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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10 月 15 日，抚顺市市级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基地项目正式奠基，预计
两年后建成投入使用，平时从事日
常的综合性医疗诊疗，遇有重大疫
情时，作为防控救治基地，承担突
发重大公共卫生疫情救治任务，为
抚顺百姓保驾护航。

为提高公共卫生应急医疗救
治和应对突发重大传染病防控能
力，抚顺市政府积极谋划公共卫生
设施建设准备项目，成功申报并获
得了国家资金支持。

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定位
为全科系、高水平的现代化综合医
疗院区，设置内、外、妇、儿、五官、
中医等科系，可为周围群众提供常
见病、多发病、老年病及疑难病症
的诊疗，并提供急危重症向主院区
转运功能。

此 外 ，该 项 目 还 配 套 建 设
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回收站防
治污染设施，所有排放污水、医
疗 废 物 均 实 现 达 标 处 理 和 处
置，确保周围区域的环境、人群
健康安全。

抚顺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10 月 15 日，沈阳市残联就业服务
专员来到沈阳月光珠宝制造有限
公司，为企业经营者送来政策汇
编，并现场讲解减税降费、援企稳
岗等优惠政策。据了解，像这样的
服务专员全市目前有近 30 名，他
们围绕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的实
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就业保障政策
宣传、涉残优惠政策办理、残疾人
权益维护等服务。

沈阳市有持证残疾人群体超过
18万人，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2241
家。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创造、共
同享有振兴发展成果，沈阳市残联
从创新工作举措、提升服务水平入
手，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全力
保障和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

在加强线下就业服务的同
时，沈阳市残联依托中国残疾人

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打造城市
就业服务专区，实现跨省域、市域
残疾人就业信息共享，开展视频
招聘、远程面试、网上签约报到等
服务，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不见
面”就业供需平台；培育残疾人直
播团队，已有 3 人成为喜马拉雅
声音主播，多个团队试水带货实
现增收。

同时，结合残疾人就业和企业
用工双向需求实施精准人岗匹配，
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及时
掌握各方信息，有效提高就业成功
率；委派服务专员，为相关企业做
好信息员、联络员、协调员和服务
员。今年以来，全市残疾人实名制
就 业 3053 人 ，完 成 年 度 任 务 的
140.63%；实名制就业、新增就业、
实名制培训、新增培训等指标居全
省首位。

沈阳向涉残企业委派服务专员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报道
日前，丹东市举办主题为“烟头不
落地，丹东更美丽”的文明宣传活
动，传播文明理念，提高市民文明
公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以及公众
对文明吸烟场所的知晓率，助力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

今年丹东市文明办已把文明
吸烟环境建设工作纳入全市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要点。相关宣传活
动以公益为主，禁止在活动中发布

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禁止借助活
动开展烟草宣传推广活动、开展营
销活动和售卖烟草制品。今年以
来，丹东各县（市）新增便民吸烟点
213个。

在文明吸烟系列宣传活动中，
工作人员设置了宣传板，以图片形
式向群众介绍文明吸烟的重要性
及意义。宣讲员结合生活实际中
在吸烟场所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
识别吸烟区标识等内容进行宣讲。

烟头不落地 丹东更美丽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10
月16日，大连市启动工会会员“一
卡通”项目，工会会员电子会员卡正
式上线运行。电子会员卡集工会会
员信息管理、保障服务、特色服务和
消费优惠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打通
工会会员服务“最后一公里”。

工会会员“一卡通”是通过升
级传统会员证为电子会员卡，以电
子 会 员 卡 为 载 体 打 造 的“ 互 联
网+”普惠服务新模式。工会会员
电子会员卡集工会会员信息管理、
保障服务、特色服务和消费优惠等
多种功能于一体，涵盖网上入会、
求职招聘、素质提升、健康关怀、困

难救助、法律援助、医疗互助等工
会服务项目，如，持电子会员卡可
获得岗位介绍、就业信息、招聘会
公告等就业信息，职工可以在线填
写自己的简历，并对自己感兴趣的
岗位进行投递，还可以进行视频面
试。电子会员卡同时还发展衣、
食、住、行、旅游、购物、娱乐、保险
等方面特约合作商户，让工会会员
一卡即可专享优质舒心便捷服
务。目前，首批 25 家企业涉及的
410 个门店的特约合作商户已获
授牌，10 月 23 日 13 时，工会会员

“一卡通”与各特约服务商户将正
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大连工会会员“一卡通”上线运行
集信息、保障、服务和消费等功能于一体

本报讯 记者刘佳 陶阳报道
10月18日，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了小区
的消防车通道上，立刻就被小区物业消
防车通道监测预警系统捕捉到了，信息
被链接到“云端”视频识别引擎，车主的
联系方式即刻被弹出，头顶的摄像头第
一时间对驾驶者发出指令：“这里是消
防车道，严禁占用，请驶离……”

