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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秋收的基
本结束，一场硬仗需
要我们做好充分准
备，那就是防火。

秋冬两季，天干
物燥，是火灾高发时节。为严控火
患、严防火灾，有效避免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损失，现在很多地区都
在紧锣密鼓地对防火工作做出布
置。防火工作年年都要做，年年都
在做，防控的要求无论怎样严格，
都不算过分。因为只要疏忽星星
之火，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火灾无情，警钟长鸣。我们平
日总说“消防”，虽然“消”排在前
面，但大家都清楚，仅靠“消”，不能
避免意外，无法避免损失。要平
安，严控火患，关键在“防”。

打赢秋冬防火保卫战，首先要
相信科学，加强预警监测。要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火险预测、预
报，确保火险早知道；打赢秋冬防
火保卫战，要加强物资配备，强化
应急准备。要按照“扑大火、打硬
仗”的标准，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做
好设备检修，搞好灭火战斗的练习
演习，全面提高应对能力和扑火能
力；打赢秋冬防火保卫战，还要强

化灾前防范，盯牢关键环节。要组
织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做好火情信
息的收集和报送，保持政令、信息
畅通。对重点部位、重点地段、重
点区域、重点人群，更要进行全天
候、立体式监测和巡查，做到严密
防控、严阵以待、严防死守。

全力夺取秋冬防火工作的胜
利，需要切实消除火灾隐患。隐患纵
有千万条，意识不强无疑是最大的一
条。虽然上级有要求，百姓有期待，
却总有部分人存有侥幸心理，或者因
为往年平安就滋生了懈怠心理。

宁可百日防火，不可一时疏
忽。防患于未然，大家要充分认识
防火工作的严峻性、紧迫性和重要
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时时注
意安全，处处预防火灾，要求我们
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狠抓责任落
实，将防火意识真正树起来，将防
火责任真正挺起来。坚决克服麻
痹大意思想，解决防火工作中存在
的不全面、不彻底、不到位的问题。

绿林汇成海，遍地才是金。来
之不易的生态建设成果，值得我们倍
加珍惜。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增强
全民防火意识，让我们的绿色家底更
厚实。

严控火患 关键在“防”
李万东

本报讯 “作业间宽敞明亮，
操作区设置多个独立的隔间，面
食制作、蒸煮及蔬菜、鱼肉的粗加
工等被细分在不同区域，加工各
类食材的案板、刀具等都有明显
颜色区分；副食库货架上，小标
签上产品的名称、生产日期及保
质期一目 了 然 ，同 时 ，每 个 功
能 区 域 责 任 人 的 姓 名 上 墙 公
示 ……”10 月 29 日 ，记 者 从 大
连市高新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获悉，在全区 12 所开办食堂的中
小学食品安全风险等级和量化分
级均达到 A 级水平后，以此为“示
范”标准，高新园区全域餐饮企业
将逐步施行提“A”计划，全面提
高餐饮服务质量。

据介绍，今年初高新园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启动了学校食堂提

“A”计划。通过和教育部门合作、
聘请第三方公司加强合作监管等
形式，逐一深入学校与食品安全相
关的现场进行风险排查，加大了监
管的频次和指导的次数。第三方
公司在风险排查中，对提出的整改
点会跟进整改结果，并且形成文
字、图片报告，及时向市场监管部
门反馈，市场监管部门根据风险情
况，定向开展监督检查和行政指
导。经过反复评估、整改，截至目
前，全区中小学校食堂提“A”计划
成果已全部通过验收。

下一步，高新园区市场监管部
门将按学校的示范标准，对餐饮企
业安全制度、文件、环境、人员等进
行规范，实现全区餐饮服务质量的
再升级。

井惠群 本报记者 吕 丽

大连高新园区在全域餐饮业
施行提“A”计划

本报讯 记者高华庚报道
近日，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
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
四部门全面启动整治食品安全问
题联合行动，共查办食品违法案件
30件。

据了解，锦州市以“四个最严”
为原则，以“销毁一批假冒伪劣产
品、取缔一批违法违规主体、严惩
一批违法犯罪分子、曝光一批典型
案例、完善一批制度机制”为工作
目标，迅速在全市开展全面排查和
集中整治。

