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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加
大力度援企稳岗、优化服务数据跑
路、大力提升创业能力、积极培育孵
化平台……大连市近日向社会做出
10项就业服务承诺，并推出2020年
稳就业工作20项新举措，全方位推
进大连就业服务优化升级。

此次新推出的10项承诺、20项
稳就业新举措涉及援企稳岗、创业服
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技能提升、招聘
对接和就业援助六大方面内容。具
体内容是：加大力度援企稳岗、优化
服务数据跑路、大力提升创业能力、
积极培育孵化平台、提升创业服务水
平、组织见习促进就业、服务基层提
升能力、支持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

未就业毕业生、突出企业职工培训、
健全职业培训体系、推进技能评价改
革、提升技工教育质量、拓宽信息发
布渠道、全域统筹就业服务、开展招
聘跟踪服务、严密监测失业风险、完
善就业援助机制、零就业家庭“一对
一”帮扶、落实对口帮扶任务。

其中，就业失业登记全域通办
即时办结，打破劳动者归属地限
制，向本地、外地户籍劳动者提供
均等化服务；创业指导“周周有诊
所、月月有讲堂”，每周五下午，在
中国（大连）创业者公共实训（孵
化）基地开设“创业诊所”，邀请大
连市创业导师为创业者答疑解惑，
指导服务。

大连升级就业服务
推出10项承诺20项新举措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报道 1
月13日，丹东市民张女士前往丹东
市公共行政服务大厅的服务窗口办
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因为她开的餐
饮店近几年经营得非常好，准备投
资再开一家新店。她高兴地告诉记
者：“以前要等至少20天才能下来
的许可证，现在立等可取，当场就能
拿到。”而这得益于丹东市推出的证
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把简政便民落
到实处，杜绝“奇葩证明”的出现。

张女士说：“以前，我来申请许
可，至少要提交25项申请材料，有的
材料不符合要求，还要来回跑好几

趟，整个过程大约需要20天。现在
申请许可，只需要选择告知承诺制，
当天就能拿到食品经营许可证。”丹
东市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丹东市
不断推进简政放权工作，对政府部门
权责清单进行动态调整，将2099项
行政职权纳入清单管理。同时，清理
规范涉及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证明，
永久性取消75项，取消后规范调整
办理方式178项，并积极开展证明事
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制定了工作
证明事项目录，该目录涉及丹东市委
宣传部、丹东市教育局等12个部门
共58项证明事项。

丹东告知承诺制
让市民办证立等可取

本报讯 特约记者费灵雨报
道 截至1月13日11时23分，《中
国青年报》抖音号转发的“消防员水
中抢修消火栓全身结冰”视频点击
量达483.3万次，排在抖音热点榜第
14位。人民网、央视网等微博也进
行了转发，全网点击量达到1000多
万次。视频中那个令人心疼、全身
结冰的消防员是葫芦岛市消防救援
支队高新消防救援大队的包佳峻。

2019 年 12 月 27 日 7 时，葫芦
岛市消防救援支队高新消防救援
大队兴园街消防救援站车库前方
20多米长的消火栓爆裂，消防井盖
被掀到一边，1.5米粗的水流直冲
向天达四五米高，直接冲击着供电
高压线，一旦高压线被冲坏，将非
常危险。

救援站中队长张汉青马上下令
救援。当时气温为零下十多摄氏度，
包佳峻、郭庆敏顶着巨大的水流压
力，轮番进入消防井，在齐胸深的冰
水中，一次次入水，尝试关闭消火
栓。杨航、蔡永泰、赵健、聂戈锋、刘
圣学、鄢红旭等消防员用身体对抗强
大水流，改变水流方向，为同伴创造
抢险条件。为了尽量不影响周边的
正常用水，消防员们硬是顶水作业
20多分钟。经过多次尝试无果后，
确定阀门已坏，才关掉附近的市政管

