺
设在天地间。“天下奇观”红海滩

已经吸引无数国内外旅游爱好
者到盘锦观光旅游。“盘锦红海
滩”这一题材，受到了中国邮政
的高度关注。在发行《盘锦红海
滩》普通明信片之前，中国邮政
还先后发行了《盘锦湿地》邮资
封专用邮资图和《美丽中国·盘
锦红海滩》邮票。

旅游与邮政的创新合作，为盘
锦旅游文化产业的宣传推介创造
了更多的机遇，搭建了一个更大的
平台。《盘锦红海滩》普通邮资明信
片的发行，将更有利于红海滩这张
盘锦专属城市名片的流传，进一步
彰显盘锦地域文化特色，促进盘锦
旅游产业发展。

《盘锦红海滩》
普通邮资明信片发行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8
月 15 日 14 时，法库 县 人 民 法 院
对 林某与郭某股权转让协议纠
纷一案当庭作出宣判，并对被告
郭某提交伪造股东名册的行为作
出罚款决定。对当事人伪造证
据行为进行处罚在沈阳法院系
统尚属首例。

据介绍，案件审理过程中，
郭 某 向 法 院 提 交 一 份 股 东 名
册。该股东名册显示，2015 年 6
月 5 日林某已经成为公司股东，
以此来证明在该股权转让纠纷中
作为股权出让方，郭某已经履行
了出让股权，让林某成为股东的
义务。在庭审质证环节，林某当
庭对该份股东名册提出质疑，且

申请法院对该份股东名册的公
司印章真伪及形成时间作出司
法鉴定。2019 年 6 月 23 日，郭某
向法院出具说明书，称该股东名
册确系 2019 年 6 月制作，落款时
间系笔误。

法院认为，郭某虚构林某已成
为公司股东的事实，其行为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相
关情形，妨碍了民事诉讼的正常秩
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
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对郭
某作出罚款5万元的决定。

沈阳法院
首次对伪造证据行为进行处罚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8月21
日，大连市正式启动我省首个“医药信
息共享监管系统及智慧药房建设”项
目，打造专业药事服务平台。通过开
展智慧药房建设，探索电子处方院外
流转、移动诊疗等服务承接模式，满
足市民就近就医、购药和结算同步一
体化需求及到逐步实现“足不出户”
享受医药服务，最大程度缓解看病
难、看病贵。

项目启动后，患者在医院就诊，可
凭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自主选择就近
的药店取药，省去以往在医院兑付药
品耗时排队之累。签约药房药品价
格、品类、质量均与医院一致，医生在

开方和审方时都有电子印章，药师也
经电子注册，实现处方可追溯，患者可
完全放心地接受医疗服务。同时医院
整体诊疗效率也将得到提高，不再人
满为患。目前大连市首批10家三甲医
院，30 余家企业和药店已接入平台。
医院的HIS系统接入及药品流出目录
入库已完成并实现处方成功流转，符
合条件的企业或药店加入智慧药房建
设，复诊和续方APP也已成功上线。

据介绍，大连市“医药信息共享
监管系统及智慧药房建设”项目是
基于医药、医保、医疗“三医联动”的
政府智慧监管工程和民生工程，并
已初步形成大连模式，创新了医药

服务和管理模式，汇聚医院、医保、
药企药房信息资源，实现各级医疗
机构（医生处方）信息、医保结算信
息和药品进销存信息的互联互通、
实时共享。此举普惠广大市民、医
疗机构及医药监管部门。

医药信息共享及监管系统建设，
实现了卫生健康、市场、医保等政府监
管部门对全市药品流通环节的全部信
息进行追溯，对医生处方合理性及真
实性、药店售药进销存、医保付费控费
执行等行为进行监管。此外，药方以
合法的途径流转到药店，降低了医院
管理成本及运营成本和人员压力。预
计到 2020 年底全市日均处方流出大

约6000个，占院方处方1/3，节省院方
人力和管理成本1/3。

据悉，目前项目正在建设社区医院、
门诊和服务中心接入处方流转平台工
程，目的为三甲医院开展分级移动诊
疗、慢病续方及咨询、家庭签约医生等
百姓健康服务提供基础保障和支撑。
同时，基层卫生机构接入平台，使处方
量又将有新提升，健康医疗服务“最后
一公里”问题从技术上得以实现。待
医药信息共享系统全部建成后，可通
过移动诊疗等远程开方和医保结算系
统，实现双向转诊、远程会诊乃至互联
网医院、送药上门等，最终实现市民

“足不出户”享受全程医药服务。

大连打造我省首个专业药事服务平台

患者可医院就诊药店取药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车头
前脸喷绘工会会标，两侧喷绘“沈阳工会
服务保障大篷车”字样，8月20日，由沈
阳市总工会运营的三辆大篷车亮相沈
城。从当日起，大篷车每天都会开进企
业、工地、社区、机关、学校、工业园区，深
入基层一线，零距离服务职工和企业。

