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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受冷空气影响，10月11日清晨我省大
部分地区气温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阜
新最低气温只有2℃，沈阳、铁岭、朝阳最低
气温3℃。记者在沈阳市浑河慢道和沈北
七星山景区看到，红黄绿相间的深秋景致
呈现，人们出行纷纷换上秋装。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天凉好个秋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9月28日20时05分，丹东市医保信
息平台顺利接入国家平台，成为省
内首个医保平台上线城市。10月9
日，丹东市医保局在医保服务大厅
举办启动仪式，宣布国家医疗保障
信息平台在全市区同步上线，标志
着丹东市医保信息化工作迈入标
准化、集约化、一体化的新阶段。

建设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
台，是丹东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
面推进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丹东市医保
局严格遵循国家、省医保局的统一
设计和丹东市政务服务一体化的
整体要求，将医保平台建设作为推

动医保服务高效便民的重要抓手，
进一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
精准化服务能力。

接入后，丹东市医保信息平台
包含公共服务、跨省异地就医管理
等 14 个业务子系统，能够有效提
高医保标准化、智能化和信息化水
平，让数据代替参保人“跑腿”；实
现国家、省、市、县四级互联，实现
了医保、税务等部门和医院、药店、
诊所等单位的数据互通；覆盖全市
1800多家定点医药机构，为210多
万参保人提供更方便快捷、优质高
效的医保服务，为医保业务办理标
准化、监督管理智能化、公共服务
便捷化、决策分析精准化提供更加
强有力的支撑。

丹东在省内率先
接入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公
交车如同高铁一样准时，可以实时
看到车辆到达时间、下一站到站时
间等。10 月 11 日，记者从 2021 中
国（沈阳）智能网联汽车国际大会
上获悉，沈阳首条智能公交线路已
经在大东区开始运营，11辆“汽车
城专线”公交变身为智能公交车。

据介绍，首条智能公交线路是
在原有“汽车城专线”的基础上进行
升级改造，基于车路协同技术，通过
在原有车辆上安装辅助设备，实现
标志牌识别、红绿灯识别、公交信号
优先、驾驶员安全预警等，可以说是
无人驾驶技术的初级阶段。

改造成“精准智能公交”之后，

公交车将按照排班时间精准到站，对
于等车市民来说，公交如高铁一样准
时准点，出行可提前规划好时间。系
统云端将综合考虑信号、道路、安全、
车辆、乘客等因素，为车端精确引导
速度，确保运行计划精确可执行。
在安全驾驶方面，智能公交可以研
判交通态势，预测碰撞风险，接收云
端车速指示，给驾驶员安全预警和
提醒。另外，未来这条线路还将为
车企提供自动驾驶技术的测试场地。

据了解，首条智能公交线路从
大东区月亮湖街始发，途经沈阳-欧
盟经济开发区、虎石台开发区、机电
市场、大东区政务中心等重点地区，
至龙之梦枢纽站终点，全程22公里。

沈阳首条智能公交线路运营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10月11日，记者从抚顺市获悉，为
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抚
顺市围绕工伤事故和易引发职业
病的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
等重点行业企业制定了《抚顺市工
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实施方案》，构建治理方案、过
程监督、结果评估三位一体的工伤
预防治理体系为安全生产“加码”。

方案共包括10类29项工作任
务，通过科学制定工伤预防实施方
案、建立工伤预防联防联控机制、明
确盯紧工伤预防重点、规范工伤预
防费使用管理、加强工伤预防宣传

引导、开展工伤预防培训、发挥工伤
保险浮动费率作用、大力开展互联
网+工伤预防、推进工伤预防专业化
职业化建设、加强对工伤预防工作
的考核监督，切实从体系、全局、根
本的角度健全抓落实长效机制，形
成治理方案、过程监督、结果评估三
位一体的工伤预防治理体系，推动
工伤预防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为有效开展工作，抚顺市还成立
了由人社、工信、财政等部门组成的
工伤预防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
建立联席会议、联合检查、信息共享
等制度机制，为五年行动的有效实
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

为安全生产“加码”
抚顺构建三位一体工伤预防体系

本报讯 大连海关日前在对
申报品名为“瓷器摆件”的进境快
件进行人工查验时，发现包裹中的

“瓷器摆件”疑似为红珊瑚手串及
胸针，净重共计 65 克。后经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检测中
心鉴定，确定为濒危红珊瑚制品，
现已依法进行处理。

据了解，红珊瑚由珊瑚虫堆积
而成，生长极其缓慢，因其稀有及
不可再生，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为我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禁
止非法采摘并限制国际贸易。

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
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签署和
批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缔约方之一，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
保护。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寄
递、携带、运输濒危物种及其制品
出入境的，必须持国家濒危物种进
出口管理机构核发的允许进出口
证明书，向出入境海关申报。

大连海关严打红珊瑚、象牙等
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不断优化
监管流程、健全监管制度、强化风
险防控。加大对来自重点国家的
高风险货物的查验力度，对可疑集
装箱实施彻底开箱查验。