路阀门，快速完成维修。
面对意外“走红”，只有 22 岁

的 3 年“老兵”包佳峻说：“这就是
我们救援经历中的一件平常事，不
值一提。”当天抢修结束后，包佳峻
的全身都湿透了，手脚冻得没了知
觉，还发了高烧。他根本没想到，
当天救援的视频被队友发到抖音
号上，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月14
日，记者从沈阳市获悉，为强化机动车
及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控制，持续
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保障人民身体
健康，从2月1日起，沈阳市划定机动车
及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区。

据介绍，低排放区是指为促进环
境质量改善，对污染物排放不能达到
规定标准限值的机动车与非道路移动
机械，予以禁止或限制行驶（或使用）
的区域。下月起，在沈阳市行政区域

内（不含高速公路），全天禁止未达到
国Ⅰ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和未达到国Ⅲ
排放标准的柴油车行驶。柴油货车低
排放区范围：沈阳三环路以内全部区
域（不含三环路）。每天 7时至 19时，
禁止国Ⅲ排放标准的中、重型柴油货
车在柴油货车低排放区内行驶。

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装配有发动
机的机械和可运输机械设备，包括常
见的排灌机械、装载机、起重机、挖掘
机、压路机、沥青摊铺机等。其低排放

区范围包括沈阳二环路以内全部区域
（不含二环路）。由东二环高官台街起
至新立堡东街、沈水东路连接南二环
的沈水路、玉屏路、揽军路连接西二环
重工南街、重工北街至北二环白山路、
陵北街、金山路、观泉路连接东二环高
官台街。涵盖区域面积达 162 平方
公里。全天禁止未达到国Ⅲ排放标准
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在非道路移动机械
低排放区内使用。

据了解，机动车违反禁限行规定

的，由公安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在低
排放区域内违法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
的，由生态环境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车主可根据车辆随车检验清单、行驶
证、尾气年检报告对车辆的车型、排放
阶段进行识别。需要注意的是，军队、
武警车辆和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
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及应急破冰除雪
车等特种车辆不予限行，执行应急抢
险任务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受低排放
区限行限制。

沈阳市划定机动车低排放区
下月起7时至19时，国Ⅲ排放标准的中、重型柴油货车三环内禁行

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为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
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
专业化水平，日前，铁岭市公安、民政
协同联动救助走失流浪人员工作机制
正式启动。

据铁岭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9 年 4 月 13 日，调兵山市公安
局 110 指挥中心和铁岭市公安局 110
服务台同时接到报警：调兵山市患有
阿尔茨海默症的张姓老人从家中走
失，而恰巧一市民在银州区站前广场

发现有位老人找不到家也说不出自己
的信息，最后只能将老人送往救助
站。两起报案涉及的是同一位老人，
但因信息不能共享，导致两地“背对
背”地忙，老人没能马上回家。

警情虽小，反映出的问题不小。随
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患病老人
走失等求助类警情呈上升趋势。为此，
铁岭市公安局和铁岭市民政事务服务
中心共同研究破解信息不互通、不共享
问题，经过8个月试运行，正式启动了协
同联动救助走失流浪人员工作机制。

此项工作由铁岭市民政事务服务
中心牵头，通过组建“寻亲—110指挥中
心—救助站”微信群，搭建覆盖全区域
的快速联动寻亲救助网络交流平台。
微信群成员由铁岭各级救助管理站工
作人员、铁岭各级民政工作人员以及全
市各级公安机关相关负责人组成。

该微信群相当于建立了走失人员
数据库，涵盖了走失人员的姓名、性别、
年龄、体貌、衣着等特征，同时也是走失
人员家人的寻亲信息发布群，能第一时
间对接各救助站。对通过常规手段快

速查询未能找到亲人的走失流浪人员，
110指挥中心还将启动公安机关内部联
勤联动机制，开展深度查询比对工作，
协助民政事务服务中心、各救助管理站
及走失流浪人员家属查找亲人。

