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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
者1月22日获悉，为进一步提高大
连市民对供热行业的满意度，在近
日召开的全市供热工作会上，大连
市修订了供热考核标准：在日常检
查基础上，将每周随机进行现场抽
查考核，以各供热单位结合实际修
订的《供热站点运行标准》为准，查
看实际运行回水温度，考核结果从
高到低进行排名。

按照新考核标准，各区供热管
理部门每日 9 时前须上报辖区所
属《供热单位供回水温度与室内外
温度对应表》，由市供热管理部门
每周以随机抽查方式，对各区供热
管理机构检查上报的数据现场核
实。考核结果以实际回水温度与
运行标准的契合相关率来评定，符
合运行标准的为合格，回水温度低

于标准且入户测温校核达不到高
质量标准的为不合格。考核结果
每周通报、每月汇总，从高到低进
行排名。

另外，大连市要求各区供热主
管部门广泛发动街道社区干部，全
面摸清所有供热站点的基础数据，
在实践中检验供热单位回水温度
与室内外温度对应关系，统计好数
据，打通换热站与室温的“最后一
公里”。充分运用提醒、约谈、告
诫、通报、责令整改等手段，保持督
促检查的高压态势，监督供热企业
做好运行。同时做好供热应急准
备，完善应急预案，配备专业抢修
人员、车辆及设备，提前备足煤炭，
将雨雪天气、断煤等突发事件的影
响降到最低，加大输出热量，优先
保障居民供热。

大连修订供热考核标准

每周现场抽查供热单位回水温度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
月21日，记者获悉，今年，沈阳市将
新增绿地面积3.9平方公里，新建浑
南朗明街公园等7座公园，新建绿
地27块，新建临时绿地39块。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市还将实
施22个城市立体绿化项目。对城
市重要界面的挡土墙、护坡、大面
积墙体和桥体进行垂直绿化，实施
一批公共建筑屋顶绿化示范项目，
开展城市新建商业建筑、低多层建
筑屋顶绿化。其中，今年完成桥体
等立体绿化17处，启动商业建筑屋

顶绿化5处。
据了解，2020 年到 2022 年，

沈阳市还将对北陵公园等 48 座
公园进行绿化补植及设施改造，
完善公园的游憩、观赏、生态、避
险、文化及健身等功能，栽植树
木 1.2 万株；对万柳塘路等 300 条
街路缺株行道树进行全线补植；
对青年大街沿线等 144 块绿地进
行树木补植，栽植树木 3 万株；开
展满堂河、辉山明渠、张官河、杨
官河等 19 条河流沿线景观提升
工程等。

今年沈阳新建7座公园27块绿地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1
月 21 日，记者从鞍山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
年以来，鞍山不断深化医疗保障
领域行业治乱，积极开展打击欺
诈骗保。截至目前，对 482 家医
药机构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进
行查处，按照协议追回医保基金
1521.08万元。

鞍山不断完善制度体系，相关
部门联合印发了《鞍山市欺诈骗取
医保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试
行）》，建立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
举报奖励机制，对符合条件的举报
人予以奖励。同时，建立统一部署、
联合检查、信息互通、线索移交、联

合惩戒的联动工作机制，形成医保
基金监管部门之间的合力。

为构建高效顺畅基金监管模
式，鞍山以被确定为国家医保基金
监管方式创新试点城市为契机，引
入第三方监管，形成对医保基金协
议监管、行政监管的有益有效补
充。同时，在开展了打击欺诈骗取
医保基金专项治理的基础上，还开
展了深化医疗保障领域行业治乱，
打击欺诈骗保深挖整治“百日会
战”行动。目前，暂停18家定点医
药机构服务协议，解除 53 家定点
医药机构服务协议，将4家医疗机
构及 7 名参保人员欺诈骗取医保
基金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鞍山打击欺诈骗保
追回医保基金千万元

本报讯 从 1 月 14 日到 2 月
14日，以“古城冬韵、泉心为你”为
主题的2020兴城冬季旅游节火热
展开，传统民俗展演、冰雪游乐、菊
花女海鲜饺子盛宴等活动，让游人
重温古城过去。

与此同时，面向全国的“兴城礼

物”城市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也同时
开幕。大赛分为古城文化、传统工
艺美术非遗、特产食品、创意科技游
泳装备、创意包装、城市伴手礼、旅
游景区纪念品七大赛事主题。参赛
者登录兴城市政府网站即可报名。

李吉明 本报记者 翟新群

兴城冬季旅游再现古城冬韵

本报讯 记者刘佳报道 春节
将至，随着烟花爆竹燃放高峰的来
临，高层建筑防火问题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1 月 21 日，记者从辽宁消防
安全委员会获悉，为深刻吸取 SR 新
城火灾事故教训，消除高层建筑安全
隐患，从即日起至 3 月底，我省对已
建成投入使用的高层建筑逐栋开展
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并制定

了实施方案。
方案要求，凡高层建筑采用易燃

可燃外保温材料的，由各地政府结合
改建、扩建或民生工程，尽量予以拆
除改造；对建筑室内外消防设施缺
失、损坏、消火栓无水或水压不足的，
由建筑产权单位立即按照消防技术
标准进行增补维修；对安全出口锁
闭、疏散通道和楼梯间、避难层（间）

堆放易燃杂物的，常闭式防火门损
坏、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不能正
常运行等问题，由建筑产权单位立即
组织清理恢复正常；对消防车通道被
锁闭或堵塞、停车场和登高作业场地
设置障碍物影响灭火救援的，由建筑
产权单位立即清理；对乱拉乱接电气
线路，电气设备容量负荷超标等隐患
问题，由相关责任单位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自查自改。
方案要求，各地要对高层建筑排

