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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鞍山市下
发通知，以家庭为阵
地筑牢疫情防控家
庭防线，动员广大市
民主动劝告在外人

员，特别是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的亲属朋友非必要不来（返）鞍，
家庭亲友之间减少流动，倡导通过
电话、短信、微信、视频等多种方式
进行“云”沟通、拜年、问候，坚决杜
绝家庭聚集性疫情发生。

连日来，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确
诊病例中，有多人曾参加过婚宴、
满月宴、家庭聚餐等人员密集性活
动，其中一病例通过一次家庭聚会
造成11人全部感染。这些事例一
再警示：家庭聚会、聚餐和密切接
触是新冠病毒传播的重要途径。

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做
好防护措施不松懈固然重要，但最
关键还是要“少流动、少聚集”，不
给病毒丝毫可乘之机。今年年初，
专家就春节疫情防控提出建议，

“去年国庆节，几亿人口在流动都

没有事儿，但春节期间流动，不
行。”换言之，坚持“少流动、少聚
集”，战胜冬季传染病高发期，就会
迎来春暖花开。

可以说，“非必要不回家”是特
殊时期的特殊之举，为亲情暂时

“关门”，实质上是在为安全“开
门”。新冠病毒是六亲不认的，家
庭成员一旦有感染者，整个家庭
都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甚至
还会造成全家人的终身遗憾，今
天的暂时别离，实际是为了日后
更好地团聚、更多地享受欢乐。

特别是我们正身处科技时代，
短时间未见的亲情思念，并非不可
填补。互联网早已将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拉近，哪怕远隔万水千山，
也可以通过视频，与亲朋好友共聚

“云端”，真实地表达喜怒哀乐，大
可不必只拘泥于“面晤”。

聚集就是添乱，“疏远”才有安
全。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减少
聚集和流动才是大家的幸福与安
宁，才是对亲朋好友最好的保护。

为亲情“关门”
就是为安全“开门”
刘家伟

本报讯 寒冬送温暖，慈善在
行动。1月12日，辽阳市慈善总会
与辽阳县仁济医院联合启动了帮
扶贫困家庭透析患者医疗救助项
目，旨在为辽阳城乡困难家庭中的
透析患者提供帮助，实现帮扶一个
患者，幸福一个家庭。

今年年初，辽阳县仁济医院在
辽阳市慈善总会建立“百万元慈善
基金”，专项用于帮扶贫困家庭透
析患者医疗救助项目，自2021年1
月起至 2025 年 1 月止，连续 5 年，
每年捐赠慈善项目资金 30 万元，

共捐赠150万元。
帮扶贫困家庭透析患者医疗救

助项目主要救助对象为辽阳城乡低
保户、特困人员（五保户、孤儿等）、低
收入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及困难家
庭中的透析患者。救助病例以明确
诊断、实际在辽阳县仁济医院透析治
疗为准，凡是符合救助条件的患者，
每次透析治疗结算后发生的费用，经
过各种医疗保险报销及政策补助后，
个人自付部分按实际发生额救助，每
月累计最高救助额200元。

张福利 本报记者 严佩鑫

辽阳启动医疗救助
帮扶贫困家庭透析患者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目
前，朝阳市已有 84 名长期滞留流
浪乞讨人员落户。这意味着，这部
分人员在社会救助、医疗保险、患
病医治等方面将得到一定保障。

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没有户
口，无法获得社会救助，无法缴纳医
疗保险，患病得不到有效治疗。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朝阳市委、市政府下
发《关于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明确救助管理机构和公办
福利机构，根据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
员情况，分别向所属民政部门提出安
置申请，民政部门根据安置申请提出

落户安置方案报请同级政府批准。
具体流程上，救助管理机构和

公办福利机构凭政府批准的落户
安置方案，到拟被安置的公办养老
机构或公办福利机构所在地公安
派出所（分局）提出落户登记申
请。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在履行
相应程序后，及时办理户口登记，
将户口集中登记在公办养老机构
或公办福利机构集体户。对于滞
留在救助管理机构超过 3 个月仍
无法查明身份信息的新增流浪乞
讨人员，由民政部门每半年集中启
动一次落户登记办理程序，予以集
中解决落户问题。

朝阳解决
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落户问题

在瓦房店华泰购物广场谦琴
行，经常有一位年近六旬的修琴师
傅，把一架钢琴拆解成空旷的骨
架，各种部件摆放一地，就像一个
生物学家做科研解剖，逐一调理每
一个器件。专注的神情，娴熟的手
法，引来围观者的啧啧赞叹：“这是
手艺活！”