据悉，协同联动救助走失流浪人员
工作机制试运行以来，铁岭市已救助帮
助57位走失老人找到亲人，全市新发现
的走失流浪人员全部在极短时间内重
回家庭，无一人滞留救助机构。在市救
助站长期滞留托养机构的人员中，已有
4人重新回归家庭与亲人团聚。

铁岭协同联动助走失人员踏上归家路
顶水救援全身结冰的消防员
全网点击量超千万次

有传统的满族民间剪纸可
学，有地道的满族小吃可品，也
有满族皮影戏可玩儿……1 月
10 日开始的岫岩满族自治县首
届满族文化大集上,红红火火的

满族过大年景象吸引了人们前
来赶集。

在集市上，最吸引人眼球的
就是岫岩东北大鼓、岫岩皮影戏、
岫岩满族剪纸、岫岩满族刺绣等

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人们
在大饱眼福的同时也纷纷参与体
验，零距离地感受满族传统文化
的魅力。逛大集当然少不了品
美食，循着商贩们卖力的吆喝声

远远望去，人头攒动，苏叶饽饽、
酸汤子、黏豆包等老味道的满族
特色美食更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民
俗味道。

本报记者 周福刚 摄

逛满族大集 品民俗文化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除了
定期在媒体上公布大连各县（市）区
供热单位的投诉量及办结率情况，
供回水温度近日也增加为公布内容
并接受市民监督了。1 月 14 日，记
者获悉，大连市要求供热管理部门
及供热单位通过增加居民室温监测
点数量、建立回水温度与室外温度
及居民室温之间关系的科学有效管
理体系、落实“三级联访，三方联动”

制度等精细化管理措施，促进从达
标供热向高质量供热转变，实现高
标准为市民送温暖。

记者了解到，除了要求保证日常
供热质量外，为应对大幅降温天气，
大 连 市 及 时 发 布《供 热 预 警 调 度
令》，要求供热单位提高供热运行标
准，通过加大供热水的循环速度、提
高单位时间流量等有效措施增加居
民家的供给热量，同时供热管理部

门 对 辖 区 供 热 单 位 开 展 地 毯 式 检
查。重点检查换热站供回水温度、入
户抽查居民室温，特别是把边用户家
庭室温，对发现的涉嫌违章供热行为
进行曝光和查处。重点督查供热面
积大、老旧住宅集中的锅炉房，将每
天 6 时、18 时、22 时居民家中室温情
况和供热单位供回水温度的考核指
标进行比对，综合研判并定期通过媒
体向社会公布，接受市民监督，同时

发动社区干部及时检查辖区供热单
位的运行情况并做好记录，准确掌握
供热情况。

另外，大连市要求供热单位研判
回水温度、室外温度、居民室温之间
的关系，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管理体
系，还通过落实干部值守制度、“三级
联访，三方联动”制度等保持督促检
查的高压态势，切实把温暖送到居民
家中。

大连供热提标为市民送暖

定期公布供热单位供回水温度情况

本报讯 近日，中国兵器北方
华锦集团与盘锦高级技工学校举行
签字仪式，双方按照“企校合作、工
学一体”的办学模式开展企业新型
学徒制培训。华锦集团有505名学
员参加培训，成为盘锦首批企业新
型学徒制培训学员。此举标志着盘
锦市企业新型学徒制正式启动，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迈出了重要步伐。

企业新型学徒制不同于传统
的企业内部以师带徒，是以中、高
级技能人才为培养目标，采用企业
导师指导学徒进行岗位技能操作
训练、学校导师承担学徒的学校教

学任务的“双师”模式，从而达到提
升学员技能水平的目的。

为支持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加快对技能人才的培养，签约仪式
上，盘锦市财政局现场发放预拨培
训款100万元。

盘锦推进实施高技能人才振
兴计划，不断完善国家级高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建设、省级技能大师工
作站建设。到 2021 年底，盘锦将
按照企业新型学徒制模式培训
1500 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
的比例将达30%以上。

王 悦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盘锦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培养技能人才

民生·供暖 GONGN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