据沈阳市总工会调查，流动性求职
人员第一时间获取就业信息率只占
5%，能熟练使用网络获取就业和相关信

息的只占8%，流动求职人员中无技能
人员占到90%以上。为更好履行竭诚
服务职工职能，沈阳市总工会于 2018
年下半年订购了三辆大篷车，均配备了
便携式智能数字放映设备、扩音通话设
备、无线话筒以及医疗急救箱、除颤仪、
裸眼3D电视等，三辆车将分别提供宣
传文化、技能提升和服务保障服务。

宣传文化大篷车上主要搭载了文
化宣传和文艺演出等舞台设备，深入

企业、工地、社区、机关、学校，向职工
群众零距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
党的创新理论。通过宣传真正发挥

“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讴歌新时代、传
播正能量”的重要作用，成为弘扬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流动阵地
和职工展示艺术才华的“大舞台”。

技能提升大篷车主要搭载电工、焊
工、计算机、烹饪、缝纫等五项实用培训
设备，通过组合式、模块化、多功能运用，

解决企业培训不专业、提升职工理论实
操能力不强等问题，成为促进职工学技
术、练技能，培养工匠人才的“大学校”。

服务保障大篷车，搭载老人护理、育
婴师、调酒师、面点师培训，心理咨询辅
导等设备设施，深入企业、工地、家庭等，
为农民工、困难职工、困难家庭等特殊群
体，开展经常性流动式送政策法规、创业
就业信息、就业基础技能培训等内容，
成为助力职工创业就业的“孵化器”。

沈阳市总工会开出服务职工大篷车

年近六旬的刘凯是本溪十大藏书
家之一，他不仅嗜书如命，从读书中找
到了人生的价值，更因为知识渊博，术
业有专攻，而成为本溪市首屈一指的
灯谜专家。40年来，他一心扑在灯谜
研究传承推广上，目前正在编写本溪
市第一部灯谜史话。

刘凯告诉记者，喜欢灯谜，是受
到了家风影响。刘凯小的时候，母
亲就鼓励他读书识字，等到中学毕
业后，刘凯便养成了逛书店、去图书
馆借书的习惯。后来参加工作后，
有了收入，他便不再满足于借阅，而
是经常花钱买书，如今家里有藏书

5000多册。
上世纪80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机

会，刘凯走进文化宫，立刻被屋子里挂
着的数百条灯谜所吸引。虽然当时对
灯谜一窍不通，但还是对其中一条“当
面讨还吴承恩大作”的谜面产生了兴
趣，该谜面的谜底要求打七言唐诗一
句，刘凯绞尽脑汁地研究起来。突然
灵光一现，刘凯想到吴承恩是写《西
游记》的作者，那谜底一定是“问君西
游何时还”。他笃定自己猜对了这条
灯谜，就跑去问主擂的田德英老师，
不仅得到田老师的肯定，还获得了一
份奖品。这次不期而遇的惊喜，让刘

凯一下子喜欢上了猜灯谜，他觉得灯
谜不但有趣，还能增长知识，值得花心
思去研究。

在此之后，刘凯读书开始有了专攻
的方向。然而，灯谜的内容五花八门，
包罗万象，知识庞杂，必须要博览群书，
为此刘凯便不再局限于为爱好兴趣而
读书买书，而是广泛涉猎各种知识。
譬如灯谜中涉及一些中医名词，外行人
挖空心思也恐难猜出来，只能靠阅读中
医书籍，才可能弄懂弄通。所以，刘凯读
书买书有了很大的广度和深度。除了医
学书，电工、商业、物理等各种专业性极
强的书籍，刘凯也买来研读。

走上了灯谜之路，刘凯的读书热
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2012年，刘
凯被本溪市谜联协会推选为副会长、
秘书长，从此他在灯谜领域有了更广
阔的施展空间。这些年来，刘凯无怨
无悔地为本溪市灯谜爱好者服务，经
常组织谜联协会深入学校、社区、军
营和企事业单位，普及灯谜知识，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

谈到未来灯谜事业的发展，刘凯
说：“我正在编写一部《本溪灯谜史
话》，想通过这本书，对本溪40年灯谜
发展史做个盘点，对本溪灯谜爱好者
及地方文化有一个交代。”

刘凯编写本溪第一部灯谜史话
本报记者 丛焕宇

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8
月20日，大连海关出动警力25人，
在大连、沈阳等地同时开展打击

“洋垃圾”走私专项行动，现场查
扣进口“洋垃圾”28.08 吨，抓获犯
罪嫌疑人 3 人，打掉 1 个走私进口
废旧电子类固体废物犯罪团伙。

犯罪嫌疑人赵某、乔某等人共
谋，将废电池、旧机电产品等国家
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伪报品名后
由香港经大连转关入境。经查证，
该团伙共走私进境电脑主机、废旧

电 池 等 电 子 类 固 体 废 物 290 余
吨。大连海关凌晨集结，清晨出
击，现场查扣进口“洋垃圾”28.08
吨。废旧电子产品、电子废物含有
大量对环境有害的元素，一旦直接
接触，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也会
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为打击“洋垃圾”走私，大连海
关今年连续开展两轮专项行动，侦
办“洋垃圾”走私案件 19 起，查证
涉案禁止进境固体废物 4800 余
吨，退运3149.32吨。

大连海关
现场查扣28吨“洋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