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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9月29日上午，沈阳市重点民生
工程、二环功能南移的重要节点——
沈阳胜利大街浑南大道互通立交桥
正式通车。该立交桥是沈阳市投资
规模最大、建设体量最大、建设难度

最高的立交桥，共新建桥梁长度6679
米，地面道路及慢行系统15.6万平方
米；绿化面积2.7万平方米，停车泊位
386个及公交车停车场1座。

胜利大街浑南大道互通立交桥

连通和平、铁西、于洪、浑南四区，
通车后将显著提升车辆通行能力
和优化沈阳南部的出行环境，有效
分流沈阳南二环的交通压力，缓解
中心城区交通拥堵问题。同时，能

够强化外围副城与主城的交通联
系，促进城区之间的快速互通，提升
沈阳市基础设施的整体服务水平。

本报记者 陶 阳 文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沈阳胜利大街浑南大道互通立交桥通车

本报讯 金秋时节，丹东市启
动了2020庆国庆、迎中秋、促消费

“十百千”旅游系列活动，重磅推出
20项节庆活动、百项优惠大礼包、
千种“旅游后备箱”产品展示活
动。通过“十百千”旅游系列活动，
丹东市诚邀各地朋友游边境、观秋
景、赏红枫、摘鲜果、泡温泉、品美
食，感受“鸭绿江畔 美丽丹东”的
独特魅力。

为激活丹东秋季旅游消费市

场，喜迎中秋、国庆双节的到来，进
一步推动商贸文旅产业复苏，从 9
月18日至10月末，丹东市陆续推出
宽甸天桥沟枫叶节、东港海鲜文化
节、凤城大梨树农民丰收节、安东老
街中秋国庆系列活动、大美辽宁
2020环沿海经济带全国百台汽车房
车丹东站巡游等20项精彩纷呈的
文、体、旅、商活动，让游客更有参与
感、体验感，营造节日的喜庆氛围。

宋 玉 本报记者 王卢莎

丹东“十百千”活动
激活双节旅游市场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即日起，辽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保
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对
违法生产经营保健食品、违法宣传
营销保健食品、欺诈误导消费等行
为进行清理整治，力争在 2021 年
年底前，有效净化保健食品市场。

此次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
整治行动，围绕保健食品领域非法
生产经营、欺诈和虚假宣传、违法
广告等突出问题，联合开展专项清
理整治。辽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等部门将严厉查处未取得产品注
册证书或备案凭证、未经许可生产

经营保健食品的行为；严厉查处不
按照批准内容组织生产、擅自改变
生产工艺、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

（药物）等违法行为；严厉查处保健
食品标签、说明书和宣传材料等虚
假宣传保健功能，非法声称疾病预
防、治疗功能的违法行为；严厉查
处未经审查发布保健食品广告以
及发布虚假保健食品广告的违法
行为；严厉查处利用网络、会议营
销、广播电视、电话营销等方式欺
诈销售保健食品的行为；严厉查处
通过传销、违规直销等方式营销保
健食品的行为。

辽阳开展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整治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记
者从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为
进一步加强全市肉制品生产监督管
理，督促肉制品生产者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从现在起至年底，对全市
肉制品生产企业和肉制品加工小作
坊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

据介绍，本次检查重点为肉制
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原辅料
采购、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检
测、食品安全自查等情况，以及肉

制品加工小作坊环境卫生、原料采
购、加工控制、产品检验、产品销售
等情况，确保出厂的产品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

鞍山市对发现违反食品安全法
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特别是使
用病死、毒死、死因不明、无检验检
疫合格证明的禽、畜肉类，以及非法
采购加工陆生野生动物肉类等严重
违法行为将进行严肃处理。其中，
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

鞍山加强肉制品监督检查

9 月 28 日，承载城市美好、传
递城市文明、感受城市活力的两列

“大连，走起！”“万帆起航 重迎美
好”城市专列在大连地铁1号、2号
线同步上线运营。

以“走起”为创意出发，大连地

铁带领市民乘客走进大连。利用六
节车厢呈现六种不同的主题，诠释
活力大连的“娱”“游”“购”“吃”“行”
与“亲子”等方面，呼唤每一个人去
感受精彩大连的城市生活。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摄