查出的问题，严格执法铁腕整治，要明
确消防管理责任，对排查发现问题突
出、管理水平低的高层建筑，集中组织
约谈曝光；要开展专题消防教育培训，
并提升物防技防能力，发动群众有奖
举报高层建筑存在的火灾隐患问题或
消防违法行为。

我省专项排查整治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月22
日，记者从沈阳市消防救援支队获悉，
为进一步加强消防车通道安全管理，
提高灭火救援通行水平，最大限度保
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沈阳市消防安
全委员会于2019年12月15日至2020
年 3月 31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
车通道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回头看”，
全市 10531 栋高层建筑全部确立了

“消防经理人”或楼长。
据了解，此次检查重点包括：市政

道路、停车场、房屋建筑和在建工程、居
民住宅小区、临街门店、综合市场、城中
村等地消防车通道是否保持畅通，是否
存在违规停放机动车占用、堵塞消防车
通道的消防违法行为，是否存在违规私
搭乱建、设置障碍物或摆摊设点、种植
树木，设置大型广告牌、雨棚、架空线、

铁桩、石墩、限高杆等妨碍消防车灭火
救援的消防违法行为，以及高层建筑消
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是否存在违规搭建、
改建、占用的违法行为等。

市民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堵塞
占用消防车通道等消防违法行为，可以
通过“96119”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对存
在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消防车登高
操作场地，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违法行

为，公安部门、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
并依据消防法对相关责任单位或责任
人给予警告或罚款处罚；对阻碍消防
车、消防艇执行任务或阻碍消防救援机
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据治安
管理处罚法给予警告、罚款或拘留处
罚。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不彻底
的，将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理，确保各
类场所消防车通道的畅通。

沈阳万栋高楼有了“消防经理人”

一个人的价值观，因为一次火车
之旅而变化，这样的故事不只发生在
电影里。

1 月 22 日，讲起几天前自己值乘
时和一名青年旅客之间发生的一件
事，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
阳客运段乘务员王培军笑了：“他说
要向我们学习，变为一个释放正能量
的人。”

故事发生在 1 月 19 日。那天，乘
务员王培军值乘的K1517次列车即将
行至青铜峡站，王培军再次提示快到
站时，发现11车21号中铺放着一个灰
色双肩包。

印象中该铺位是个年轻的男学

生，已换完下车票，车没到站，人不知
去向。周围旅客议论说，他好像去其
他车厢找同学了，不一定能回来。此
时，车马上到站。王培军赶紧拿着双
肩包找到了列车长陈卓和乘警，说明
情况，希望及时找到该旅客。

可惜，直到火车到达青铜峡站，背
包主人也不见踪影。一边组织旅客上
下车，一边惦记着这事的王培军突然
发现一名年轻人从眼前经过。他意识
到，这人好像就是背包的主人，赶紧问
一句：“行李都带下车了吗？”

旅客想了想，突然大叫：“哎呀，双
肩包忘带了！里面有笔记本电脑、个
人档案，太重要了！”

车站已响铃，车门将关。王培军
一边跳上车，一边安抚旅客：“您别着
急，现在来不及取了，留个联系电话，
车长会和你联系。”

车启动，互检车门，做完必要操
作，王培军再次找到列车长陈卓说明
情况，并将记在手上的旅客电话号码
给了车长。经过沟通、查询，陈卓确认
了背包主人的身份——赵梓钧。

1 月 20 日，列车又一次驶至青铜
峡站。站台上，接过自己失而复得的
背包，赵梓钧特别开心，他一再叮嘱车
长，要帮他谢谢王大哥。“我生于 1999
年6月，差不多算个零零后。以前，面
对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我也跟着抱

怨过。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了。我要像你们一样，向周围释放正
能量。”赵梓钧说。

在沈阳客运段，这样释放正能
量 的 故 事 随 着 春 运 客 流 高 峰 的 到
来，也在增加着。据不完全统计，春
运以来，沈阳客运段捡到的旅客财
物累计价值 30 余万元，捡到银行卡
等金融凭证近百张，收到表扬信 40
余封、锦旗 35 面。

虽说这些故事很暖心，但是沈阳
铁路部门还是提醒旅客，春运期间，人
流往来密集频繁，大家要忙而不乱，注
意看好行李，照顾好老人和孩子，让节
庆之旅更顺利、幸福。

春运路上的暖心故事
本报记者 唐佳丽

民生·消防 XIAOFANG

1 月 22 日，沈阳蒲河大集格
外热闹，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选
购年货。

集市上红灯高挂，各种年货琳
琅满目，溜达鸡、黏豆包、野生胖头
鱼、酸菜、冻梨……东北的土特产

品基本都能找到。据当地的老人
讲，蒲河大集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最初只是自发形成的牛、马等大牲

口集市，慢慢规模不断扩大，现在已
经成为东北数一数二的大集。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逛大集迎新春

本报讯 记者张继驰报道 1
月17日农历小年，50多名农民工一
大早从大石桥市人民法院和盖州市
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手中领到了他
们的辛苦钱共计236万余元。

春节前夕，营口两级法院集中
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采
取优先接待、优先立案、优先审理、
优先执行等措施，将农民工讨薪案
件作为专项行动的重点，切实为农
民工提供司法保障。

在此过程中，大石桥市人民法

院、盖州市人民法院分别向营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报告，案件被执行人
营口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大石桥
某硼化有限公司拖欠两地农民工
工资，涉及50余人、236万余元，情
况复杂、办理难度大，请求在案件
执行中优先解决被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营口市法院组成办案团
队，要求必须在春节前执结到位，
保障农民工权益。经过营口市法
院多方沟通协调，终于在春节前让
农民工拿到了工资。

50名农民工节前领到拖欠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