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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8月30日，记者从沈阳市总工会了
解到，为切实满足新形势下广大
职工新需求，沈阳市工会会员服务
实体卡即日起升级为电子卡，该
电子卡将在现有基本服务功能基
础上，增加一系列新的会员优惠
福利。

据介绍，原实体卡仅保留银行
金融服务功能，即为一张普通银行
借记卡。原实体卡中的大病保障、
住院津贴及医疗帮扶计划、文体设
施优惠等基本服务功能将转至电
子卡上。

“会员可下载‘沈阳 e 工会’
APP，通过注册登录、实名认证、
申请办理等步骤申领电子工会
会 员 服 务 卡 。”沈阳市总工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会员申领电子卡后可享

受新推出的“福利在线”和抢券等
会员福利。其中，“福利在线”是沈
阳市总工会依托“沈阳e工会”建立
的非盈利性职工线上福利保障平
台，该平台通过引入社会优质资
源，打造优惠与高品质整合的人性
化福利。目前，该平台已与京东
合作，工会会员可享受商品 2 折
至 9 折优惠，平台与其他知名网
购商城、本地特色产品商家的合
作也在洽谈之中。另外，沈阳市
总工会还联合中国建设银行辽宁
省分行在餐饮、交通出行、购物、
观影等方面开展 1元抢 30元或50
元优惠券活动。

沈阳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工会将立足会员意愿
和需求，持续不断地开发和推出会
员优惠福利活动，为会员提供更多
的普惠化、个性化服务。

沈阳市工会
会员电子服务卡上线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
者8月30日获悉，为进一步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提高食品生产企业监
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督促企业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大连市近日
全面实行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
监管。

结合食品生产企业实际情况，
大连市将企业风险等级从低到高
准确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
等级越高监管越严。风险等级为
A、B级的企业，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1次。风险等级为 C级的企业，每
年至少监督检查 2 次。风险等级
为 D 级的企业，每年至少监督检
查3次。每年12月底前，完成对企
业风险等级调整工作以及新办企
业的等级确定工作。食品生产企
业日常监督检查数据将及时录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监督
检查系统。目前，大连市食品生产
企业风险分级监管工作正有序推
进，全市食品生产企业日常监督检
查完成量已过半。

大连实行食品生产企业
风险分级监管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8 月 30 日，记者从鞍山市获悉，为
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自然
资源违法犯罪活动，坚决铲除“沙
霸”“矿霸”等黑恶犯罪团伙及其

“保护伞”，切实维护良好自然生
态环境，鞍山市即日起至明年 7
月底，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为期一年的打击整治“沙霸”“矿
霸”等自然资源领域黑恶犯罪专项
行动。

据介绍，鞍山市此次专项行动
以矿区、山区、林区、河道为重点，
围绕开采、销售、运输、使用各环
节，坚持“打团伙、端窝点、摧网络、

断链条、追流向”，公安机关与自然
资源、生态环境、水利监管部门协
同作战，致力于将“沙霸”“矿霸”
等自然资源领域黑恶犯罪团伙彻
底打净，对背后站台为其撑腰的

“保护伞”全面清除。
目前，鞍山市公安局已组织

警力深入乡村、项目工地、厂矿
企业、建筑行业等区域，对矿产
开 发 及 采 砂 领 域 的 企 业 、场 所
开展细致排查，对近年来的相关
警 情 、案 件 和 举 报 线 索 进 行 全
面 梳 理 ，鼓 励 广 大 群 众积极检
举揭发“沙霸”“矿霸”及其“保护
伞”线索。

鞍山开展打击“沙霸”“矿霸”
涉黑涉恶犯罪专项行动

8 月 24 日，记者走进位于丹东市
的辽宁天泽产业集团纺织有限公司
织造车间，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装
卸、转运、清扫……54 岁的车间主任
吕成革在自动化纺织机器间来往检修
机器，手上全是油泥。

近些年，国内外纺织技术的发展
日新月异，天泽集团拥有多台从国外
引进的织机，全新的高性能设备，给修
理工的技能提出了新要求。吕成革主
动承担起设备维修保养的重任，近30
年，他凭着顽强的钻研精神，掌握了设
备维修保养技能，驾驭了这些“洋设
备”。“我必须先掌握新设备新技术，才

能教会操作工人使用。”他的想法很朴
实，就是要让更多的中国工人掌握先
进的国际技术，努力实现由“中国制
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

2006年，公司从德国进口一台织
机，机器完全由电子控制，德方派人来
安装。吕成革当时是维修班班长，车
间过去的织造设备都是机械的，像这
样的电子设备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吕
成革看不懂产品说明书，也听不懂德
国专家说什么。在德国专家安装调试
设备时，他认真看、认真记，不放过每
一个细节，看不明白的地方就问翻
译。安装调试只有4天，那几天，他每

天都围着德国专家转。专家走后，吕
成革抓紧时间将专家安装时的一个个
要点与设备对比，对操作时需要的数
据进行运算，认真分析研究设备每一
个部位的性能。

2013年，公司又从德国购买两台
同类设备。这次，吕成革不仅自己组
织安装，还对设备进行了改造。这两
台设备“卷曲”操作烦琐，工人不好掌
握。吕成革将“卷曲”加工程序进行了
改造、简化，工人操作更容易了，质量
也满足了要求。经过多年的苦心钻
研，吕成革不仅娴熟掌握织机、捻机、
整经机维护以及疑难排除技术，还钻