修琴师傅叫单江波，是上世纪
90年代下岗的轴承制造业工人。自
谋职业那些年，单江波在乐器行里
做过搬运工，也就是从那时起，与钢
琴等诸多乐器相识相知。因为时常
遇到在运输装载转运过程中，遭受
损坏的高档乐器，由于没有维修技
术人员而一损百废地搁置，单江波
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研究钢琴
的构造原理，做一名钢琴维修师。
他找资料图书研究，向明白人请教，
又在旧物市场买了一架二手钢琴，
作为学习维修的实物参照。

为了学习维修技术，已过了而

立之年的单江波辗转去了国内多家
钢琴生产厂家，到生产车间观摩，向
技术人员请教。单江波说，到厂家
学技术的那几年，是最艰难的一段
经历。自己年龄大，又没有音乐知
识基础，学起来真是不容易。

经过不懈的努力，单江波不仅
成了钢琴维修的“全科医生”，对一
些找不到的零部件还能手工制
作。而唤醒沉睡的钢琴，成了单江
波最开心的事。

单江波说：“钢琴是一种精密
乐器，零部件就有近万种，一个部
件损坏了，钢琴的声调或喑哑或滞
涩，器件定位差之毫厘，都会影响
演奏效果。”

多年来，单江波对前来请他调
琴和修琴的人，始终坚守着快捷维
修、成本维修、良心维修和上门维
修的原则。单江波说，只有从内心
里喜欢，才能够把钢琴修好，才能
给钢琴找回破散了的琴魂。

他用匠心唤醒“沉睡”的钢琴
刘金来 本报记者 杨丽娟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为全
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纳税缴费工作的
安全便捷高效，近日，省税务局积极行
动，强化“非接触式”服务，采取六项措
施，保障全省纳税人、缴费人足不出户
办业务。

在推进“非接触式”办税方面，从
1月起，优化辽宁省电子税务局功能，
实现 207 个税费事项网上办理，网上
办理涉税业务达到 95.4%。对于必须
到窗口办理的业务，税务部门鼓励相
关人员通过“预约办理”“错峰办理”等
方式办理。为了鼓励纳税、缴费人自

助办税，税务部门还新购置 440 台自
助办税设备，目前全省共计布设自助
办税设备1162台，疫情期间纳税人通
过自助终端领用发票占领用总量的
62.97%，通过“非接触式”办税模式开
具税收完税凭证占比98.4%。

为了减少办税服务大厅人员聚
集，税务部门还积极拓展第三方支付
功能。辽宁省电子税务局开通了微
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在线税费缴纳
功能，在各办税服务厅也推出了“扫
码缴税”功能，更好地满足了纳税人、
缴费人的多元缴纳税费需求，在一定

程度上防范了因接触而形成潜在的
新冠病毒感染风险。

在完善跨区域涉税事项办理功能
方面，我省新增了企业所得税项目部
预缴功能，完善了增值税预缴功能，减
少了纳税人的跨省异地流动，降低了
新冠病毒传播风险。此外，补全了外
省跨区域涉税事项线上业务功能链，
实现了纳税人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
报验、增值税预缴、项目部预缴、跨区
域涉税事项反馈、跨区域涉税事项延
期等全流程线上办理。

针对一些大中型企业普遍存在

发票开票量巨大、开票点分散，企业
反映发票验旧功能不便等问题，省税
务局高度重视纳税人诉求，第一时间
分析研判，及时优化了发票验（交）旧
功能，新增“批量验旧模块”，实现了
自动归集验旧发票信息，原本几天的
工作量缩减为几个小时甚至半小时
左右。

此外，我省还开发社保系统线上
缴税证明开具功能和网签三方协议功
能，解决了网上划款无缴费凭证的问
题，避免了缴费人多跑路带来的新冠
病毒传播风险。

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办税安全便捷

全省税务强化“非接触式”服务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记者1
月13日获悉，截至目前，沈阳市场监管
部门共检查冷库 700 余个（次），查封
爱沙尼亚冻煮长额虾、巴西冷冻猪去
骨带皮五花肉、巴西冷冻去骨牛小米
龙、乌拉圭牛肋排、印度进口带鱼等
涉事进口冷链食品 1100 余件、30 余
吨。责令 11 家涉事冷库限期整改，
查封 6 个无照小冷库，拟对涉案的 3
家提供进口冷链食品配货运输的业
户进行立案查处。

