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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
长和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相对滞
后，停车难、停车乱问题越发凸
显。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本溪市
政府在11月11日举行的解决城区
停车难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将启动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设
施错时共享，向社会开放。

本溪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负
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将重
点下好六盘棋：一是在今年3个城
区规范施划5000个停车泊位的基
础上，明年采取各种措施补充 1.5
万个停车泊位，同时，在今年试点
小区的基础上全面推广，按共建共
享共治的原则，使小区内停车有序

化；二是在路内试点收费基础上，
继续推进更多的公共停车资源收
费规模 ，同 时 加 大 公 共 停 车 场

（库）立体停车场的建设力度，使
重点区域停车难问题得到有效缓
解；三是启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内部停车设施错时共享，同时
向社会开放；四是有序推进停车
设施建设，优化停车供给结构，同
时盘活现有停车资源，使停车资
源最大化；五是科学规范停车场
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六是继续开
展全市中心城区道路违规停车集
中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大整治力
度，严厉打击主城区重点区域车辆
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引导车辆有
序停入停车场。

本溪将错时开放
党政机关内部停车设施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不能让农民工兄弟流汗还流泪，
要千方百计保障农民工把工资拿到
手，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和家人团
圆。”记者从大连市人社局获悉，为
帮助农民工拿钱回家过年，大连市
已经提早启动整治欠薪冬季攻坚行
动，该行动将一直持续至明年春节
前。在此期间，对非常时期顶风恶
意欠薪行为，将采取非常手段，雷霆
出击，重拳整治。从年初至今，人
社、公安联合开展打击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犯罪，强力震慑欠薪违法行

为，大连全市人社部门移送涉嫌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线索 8
件，公安部门立案侦查5件。

年初以来，大连市立足“五个转
变”转换新旧动能，积极筑牢“三道防
线”，坚守“月动态为零”工作目标，全
力根治欠薪。为落实国务院“两个清
零”要求，当前，全市正在开展两项工
作：一是地毯式排查，重点排查14项
长效工作机制落实情况和工资发放
情况，发现一起，处置一起；二是派出
工作组，帮助区县强化工作力量，共
同推进陈年积案化解。

大连启动整治欠薪攻坚行动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大坑腌渍蔬菜存在亚硝酸盐、防腐
剂超标，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11 月 11 日，记者从铁岭市政
府了解到，今冬，铁岭将开展整治
大坑腌渍蔬菜行动。

行动要求各地各部门以乡镇
为单位,要逐村排查整治大坑腌渍

蔬菜行为；要畅通举报渠道，充分
发挥食品安全协管员、驻村“第一
书记”的作用；要建立举报受理快
速反应机制，对群众举报及时受
理、及时处理。

各地要坚决落实县乡政府主
体责任，相关部门要通力合作、齐
抓共管，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铁岭排查整治大坑腌渍蔬菜行为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11 月 10 日，记者在丹东市中心医
院门诊大厅看到，挂号窗口前几
名患者正在挂号。急诊科里，不
见人满为患的场面。二楼和三楼
内分泌科、呼吸内科、耳鼻喉科等
科室，一改往常节假日的冷清，各
诊室都在正常开诊，患者就诊有
序。这是该院推行无假日医院试
点工作带来的变化。

记者了解到，去年12月，丹东
市中心医院开展无假日医院试运
行工作，深受市民欢迎。今年节假
日期间，综合院区在原来9个急诊
科室的基础上，门诊平诊科室增加

了23个，核磁、超声、检验、神经电
生理、胃镜等辅助科室不仅正常开
展门诊检查工作，还采用双套人员
值班，住院患者也可正常预约检
查。同时，患者可以正常办理住院
结算、病历复印、医保转诊等事务。

11 月 30 日，无假日医院工作
将在该院 3 个院区全面铺开。医
院还上线了自助打片机、自助挂
号缴费机，下一步还将上线住院患
者移动缴费业务，以期通过优化就
医流程，提升服务质量，解决百姓
看病挂号候诊时间长、取药检查时
间长、缴费结算时间长、诊疗时间
短的难题。