大连海关提醒：红珊瑚、象牙、
海马、穿山甲、玳瑁、西洋参等均属
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切勿随
意寄递出入境，以免触犯法律。

林 戈 本报记者 王荣琦

大连海关查获红珊瑚制品
提醒：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制品勿随意寄递出入境

蔡女士：我今年大学毕业后刚刚
入职一家民营企业从事财务工作，尚
未签订劳动合同。请问，签订劳动合
同的期限是如何规定的？签订劳动合
同时应该注意哪些内容，才能保障自
己的权益？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蔡女
士，您与用人单位如果已建立劳动关
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
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按照规定，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
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约定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
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
工作的完成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

蔡女士，作为职场新人，签订劳动
合同时要注意具备以下条款，包括用
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
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
码，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
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
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

危害防护，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
动合同的其他事项。劳动合同除具备
这些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
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
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

此外，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和劳
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的，引发争
议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
商；协商不成的，适用集体合同规定；
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
动报酬的实行同工同酬；没有集体合
同或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条件等标准
的，适用国家有关规定。

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应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本报记者 徐铁英

讲政事

民生·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近
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印发《关于
做好辽宁省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工作的通知》，明确2021年人均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为79元，
相较2020年增加5元，新增5元统筹用
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针对
城乡居民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以儿
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为
重点人群，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

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此次提标
是我省落实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
方针的具体行动，也是推进健康辽宁
建设的重要举措。通知要求，各市要
毫不松懈做好基层常态化疫情防控；
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防接种服
务；进一步完善本地区信息系统建
设，加快推进电子健康档案向居民个
人开放。

同时，抓好重点项目，提升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质量。深入推进基层
慢病医防融合；加强 0 岁至 6 岁儿童

健康管理，突出重点，在对儿童开展
健康体检时做好眼部和视力检查工
作，依托电子健康档案完善 0 岁至 6
岁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并随儿童
入学实时转移；规范开展 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健康管理，鼓励有条件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历年老年人健康
体检结果进行比对分析；规范开展中
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每年为 65 岁及
以上老年人提供 1 次中医药健康管
理服务，在儿童 6、12、18、24、30、36
月龄时对儿童家长进行儿童中医药

健康指导；规范开展卫生应急项目管
理以及人口监测工作管理；全面加强
控烟履约工作，各市年底前无烟党政
机关覆盖率达60%以上。

此外，提升标准的同时要注意加强
资金管理。各市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补助资金标准按时足额安排资
金预算，明确年度绩效目标，规范资金
分配、使用，不得挤占、挪用项目经费，
确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年度工作
任务保质保量完成，保障财政资金安
全有效。

我省全力推进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发展

人均补助标准提高至79元

9 月 25 日，在丹东城西鸭绿江支
流爱河岸边，一群身着红马甲的志愿
者细心地捡拾垃圾，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捡拾，看着干干净净的地面和水面，
志愿者们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是蒲公英义工站志愿者守护鸭
绿江的一幕。“每周 1 小时，环保在身
边”，志愿者们沿鸭绿江捡拾垃圾，已
有6个寒暑。截至目前，义工站有义工
400多人，志愿者累计参加环保活动时
长达4.1万余小时。

“环保只是举手之劳，行动起来，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环境的守护者。”志
愿者米晓平对记者说。当日，她带着
上小学的儿子和外甥一起去江边捡拾
垃圾。

“以‘蒲公英’命名，就是要把爱的
种子播撒到每个角落。我们的公益活
动不以大型活动为主，倡导从身边的小
事做起，从身边的人做起，提出‘每周1
小时，关爱身边人’‘每周1小时，环保在
身边’，提倡大家把这些小事长久地坚
持做下去。也希望通过打造好义工站，
让更多的人借助这个平台参与活动，奉

献爱心。”义工站站长尹航说。
蒲公英义工站的章程这样写道：义

工是指在不计物质报酬的情况下，基于
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为改进
社会而提供服务，贡献个人的时间及精
力和个人技术特长的人和人群。义工站
还实行年度考核，每个自然月累计参加
活动时长要达1个小时。

“我切实感受到了坚持的力量，大
家一点一滴的努力，不仅让家乡的天更
蓝、水更绿了，也唤醒了身边人的环保
意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环保公益的

行列中。”志愿者李响对记者说，从2015
年7月加入蒲公英义工站，她始终不辍
地参与到义工站组织的各种活动中。

10 月 1 日、2 日、5 日、7 日到鸭绿
江断桥附近捡拾垃圾；10月1日、3日、
4日到志愿军公园捡拾垃圾……这是
蒲公英义工站近期的环保活动。6年
来，志愿者们不断重复着弯腰、拾起、
装袋这些单调的动作，守护着母亲
河。2021年1月，蒲公英义工站“每周
1小时 环保在身边”志愿服务项目被
评为省2020年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鸭绿江边的环保守护者
本报记者 蔡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