截至目前，在保健食品行业专

项清理整治上，锦州市共出动检查
人员2165人次，检查生产经营主体
1016户次，查处问题2起，涉及金额
20万元；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治理
上，出动执法人员1621人次，检查
食品经营者785户次，抽检食品14
件，约谈食品经营主体25户次，责
令整改 54 户次，立案查处 3 起；在
严厉打击食品生产经营环节违法
违规行为上，共查办食品违法案件
30件，其中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4件，罚款4.49万元，责令停
产停业 4 户次，案件信息公开 23
件，媒体曝光1件。

锦州开展整治食品安全行动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10
月27日，备受瞩目的义县老火车站完成
最后一次平移，准确到达设计位置。百
年老站，成功“搬家”。

义县老火车站始建于1921年，曾
是沈山铁路备用线上最大的中转站，
是义县的地标性建筑。2017年，按照
中国铁路总公司批准的锦阜高铁路扩
能改造工程义县段设计方案，老火车
站将被取消，在南约 500 米处建立新
站。一时之间，老火车站的去留问题，
牵动着数十万当地百姓的心。关于老
火车站历史浮沉的追忆、触及保护与
开发的文化思考也在网络上持续蔓
延，引发十多万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经过有关部门多番论证，为实现城
市发展与历史保护的双赢，义县委、县
政府最终决定保留老建筑，委托辽宁省
城乡建设集团、省建设科研院将老火车
站向东移70米。

老火车站主站房为单层砖混结构，
屋面为起脊木屋架，东西向长度为26.8
米，南北向宽度为 25 米，建筑面积约
450平方米。经过系统检测鉴定，省建
设科研院决定先对老火车站进行加固

处理，之后切断原基础，设置上、下轨道
结构体系，浇筑滑移段轨道梁和新址基
础，再采用实心钢棒作为辊轴，手动调
控千斤顶实现直线移位。平移于10月

16日正式开工，历时11天完成。
未来，省建设科研院还将对平移

后的广场复建和交通组织进行规划设
计。规划后的广场占地面积 5520 平

方米，道路采取以广场为岛心的大环
岛式交通组织形式，配套绿化工程、亮
化工程。建成后的广场将成为从高速
出口进入义县的一个标志性景观。

平移70米 义县百年火车站“搬家”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报道 10
月24日，家住丹东市玫瑰港湾小区
的薛大娘打电话向丹东边境管理支
队鸭绿江边境派出所户籍民警求
助，咨询新生儿落户事宜。派出所
民警马上与其预约上门服务，薛大
娘的孙子很快就上了户口。

丹东边境管理支队鸭绿江边
境派出所创新户籍便民、惠民服
务方式，为辖区群众预约上门办
理户口。居民如果有特殊情况，
不方便出门到派出所办理业务，
民警可以与其预约时间，登门为
其办理相关手续，真正使辖区群
众 在 办 理 户 籍 时“ 最 多 只 跑 一
次”,甚至可以“一次也不跑”。

经了解，薛大娘的孙子出生12
天，着急打预防针，想给孩子落户，
但是孩子妈妈坐月子行动不便，孩
子爸爸还在广东出差回不来，这让
老人家犯了难。鸭绿江边境派出
所户籍民警得知后，考虑到新生儿
母亲的实际情况，与其预约时间，
登门核实情况。经现场与新生儿
母亲核实并与新生儿父亲再三电
话确认后，当场让孩子母亲填写新
生儿民族确认书，签名、按手印，为
孩子办理了全部新生儿落户手
续。鸭绿江边境派出所把便民惠
民服务窗口开到了群众家中，上门
办理户口业务，真正做到了帮助群
众解决实际问题。

民警登门 新生儿落户足不出户
本报讯 记者刘佳 陶阳报道 供

热在即，困扰政府、百姓多年的沈阳市惠
馨大厦、水木清华等12个区域冬季供热

“温而不暖”的问题，今年有望得到彻底
解决，居住在这些区域的十余万户居民
可实现温暖过冬。

冬季供热是一项事关百姓切身利
益的重要民生工程。确保百姓温暖过
冬，是每个供热期各级政府对百姓的
郑重承诺，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
点。然而，尽管政府相关部门不断加
大力度整改，但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依
然有极少部分区域的供热总是“温而
不暖”，而由此引发的投诉也居高不
下，成为一大社会难点问题。

