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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高华庚报道 为
缅怀革命先烈，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近日，辽沈战役配水池
战斗遗址正式开放。

配水池战斗是辽沈战役中的
关键一战，东北野战军以“打铁的
汉”的精神气概，浴血奋战、奋勇杀
敌，经 10 小时激战，攻取配水池，
打开了通向攻克锦州的胜利道路，
为辽沈战役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
实基础。为传承红色基因，回应社
会各界和锦州市人民期待，提升锦

州市红色旅游品质内涵，今年初，
锦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启动配水池
战斗遗址修缮和保护工程。自工
程启动以来，全体建设者顶高温、
战酷暑、斗台风，克服重重困难，仅
用 3 个月时间，就将这座占地 6.7
万平方米的全新遗址展现在全市
人民面前。

据介绍，工程涵盖北门、东门、
博物馆、广场、健身步道、停车场、绿
化亮化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其中新建绿地面积3.5万平方米。

辽沈战役配水池战斗遗址开放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请A469到5号窗口办理业务……”
10 月 9 日，在大连市就业服务中
心高尔基路服务大厅，前来领取
退休证的大连市民王女士发现，
服务大厅窗口设置和服务模式实
现了升级改造，跟她上个月来办
理退休业务时有了新变化：办公
区新上了一台叫号机，取完号码
的办事群众可以坐在休息区的座
椅上等待，叫号机的电子屏幕上
各项就业、创业、培训和技能人

才等相关政策和经办流程解读滚
动发布。

据了解，大连市就业服务中心
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办理窗口于9月
9 日开始实行“一窗通办”服务模
式。为了方便办事群众，工作人员
在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办理高峰期
间，提前上岗，并且根据实际情况，
中午开放多个无休窗口，只要有群
众等待办理业务，窗口工作人员午
间就不休息，直到为最后一名办事
群众办完业务。

大连灵活就业人员办理退休
实现“一窗通办”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10
月9日，记者从沈阳市政府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2019年沈阳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将于10月15日在沈阳
开赛，来自全省 57 所职业院校的
1369名选手报名参赛，他们将进行
88个赛项的比拼。

今年是沈阳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的第五届比赛。此前的四届比
赛中，共有来自省内79所职业院校

的5019名师生参赛，为全省乃至全
国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技术技能
型人才。本届大赛设中职学生组、
中职教师组、高职学生组和高职教
师组四个级别88个项目，设立沈阳
职业技术学院、辽宁丰田金杯技师
学院等 18 个比赛点，以“互联网+
大赛”为平台，突显专家大师引领、
师生同台竞技、跨界办赛、跨市参
赛、中高职联动的特色。

全省千余选手角逐职业技能大赛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为
贯彻落实我省食品安全建设年工作
部署，今年5月至9月，省市场监管
局组织开展了全省肉类食品安全专
项治理工作。

全省以肉制品生产企业、集中
交易市场、餐饮服务单位、肉类经营
者等为重点检查领域，以经营资质、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
合格证明以及猪瘟病毒检测报告等
进货查验记录为重点检查项，进行
了全面检查。在肉类加工环节，对
企业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落实情
况进行了检查。在肉类流通环节，

对是否存在外地猪肉违规在本地经
营流通等行为进行了不落一户的拉
网式排查。在餐饮环节，重点检查
冷冻肉食品的购进渠道是否合法、
是否超过保质期等。

截至目前，全省共检查肉类食
品生产企业833家次，小作坊3584
家；检查肉类食品销售点50880家，
集中交易市场3147家，冷库470家；
检查餐饮服务单位66105家，网络
订餐平台 1550 家，客运站服务区
222家，旅游景区592家。立案查处
238件，涉案金额40.7万元，移送公
安机关违法案件2件。

我省开展肉类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重点检查肉制品生产企业、交易市场等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通过外
卖平台在餐饮店下单后，可直击加工
过程，让“舌尖上的安全”眼见为实。
记者10月9日从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获悉，截至目前，“美团”“饿了么”两
大外卖平台上已有100家餐饮企业向
消费者敞开厨房，消费者可在线全程
收看食物的制作过程。今年底前，“明
厨亮灶”的网络供餐商户将达到 300
家，后续全市将逐步实现所有入驻外

卖平台的商户全部安装上监控。
据了解，网络餐饮的“明厨亮灶”

要求入驻网上订餐平台的商户在后厨
安装摄像头，加工过程在订餐平台上
同步播放。消费者动动手指就能知道
外卖制作的食品安全情况，一旦发现
问题，如厨师加工食物时没有按规定
戴帽子或用抹布擦拭锅铲等，可截屏
作为证据举报。食品安全监管从监管
部门的一双眼，变成消费者的无数双

眼，打破网络餐饮“暗箱操作”。
针对网络餐饮平台上的黑作坊进行

打击和查处，大连市采取“以网治网”的理
念，委托第三方技术公司对几大人气网络
订餐平台的餐饮企业进行大数据监控。

通过技术化监测手段，目前已做
到自动监测、保存和识别网络订餐平
台所有目标商户的经营信息和数据

（如店名、地址、营业执照、许可证等要
素），并可智能化地与监管部门证照信

息进行自动比对，同时快速锁定辖区
内餐饮企业在网上的证照公示情况，
分析证照真假，抓取执照未公示等10
项违规类型，基本解决外卖平台经营
乱象。此外，监管数据形成汇总后，其
中监测到的违规信息将被推送至各县
区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其核查处置并
及时进行整改。据了解，目前共监测
了324067户次店铺，各项违规比率直
线下降。