然而，车主未予理睬，物业人员立
刻出动，将轿车的四个车轮架上“滑板
车”，从预警系统报警到挪车完毕，前
后只用了 45 秒。这场面让周围的群
众惊叹不已。

解决消防通道堵塞老大难问题，

沈阳市有了新办法。记者 10 月 19 日
获悉，沈阳市搭建消防车通道监测预
警系统，全流程实现违停车辆自动识
别、信息推送、挪车提醒、隐患处置功
能，目前已经在5个小区试点应用。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消防生
命通道”占用、堵塞问题已成全国各地
的消防安全顽疾，其治理的难点在责
任划分，沈阳市坚持问题导向，逐部门
细化明确任务分工，压实33个部门的
主管监管责任，将打通“消防生命通
道”作为 2020 年重点攻坚任务，纳入
老旧小区改造等重点项目。沈阳市制
定出台适用“贴条”告知模式的《堵塞

消防车通道消防违法行为处罚简易程
序》。依托四级消防微信群，及时发送
消防安全常识和典型案例，推动 107
万微信成员共同参与消防“微治理”，
积极举报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违法
行为。

最新出台的《沈阳市消防车通道管
理规定》也指出，沈阳市将依托“智慧消
防”，采取安装摄像头监控、设置禁止违
章停放电子提示屏、违章停放挪车提醒
APP等技防措施，推动消防车通道科技
化、智能化管理。目前，一些物业小区
通过自行研发智能管理软件、设置APP
移动终端等手段，开展消防设施远程监

控、巡查工作即时管理、火灾风险提前
预判、灭火救援辅助决策。

为推动解决占用、堵塞、封闭消防
车通道等问题，沈阳市将在进行城市
主要道路的高架桥、地道桥、停车场规
划时，充分考虑消防车通行要求。规
定消防车通道上不得设置停车泊位、
构筑物、固定隔离桩等障碍物。对流
动商贩、店外经营违规占用消防车通
道的行为，将依法拆除其占用、堵塞、
封闭消防车通道的违章建筑和设施。
另外，沈阳市还公布 96119 举报投诉
电话，鼓励市民举报占用消防车通道
等行为。

沈阳启动消防车通道监测预警系统试点
实现违停车辆自动识别、挪车提醒等功能，已在5个小区应用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近
日，大连市蓝天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秋冬季秸
秆禁烧管控工作的通知》，提出建立三
级秸秆禁烧工作网络，采取“技防+人
防”模式强化监管，在全市范围内实现
秸秆包括落叶禁烧，确保无因秸秆焚
烧引发环境污染事件和安全事故。

大连市提出，按照“市督导、区市
县负责、乡镇（街道）为主、村（社区）
落实”的原则，建立健全秸秆禁烧工
作机制，各涉农区市县、各先导区要

抓紧成立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制
订秸秆禁烧工作方案，建立区市县
(先导区)、乡镇(街道)、村组(社区)三
级秸秆禁烧工作网络，成立巡查组，
严密组织日常巡查，严防田间、垄沟、
地头、果园、苗圃的秸秆、杂草和枯枝
败叶焚烧；国家省市举行重大活动、
重污染天气、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对
高速公路、铁路、国道、机场及主城区
周边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进行重点
巡查、重点监管；设立举报电话，24小
时受理群众举报；禁烧区散铺在地的

秸秆，以村组(社区)为单位，组织党、
共青团、妇联、学生等团体，发动群众
收拢于闲置空地，确保“净地”；大连
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队将启动
日调度通报制度，利用卫星遥感监测
数据及无人机对各地秸秆管控工作
进行密集巡查，采取“技防+人防”模
式强化监管。

对于在露天焚烧秸秆等产生烟尘
污染物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由县级以
上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
款；对于焚烧秸秆造成严重后果、涉嫌
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对于干
扰、阻挠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
的违法犯罪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追
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另外，大连生态环境部门将查证
核实的秸秆焚烧案件在主要媒体上予
以通报。各级政府将落实属地责任，
依据秸秆禁烧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及
考核奖惩办法，严格奖惩措施，强化责
任追究。

技防+人防 大连双重监管盯紧秸秆禁烧

民生·服务 FUWU

当下，全民参与型体育赛事在
我国得到蓬勃发展，户外组合型运
动赛事成为人们的新宠。10月17
日、18日，辽宁省第九届户外运动

大会暨辽宁省首届“骑、划、跑”大
赛在法库财湖举行，来自全省的近
千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尽情地享受
户外运动带来的快乐。

法库县具有户外运动“水、陆、
空”立体化发展的资源优势，连年举
办的国际飞行大会、采摘节、美食
节、冬捕节、环湖马拉松、汽车越野

赛、直线加速赛、自行车赛等文化旅
游体育活动，也让法库集聚了更多
的人气。
耿 雪 本报记者 陶 阳 摄

骑、划、跑！尽享户外运动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