研了织造工艺技术，参与过两项国家
标准和一项行业标准的起草工作。

说起吕成革，工友刘立中既感激
又佩服，“我刚进厂时18岁，什么都不
懂，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技术都是
吕师傅教出来的。”刘立中说，每次维
修完设备，尤其是维修完进口设备，吕
成革要和他们一起总结分析设备出现
问题的原因，排除故障的要点，“和吕
师傅每完成一次设备维修，都感觉技
术又进步了一点，扎实了一些。”“我们
不仅要学会、用好国际先进技术，还要
扬长避短，快速改造提升我国的纺织
织造技术。”吕成革说。

30年钻研“土专家”玩转了“洋设备”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8月
30日记者获悉，为进一步减轻未成年
居民门诊康复医疗费用负担，自9月1
日起，大连市在全省率先将城乡居民
医保门诊规定病种Ⅱ类（即俗称的“门
诊大病”）增加未成年居民门诊康复治
疗病种。也就是说，大连市未成年参
保人在门诊发生的康复治疗费用，医
保可以报销。

医保保障范围为参加大连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的未成年居民，因各种
原因导致运动、认知、智力及言语等

发育障碍，已取得残疾人证，并需要
进行系统康复治疗的人员。

未成年居民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
发生的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的康复、
诊疗，以及与康复疾病相关的必需的
药品费用，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统筹基
金报销不设起付标准（即无“门槛
费”），报销比例为75%。

那么，哪些门诊康复治疗患儿可
以办理残疾人证？根据残联相关规
定，儿童康复门诊常见病种有：脑性瘫
痪、高危儿、孤独症谱系障碍、社交障

碍、全面性发育落后、智力障碍、臂丛
神经损伤、语言落后（三周岁以上申
请）、脑炎后遗症都可按残疾人证评定
标准申请办理残疾人证。

据了解，未成年居民门诊康复治
疗定点医疗机构为二级及以上具有康
复医学科并配有专职康复医师、康复
治疗师，有相应的康复治疗专用设备
及场所的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新规实施之日起，城 乡 居 民 医
保门诊规定病种Ⅱ类中孤独症和小
儿脑性瘫痪病种同步取消，已享受

上述两个病种待遇人员并入未成年
居民门诊康复治疗病种继续享受有
关待遇。

近年来，大连市稳步提高未成年
参保人医保待遇水平，今年起，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未成年参保人的住院
医保报销比例有所提高。其中在三
级医院住院，医保统筹基金支付比
例由 70%提高到 75%；在二级医院住
院，医保支付比例由80%提高到85%；
在一级医院住院，医保支付比例由
85%提高到90%。

9月1日起，大连在全省率先实行医保新规

未成年居民门诊康复治疗纳入医保报销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记者 8
月30日获悉，沈阳市聚焦分类装袋、分
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置、源头减量六个环节，今年在全市九
区5000多个居民小区全部开展生活垃
圾“四分类”，计划年底前，沈阳市家庭
厨余垃圾日均收运量力争达到100吨，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保持在35%以上。

沈阳市将建立健全居民小区家庭
厨余垃圾分类运行体系，积极引导和
推动居民投放家庭厨余垃圾。合理布
局分类投放设施指导居民精准投放，
通过破袋投放集中收运处理，分布收
运处理模式，以及不破袋投放集中收

运处理完善厨余垃圾收集、运输、处理
体系。统一规范生活垃圾“四分类”标
志，合理设置公共机构、企业、公共场
所、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箱房、桶站等设施设备。

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方面，沈阳
市将统筹再生资源交投网点、厨余垃
圾收集点、其他垃圾压缩站、环保屋的
建设，发挥环保屋作用，保证智能设备
完好率和运行率，完善点、站、屋分类
收集能力。建立健全与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相衔接的运输网络，合理确定分
类运输站点、频次、时间和线路，配足、
配齐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车辆，提升单

位厨余垃圾收运能力、完善家庭厨余
垃圾运输能力。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设施建设，补齐垃圾处理设施短板，
保持末端处理能力稳定运行，推进园
林垃圾、大件垃圾资源化终端处置。
为推动源头减量，沈阳市还将倡导“光
盘行动”，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推
行净菜上市、洁净农副产品进城等。

为提升分类工作质量，沈阳市将
开展多个专项行动。生活垃圾分类进
物业行动，制定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
本，将生活垃圾分类事项纳入合同文
本，对不积极、不主动、不配合的物业企
业予以处罚。生活垃圾分类进高校行

动，在42所高校的51个校区加强分类
宣传，切实提升高校生活垃圾分类覆盖
率和参与率。此外，还将开展垃圾分类
进公共机构、餐饮企业、大型商业中心等
行动。同时，还将解决再生资源行业无
证照经营、异地经营和占道经营等问题。

据悉，《沈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办法》已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
定单位和个人在投放生活垃圾时，随意
倾倒、抛撒或者堆放生活垃圾的，责令
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单位有
此行为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罚款；个人有此行为的，处一百元以上五
百元以下罚款。

沈阳5000余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将垃圾分类纳入物业服务合同，物业不配合将被处罚

民生·服务

近日，阜新市海州区退役军人自发组建了
“我是老兵，文明有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退役军
人志愿者服务队。每天在交通晚高峰时段，他们
协助交警规范交通秩序，向广大市民宣传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知识，展现了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
的老兵风采。

本报特约记者 朱学著 摄

我是老兵 文明有我

北票市是一座因煤而兴又因煤而
转型的辽西山城，近年来通过综合治
理，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从老城南山到
新城台吉，生态环境越发宜人。

“我们在北票人民公园新建的
4000平方米蔷薇园，共栽植风景树
30多种，花卉5500株，铺装彩色陶瓷

颗粒路面200平方米……”北票市林
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北
票市城区绿地总面积1001公顷，绿
化覆盖率为42.8%，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14.5平方米，居民出门见绿、移步
见景，充分享受绿色福祉。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北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