针对全国多地进口冷链食品外
包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的情

况，沈阳市迅速行动，对全市进口冷
链食品实施专库专区管理，批批检
测、件件消毒，人物同防，实施了铁桶
式防控。近期，沈阳市市场监管局对
非定点第三方冷库和自备自用冷库进
行了新一轮地毯式排查，对进口冷链
食品管控进行全链条、无盲区、无死角
的全覆盖监管，重点查处进口冷链食
品无“三证”、伪造进口冷链食品出库
单、进口和国产冷链食品混装等违法
违规行为。

据介绍，对个别商家，无视沈阳
疫 情 防 控 大 局 ，违 法 违 规 运 营 行

为，沈阳市场监管部门坚决予以查
处 。 近 日 ，执 法 人 员 在 检 查 时 发
现，一家水产经销部存在进口和国
产冷链食品混装问题，执法人员立
即对存在问题的印度进口带鱼 500
盒 进 行 了 查 封 。 在 沈 河 区 一 家 生
鲜超市，执法人员发现其存在违反
进口冷链食品各项管理规定、进口
冷链食品专区设置不规范、进货台
账记录混乱等问题后，立即责令其
停止销售进口冷链食品，就地封存
自建冷库库存进口冷链食品，限期
转存到定点冷库。同时，对该生鲜

超市下达行政处理意见书，并约谈
企业负责人。

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
市民：临近春节购物高峰，请科学选购
进口冷冻食品，切勿购买、食用来历不
明的进口冷冻食品。要到正规的超市
或市场，并仔细查看食品中文标识，索
要购货凭证。选购进口冷冻食品时，
应佩戴一次性手套和口罩，尽量避免
用手直接接触，购物后应及时对身体
接触的部位及外包装进行彻底消毒。
如发现有违法违规经营进口冷冻食品
的行为，可拨打12315举报。

沈阳坚决查处冷链食品违法违规行为，提醒广大市民：

切勿购买食用来历不明的进口冷冻食品

“ 谢 谢 你 们 ，大 连 人 真 是 太 好
了！”当因疫情受困于大连金普新
区 的 大 货 车 司 机 吴 师 傅 向 他 深 深
鞠躬的一刻，志愿者安磊的眼睛也
湿润了。

安磊是大连金普新区交通运输局
执法队工作人员，去年12月疫情发生
以来，他就参与到金普新区重点人群
转运工作中。由于岗位的特殊性，他
需要每天24小时待命，最忙的时候连
续7天没回家。他还是一个有着十多
年志愿服务经验的志愿者，在完成本
职工作之余，他还积极参与到志愿服
务工作中。近一个月来，安磊累计帮

忙送药、送急需物品 60 多次，驾车行
程近300公里，被赞为封闭区里的“最
美摆渡人”。

几天前，安磊在志愿者群里看
到一条信息，封闭区有一位癌症晚
期老人急需从市内买药，现在药已
经买好，但是金普新区城区交通管
控，希望找人帮忙将药品送进去。
安磊看到信息后立刻回复：“这是救
命的药，我来送吧！”

第二天，他早早地就从志愿者同
伴手中接过药品，给老人送去。送药
的过程中，老人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他通过各种方式联系老人的亲属，等

了半个多小时联系上老人后，他心里
的石头才落地，药终于送到了老人手
里。

这样的事，安磊几乎每天都在做，
他甚至把义务配送当成了自己工作的
一部分。

疫情发生前，来自北京的大货车
司机吴师傅往金普新区送菜，当他准
备回程时疫情发生了，被困在封闭
区。半个多月时间，他只能住在车里，
每天吃火腿肠、方便面。得知这一情
况后，大连爱心人士为司机捐赠了自
热饭，配送的工作又落到了安磊头
上。当把饭交到吴师傅手中时，已经

是晚上9点半。接过饭后，让安磊没想
到的是，吴师傅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表达了感谢。

家住金普新区的大连中心医院
的一名医护人员，每天上下班在封
闭区域外坐车，需要步行 1 小时的路
程才能到家或者到车站，谁能接送
一下……志愿者群里又传来求助。
安磊得知情况后，二话没说就答应
了，从 1 月 12 日开始，每天专车接送
这名护士上下班。

“疫情不退，我也不退，我一定将
爱心传递下去！”义务配送的路上，安
磊坚定地说道。

谢谢你，封闭区里的“摆渡人”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民生·服务

1月12日，沈阳市皇姑区中心医院186名医护人员组成的62支采样小组走进皇姑区重
点管控地区为这里的居民进行入户核酸检测。据了解，当天共入户9100户，对12199人进行
了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疫”无反顾

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 7天居家隔离观察 + 7天社区健康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