丹东中心医院
推行无假日医院试点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1 月
13日，记者从沈阳市城乡建设局了解
到，从今年开始至2025年，沈阳市将实
施 53 项工程，依托浑河、蒲河两大流
域，形成“一南一西”两大污水处理中
心框架，城市污水收集处理问题将得
到解决。其中，沈阳市将新建、改造污
水管线85公里，打通断头、瓶颈节点工
程，打通沈河区东部地区、和平区长白
地区、沈北新区等断头管网19处。

根据城市发展的预测，至 2025
年，沈阳市中心城区面积将达到 660
平方公里，人口约640万人，污水总量

将达到340万吨/日。目前，沈阳市中心
城区87%汇水区域的14座污水处理厂
已满负荷运行。为补齐短板，沈阳市通
过构建布局合理、安全高效的污水设施
及管网系统，全面提升城市污水设施承
载力。按照计划，至2025年，沈阳市将
形成29座万吨以上污水处理厂，污水
处理总规模达到 409万吨/日；雨季混
合水处理能力得到增强，老城区合流
制地区溢流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实现
城市污水全处理；在中部8座污水厂实
现应急检修调配的基础上，外围8座污
水厂形成3组应急检修调配通道，污水

处理厂能够按标准实现正常检修和处
理应急事故的及时调配，使污水应急
调配能力得以全面提升。

在市民关心的具体污水管网建
设方面，沈阳市将新建改造管线85公
里，打通断头、瓶颈节点工程，打通沈
河区东部地区，和平区长白地区、满
融领事馆路，沈北新区太平洋工业
园，浑南区新南站地区等断头管网19
处，长约 12.3 公里；打通大东区合作
街、东建路、工农路、小河沿路，皇姑
区黄山路，沈北新区蒲北路过河段等
瓶颈节点 6处，长度约 6公里。同时，

补齐管网不完善和空白区域管线短
板，实施辽沈二街、平罗造化、白塔堡
河沿线地区管网建设，长为 6.9公里；
实施范家坟村、细河、北沙河沿线等截
污管网建设，长为60.2公里。

据了解，沈阳市还将新建、扩建污水
处理厂13座。其中，2020年，沈阳市将实
施新建、扩建7座污水处理厂工程，包括
建设南部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扩建北
污二期工程、扩建永安二期工程、扩建
朱尔二期工程、扩建道义四期工程、新
建红菱污水厂工程、扩建新民屯污水处
理厂工程。

沈阳53项工程治理城市污水
新建改造85公里污水管网 新建扩建13座污水处理厂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明年
1月1日起，我省安装ETC设备的货车可
实现不停车快捷通行。11月12日，记者
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这一消息。

据介绍，截至 11 月 11 日，全国
ETC 客户总量达到 1.63亿，高速公路
客车 ETC 使用率达到 65%，其中，我
省和江苏等省已经超过了80%。高速
公路通行效率不断提高。

公路货运承担着全社会近80%的
营业性货运量和 50%的货物周转量，

高速公路是公路货运的主渠道。货车
加装ETC车载装置，可同小型客车一
样，实现不停车快捷通行。

明年起全国货车缴费方式和标准
将进行切换，货车通行计重计费的模
式将成为历史，未来货车通行将按照
车型计费。货车 ETC 记账卡在发行
时，已经将车型、车牌号、车架号等车
辆基础信息写入了 ETC 车载设备及
ETC记账卡中，实现了车辆与车载设
备的唯一对应。当货车通行高速公路

时，其车轴数由入口不停车称重检测
系统自动识别，并通过ETC车道写入
ETC车载装置，以此作为车型分类和
收费的依据，最后由自动识别设备自
动计费记账。

据介绍，今年年底前，安装ETC套
装的货车用户可以享受通行费九五折
优惠，并以非现金支付方式缴纳通行
费，但需行驶人工收费车道。2020年1
月 1日起，安装 ETC 设备的货车可通
行ETC车道，实现不停车快捷通行，并

享受不少于5%的通行费优惠政策。而
未安装ETC车载装置的货车，不再享
受通行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为方便公众办理 ETC，目前，我
省在全省293个收费站、141个服务区
开通了一站式办理服务，力求满足公
众安全、便捷、经济的出行需求。同
时，还将在辽宁高速通 APP上针对货
车 ETC 推出优惠加油、高速救援、金
融保险等一系列汽车后市场服务，满
足用户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安装ETC 明年起货车也可实现不停车通行了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有
了这个平台，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太
方便了。”11 月 13 日，在外地的王先
生通过手机微信顺利提取公积金后
在大连公积金微信服务号上留言。
上线仅两周，这个服务号的关注人数
已达 10万人，办理业务 1万笔。大连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构建方
便快捷、优质高效的“9+1”智慧化服
务体系，打造“智慧公积金”服务品
牌，让群众倍感便利。