本报讯 记者刘佳报道 随着冬
季的逼近，城市供热又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今年全省城市供热面临怎样
的形势？有哪些措施保障城市居民
温暖过冬？9 月 28 日，记者在省住建
厅召开的全省城市供热工作会议上
获悉，今年，我省城市供热将以冬季
供热设施安全运行为主线，保障群众
安全温暖过冬为目标，务求做到“七
个确保”。

这“七个确保”是：确保居民供暖
室温达到 18℃以上；确保不让一户困
难群众冬天受冻；确保全省供热提前
3天至5天冷热态试运行；确保采暖用

煤、用气充足，燃煤锅炉达标排放；确
保供热设施维修及时率达到100%；确
保完成燃煤供暖小锅炉淘汰任务，新
建热源厂安全稳定运行；确保供热温
度不达标有效投诉量降低。

冬季供热是我省人民群众的基本
生活需求，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
益，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为确保“七个确保”目标达成，让城市
居民温暖过冬，省住建厅要求各地各
部门和各供热企业，要重点做好四项
工作。

做好供热期间燃料储备。目前，
各地供热用煤、天然气等能源储备总

体情况良好，能够满足初寒期和严寒
期需求，为今年供热开栓打好了基
础。各地供热管理部门要继续指导企
业做好能源储备，加强与发改、交通、
公安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密切关
注能源供应动态，必要时采取压非保
民等措施，优先保障供热等民生用气。

开展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各市供
热管理部门要组织力量，对本地区开
栓供热准备情况，进行一次拉网式排
查，对问题比较集中的供热企业、住宅
小区，特别是新建小区和淘汰小锅炉
并入集中热网的老旧小区，要现场办
公，限期解决，确保按时开栓供热，并

加强巡线管理，及时排查消除各类隐
患，杜绝发生因锅炉、管网故障引发大
面积停供事件。

周密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各地供
热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要及早修订完
善供热应急预案，一旦发生供热设施
设备事故、供热能源保障不足以及弃
管弃供等突发事件，要及时妥善处置。

提升供热服务水平。各地供热管
理部门和供热企业要时刻守好城市供
热质量服务底线，开展“访民问暖”活
动，对社会各方反映的供热问题，做到
早知情、早上报、早处理、早解决，切实
提高服务水平。

我省力争“七个确保”让市民温暖过冬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沈北
的秸秆焚烧将对城市环境产生不利影
响。所以，我们已经提前组成了‘民
警+平安志愿者’的巡查队伍，发现秸
秆焚烧行为将立即制止。”9 月 29 日，
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虎石台派
出所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我们将加
强执法监管，并将和生态环境部门一
道对违法人员进行立案查处。”

为防止因秸秆焚烧出现空气质量
急剧恶化的局面，沈阳市出台《2020-

2021 年度秸秆焚烧管控工作方案》，
2020年10月 1日至 2021年 4月 30日，
在沈阳市全域范围内全天候禁止露
天焚烧农作物秸秆，并将通过强化措
施、广泛宣传、严格考核、验收问责等
一系列措施，达到“秸秆离田 100%、
无 秸 秆 焚 烧 100% 、发 现 火 点 追 责
100%”的目标。

据了解，沈阳市推行秸秆强制
收集（打捆）制度，为秸秆收集（打
捆）工作提供补贴资金，并确保发放

至 农 户 。 建 立 完 善 秸 秆 收 储 运 体
系，完成足够数量的收储点建设。
10 月底前还将出台秸秆利用、离田
补贴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市及各涉农
地区将实施网格化巡查，在不利气象
条件或秸秆焚烧高发时段实施全天候
巡查管控，进行 24 小时值守。巡查
中，每发现1处秸秆焚烧火点，将从市
政府给地区政府发放的补贴资金和其
他财政支付中扣减50万元。