直播厨房 截屏举报 大数据监控

大连将“明厨亮灶”延伸到外卖平台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招工
即招生、入企即入校、校企双师联合培
养……师傅带徒弟有了新模式。10
月9日，记者从铁岭技师学院了解到，
铁岭市首期“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班
已在该校开班，来自铁岭天信公用事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175名企业工
人率先变身学生，重进校园。

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旨在引导

企业建立技能人才工作新机制，通过在
企业推行“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
校企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的新
型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将培
养对象下沉到了生产一线。”铁岭天信
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此前企业的培训多是针对企业管
理层，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将
加大职工培训工作力度，是促进企业和

技师院校共同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加
快培养技能人才的有效路径。

据悉，“企业新型学徒制”采取“校企
双制、工学一体”培养方式，由学校和企
业采取校企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脱
产或半脱产弹性学制等培养方式。培养
对象为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
技能岗位职工和转岗职工等人员。首期
培养班包含电工、焊工、铣工三个工种，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
安全生产规范和职业素养等。培训期限
为1年至2年，学徒培训期满后，可参加
考核，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此次校企合作是铁岭开展“企业
新型学徒制”试点发展建设的里程碑，
有助于企业领先一步吸纳更多的优秀
人才，是学校与企业实现共赢的一项
重要举措和现实需要。

工人重新进校园

铁岭首期“企业新型学徒制”开班

“10 月 8 日，燕警官休息，专程从
家出来领我洗澡。和以往一样，他给
我搓完澡后，穿上浴服开始在网上为
网民答疑解惑。”

“这时，浴池边有人左脚鲜血直
流。燕警官立刻赶到现场，用手捂住对
方的伤口，告诉服务员找点卫生纸先把
血压住，然后跑出去买来纱布、创可贴、
绷带……用最快的速度把血止住了。”

这段文字的作者“富哥”，是抚顺市
望花区雷锋社区的居民张富。“燕警
官”，则是抚顺雷锋派出所的社区民警
燕力飞。常年得到燕力飞照顾，行走
不便的张富心怀感激，一有空就用文

字记录关于“燕警官”的所作所为。
在张富眼里，燕力飞就是“活雷

锋”。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觉。
走进设在雷锋社区门口的“燕警官

便民工作站”，感觉更为强烈。小屋不大，
墙上挂的锦旗一面接一面。地方不够，好
多锦旗摞在一起，铺在小桌子上。

“传承和践行雷锋精神是我的信
念和追求，服务群众是我人生最大的快
乐。”燕力飞告诉记者。2005年10月，燕
力飞到雷锋派出所工作后，经常到辖区
调解和处理一些矛盾和纠纷，用一团火一
样的热情对待群众。2017年11月担任
社区民警后，他更是用真心、诚心、耐心

和细心全心全意做群众工作。
服务群众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2018 年 3 月，抚顺市第一家便民工作
站——“燕警官便民工作站”在雷锋社
区成立。这下，燕力飞更忙了。服务
群众的范围拓展到了失物招领、证照
代办、政策咨询、防范宣传、纠纷调处、
查询救助，延伸至老百姓的房前屋
后。同时，依托信息化优势，在网上开
通同名微信、微博和小程序，不管分内
还是分外，只要群众需要，都能够在网
上受理，网上反馈，高效便捷。

西安市的岳伟莉求助查找在抚顺
失散多年的亲属，燕力飞查询底卡，打

印出 30 多个重名的户籍照片让其辨
认，为其找到了亲人；抚顺市顺城区前
甸镇村民王世清求助讨回做保姆的工
资，燕力飞登门做工作，把 2000 元工
资送到她手里；昌图县金家镇村民佟
亚丽要办居住证，燕力飞跑前跑后，办
好后第一时间给她送了过去。

“燕警官便民工作站”成立一年
多，先后为全国各地群众查找亲属13
人，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300 多件，
收到感谢信40多封、锦旗近60面。

“燕警官便民工作站24小时不下
线。”燕力飞说，“只要群众需要，我将
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干下去。”

“燕警官便民工作站”24小时不下线
本报记者 侯永锋

10 月 9 日是第 50 个世界邮政
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朝阳市分公司
开展了以“传递美好，协同发展”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结合邮政行业特点，向
市民进行宣传，同时向市民详细解答
代办业务，更好地服务百姓。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十一”长假里，在沈阳世博
园、北市场等地举办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演活动，给市民增添了

更多的快乐。
海城高跷、抚顺地秧歌、新宾

满族剪纸、辽西木偶等近百个项目

通过非遗传承人的技艺展示，让人
们对传统技艺产生了浓厚兴趣。

同时，非遗项目的集中展示

展演，也促进了我省非遗技艺更
为广泛的弘扬和传承。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非遗传人展示传统技艺

迎接第50个世界邮政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