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确保居民温

暖过冬，今年，沈阳针对上一采暖期供热
运行情况，及早部署供热“三修”和重点
整改区域。今年全市供热“三修”总投资
6.4亿元，同比提高8个百分点。重点聚
焦上一采暖期诉求集中区域，对一些重
点供热单位，逐个进行调研，切诊把脉，
找准问题，并针对排查出的问题进行集
中整改。

惠天热电负责大面积老旧小区的供
热，供热难度较大。记者了解到，今年，该
公司已经围绕上一采暖期用户投诉较多
的区域，故障频繁发生的设施管网等开
展“三修”。特别对沈河区风雨坛街、大
东区珠林路、大东区工农路、沈河区惠工
街等地的重点老旧管网进行更新改造。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所有供热系统已经

进入热态试运行状态，并视室外温度和电
厂投气量，适时启动调峰热源及区域锅
炉房，确保用户室内暖气‘有温度’。”

据了解，为了保证供热效果，让老
百姓不挨冻，沈阳市在加强供热准备
工作的同时，还制定了《沈阳市供热管
理部门考核方案》和《沈阳市供热单位
考核方案》，对各区供热管理部门和供
热单位实行分别考核。新的考核方案
更加注重考核结果的运用。其中，对
各区供热管理部门的考核结果将作为
市政府对各区政府供热工作绩效考核
的重要依据；对供热单位的考核结果
将作为约谈、信用信息管理和行业评
比的重要依据，通过强有力的考核进
一步提升供热行业监管能力。

沈阳整治供热“温而不暖”问题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0月26日，惠天热电启动调峰
热源及区域锅炉房，用户室内
暖气有了热乎气儿；10月27日
10时，沈阳市沈北新区所属13
家供热公司全部提前供暖；10
月29日零时，沈阳祥运热力进
入24小时不间断供热模式……
随着气温的骤降，沈阳多家供
热公司依次进行错峰启炉，沈
北新区、大东区、和平区部分区
域开始提前供热。

部分地区提前供暖

本报讯 记者侯永锋报道 前不
久，在沈阳市皇姑区明廉街道天山社
区，一栋居民楼因为下水堵塞，一楼居
民关闭上水而引发邻里之间的矛盾。
在维修问题上，居民怀疑是之前改造管
道造成的堵塞，与施工队又发生冲突。
关键时刻，社区党委出面，统筹居委会、
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等力量共同化
解矛盾，将问题解决了。此外，他们还

为社区3000多户居民解决了停车难、
杂物堆放等多个难题。

天山社区百姓关心的问题能够顺
利解决，得益于成立不久的皇姑区物业
纠纷调解中心。10月29日，记者从皇
姑区人民法院获悉，着眼于纠纷调解不
力的问题，皇姑区于今年9月成立了全
省首家物业纠纷调解中心，在12个街道
建立分中心，在全区新建18个物业党支

部，由区委政法委牵头，房产局、司法
局、法院联手，对物业纠纷开展调解。

皇姑区法院有关人士介绍，成立物
业纠纷调解中心，不通过法律途径，“一
站式”解决诉讼纠纷，是“把非诉讼纠纷
机制挺在前面”的有力举措。有了物业
纠纷调解中心，经过党委领导、政府支
持、部门参与、法院指导，多元化解矛
盾；将党建工作融入各个社区的日常工

作之中，物业公司担负起重要任务，很
多邻里之间的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在减少纠纷、减少矛盾、减少诉讼的同
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多元、便捷、高
效的纠纷解决途径，让社区居民享有更
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了解，皇姑区物业纠纷调解中心
成立以来，已成功化解物业纠纷3起，解
决2个老旧小区保障性管理问题。

沈阳皇姑区在全省率先建物业纠纷调解中心

正在移动中的老建筑。
本稿图片由李黎摄

10月29日，记者在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内看到，这
里的辽宁古生物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人们在这里穿
越时空探寻和了解有关辽宁远古生物的知识。该博
物馆坐落于沈阳师范大学校园内，占地面积达1.9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共设有8个展厅、16
个展区，展出我省出土的恐龙、猛犸象、辽宁古果等动
植物化石。据了解，近期沈阳出现了博物馆旅游热，集
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各个博物馆，成为许
多市民休闲旅游、增长知识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穿越时空
探寻远古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