沈阳市还将根据日常巡查通报的
火点数量及上级部门督查、巡查、卫星
遥感火点通报情况，对各涉农县（市）
区政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年度
绩效考核指标内容，提请市监察委对
秸秆 焚 烧 问 题 严 重 的 地 区 实 施 问
责。沈阳市还将设立专门的秸秆禁
烧举报电话，采取实名制举报登记，
对群众举报的秸秆焚烧火点将立即
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核实，及时处理焚
烧火点。

10月1日起 沈阳全天候禁止露天焚烧秸秆

“今年国庆节，我准备静下心来，
好好琢磨一下灯官秧歌的新剧本，让
这个传统艺术表演形式不断出新、出
彩。”向记者讲述满族灯官秧歌新剧作
的创作安排，丹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满族灯官秧歌代表性传承人
周桓武，脸上满是对传统艺术传承发
扬的期待神情。近20年，周桓武不断
挖掘、整理，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希望
这古老的民俗艺术焕发出持续传承下
去新的生命力。

据《丹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
中记载，东港满族灯官秧歌起源于清
乾隆三十年（1765年）前，灯官也称“今

吾吾”，就是满语“今天我来管灯”之
意。满族灯官秧歌是东港市满族、锡
伯族的传统风俗活动，集秧歌、小品于
一身，发展至今已成为当地人欢庆佳
节的艺术大餐。今年62岁的周桓武是
东港市龙王庙镇龙王庙村人，自他记
事起，镇里就有“灯官老爷”巡街演出。

这一民间艺术深深吸引着周桓
武，2001 年，他开始组建灯官秧歌表
演团队，着手恢复灯官秧歌表演。经
过半年多的努力，2002 年元宵节，周
桓武和队员们在龙王庙镇再现了满族
灯官秧歌这一传统艺术表演形式。很
多老人都说，没想到时隔数十年还能

再看到灯官秧歌表演。
近年来，灯官秧歌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周桓武在内容和形式上也进
行了探索，不断更新剧本，加入新唱
词。2014年，他按照廉政建设编写台
词，编排秧歌剧《灯官巡街》。“15分钟
的《灯官巡街》讲述了灯官巡街中惩恶
扬善的故事，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赢得观众拍手叫好。我们下一
步还想把更多元素融入到灯官秧歌之
中，让这项传统文化叫好又叫座。”周
桓武说。

“演出时的角色是古装扮相，个个
精神抖擞，根本看不出演员的年龄，但

卸掉浓妆后，都是苍老的面容。”周桓
武说，演员年龄多在 50 岁以上，每年
巡演季时非常辛苦，演员的敬业让周
桓武心里很宽慰：“大伙儿不考虑钱，
就想把这项民俗传承下去。”

从 6 岁首次见到灯官秧歌，到花
甲之年仍坚持登台演出，周桓武见证
了灯官秧歌历经辉煌、落寞、再出发的
过程。“现在，急需发展一些年轻人，穿
起这身灯官服，把民俗用心传承下
去。”周桓武带领灯官秧歌团队继续着
传承之路，他想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
灯官秧歌，不断丰富这项民间文化的
内涵。

坚守20年 他给满族灯官秧歌注入新元素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民生·服务 FUWU

大连，走起！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日前，近千名考生参加了大连市人
社局就业服务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雇员的笔试考试，其中应届高校
毕业生和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占绝大多数。为了精准帮扶考生就
业，大连市就业服务中心给这些考
生发了一份就业需求调查问卷，并
告知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多种渠道。

从现在起至年底，大连市人力
资源市场每周举办两场分行业、分
领域的专场招聘会。另外，有意愿
参加基层服务的毕业生也可关注即
将开展的招募工作，大连现已面向
各县（市）区所属部门直属单位及

所属街道、社区征集基层公共教育、
医疗卫生、社会工作、信息化建设与
管理等领域的服务岗位，10月份将
组织开展招募。高校毕业生可关注
大连市人力资源市场官方网站及微
信公众号，及时了解招聘信息。

此外，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还可
以参加青年就业见习、职业技能培
训等服务。大连共有206家就业见
习基地，涵盖多个行业领域。参加
就业见习的毕业生可享受不低于
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基本生活费
以及每人500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有意参加就业见习的毕业生
可到户籍所在地人社部门报名。

大连面向高校毕业生
发布多个就业渠道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