据悉，“9+1”服务体系的“9”是指
高标准建设的 9 个线上服务渠道，即
信息齐全的官方网站、方便快捷的网

上办事大厅、操作简便的自助终端、及
时响应的服务热线、定向提醒的服务
短信、亲民互动的官方微博、内容丰富
的微信订阅号、功能多元的手机 APP
以及在今年 10 月底推出的可实现个
人业务办理的微信服务号。“1”是指1
个窗口服务渠道以及线下业务一窗受
理、一站办结，“最多跑一次”的服务标
准。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力争
通过“9+1”服务体系，提供多渠道、多
角度的智慧化、个性化服务，达到使群
众“10分”满意的服务目标。

截至11月8日，大连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线上各服务渠道注册人数达

62万人，占全市缴存职工总数的30%；
12329 服务热线累计接听电话 384 万
个，短信平台累计推送信息272万条；
微信订阅号推送政策、信息近500条，
单条信息点击量最高超过3.8万人次；
微博关注人数 1.5 万人，发布信息近
2500 条；手机 APP 下载量达 57 万人
次；微信服务号上线两周关注人数达
10万人，办理业务1万笔；微信及APP
提供查询服务360万次；网站访问量达
532万人次；网厅实现归集业务网上办
理100%，缴存单位网上办公签约率为
96%，缴存业务离柜率为91%。

本着“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的原则，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率先在全国行业中心内实现系统全程
自动审核，做到“即时申请、即时审核、
即时转移、即时办结”，全市 95%的住
房公积金业务实现“最多跑一次”；对
数据进行整合和关联性、智慧化应用，
群众办事环节减少 30%以上，手续压
缩 80%以上，群众办事等候不超过 15
分钟；查询、贷款申请、还款、提取等
37项高频业务可通过微信办理，业务
种类覆盖率超过 50%；推进银行端数
据交互平台建设，群众可在建设银行
151个银行网点、486个自助设备就近
办理公积金业务。

大连公积金业务线上线下都能办
在全国率先实现系统全程自动审核

11月13日，在沈阳鲁园劳动力
市场记者看到，寒冷的天气挡不住人
们求职的热情。由沈阳市和平区人
社局举办的以外来务工人员、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困难企
业职工为重点的冬季大型招聘会，吸
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求职者。

此次招聘会经过筛选、定向定

岗，组织了沈阳香格里拉集团、修正
药业集团、中国人寿、鸿凯科技等55
家信誉良好的用人单位在现场进行
招聘，为求职者提供各种岗位 300

个，可招收职工1000人。
当日，有1500余人参加了此次

招聘活动，420人达成求职意向。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冬季招聘会为重点人群提供岗位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今年“双11”什么卖得最火？11月
13 日，国内领先的在线旅游平台
携程发布战报，让人意外的是，旅
游这种休闲服务消费的增速远远
超过了实物商品，当天各类国内
游、出境游度假产品销量再创新
高，较去年“双11”销售额同比增长
136%，订单量同比增长 159%。在
城市下单增速排行榜上，沈阳和大
连分别位居全国第三和第九位。

据了解，此次数据是根据携程
平台及其7400多家线下门店进行
统计得出。在我省人气较高的旅游
商品中，跟团游、自由行、邮轮、向

导、境外用车、主题游、定制游等产
品受到热捧。在旅游目的地上，国
内游销量排名较高的目的地主要是
三个方向，一是南部沿海地区，如三
亚、广西等；二是西部的四川、重庆、
云南等地；三是北方滑雪以及新疆、
宁夏等地今年也格外受关注。

另外，今年我省线下门店的订
单增速大幅超过线上，不仅是老年
人，许多 90 后青年也开始通过实
体门店下单去旅游。携程旅游辽
宁方面相关负责人表示，关注旅游
消费的增长说明辽宁人消费观念
升级，越来越愿意把钱花在旅游度
假这种休闲体验上。

今年“双11”消费者更爱买“旅游”
沈阳人下单增速全国第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