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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报道 “父
亲的荣誉来自党和人民的培养和关爱，
理应归还给党和人民。”12月2日，抗美
援朝老英雄孙景坤的儿女受父亲委托，
向抗美援朝纪念馆捐赠荣誉奖章。

孙景坤历经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战争的战火洗礼，并多次立功受奖。
复员后，他深藏功名回乡务农。2020
年 10 月 14 日，孙景坤被中宣部授予

“时代楷模”称号。2021年 6月 29日，
孙景坤被授予“七一勋章”。2021年11
月5日，孙景坤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
模范（敬业奉献模范）荣誉称号。

今年6月，孙景坤曾联系丹东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想要将自己军旅生涯中获
得的荣誉奖章捐赠给抗美援朝纪念馆，
让更多人了解抗美援朝历史，将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传承下去。此后，老人因身

体原因生病住院，捐赠事宜暂时搁置。
前不久，孙景坤再次表达了这个愿望。

2016 年 5 月，当得知抗美援朝纪
念馆正在征集历史文物资料时，孙景
坤就曾把他珍藏几十年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立功证书捐献出来。此次，孙景
坤所捐奖章不仅有解放东北纪念章、
解放华中南纪念章、抗美援朝一等功
奖章等，还有时代楷模奖章、“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等
16件。这些荣誉奖章十分珍贵，将极
大地丰富馆藏内容。

抗美援朝纪念馆将设专区展出此
次捐赠的文物中与抗美援朝相关的奖
章，并向参观人员特别推荐、介绍孙景
坤的事迹以及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
更好地讲好英雄故事，把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传承好、发扬好。

老英雄孙景坤向纪念馆捐赠荣誉奖章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12月2日记者获悉，为解决异地就
医转诊难问题，辽阳市推出“一简化
四公开”新举措：简化手续，公开转
诊待遇、转诊标准、转诊流程、转诊
办理部门及电话。

目前，辽阳居民医保转诊转院
和异地急诊急救住院起付线为
1000 元，报销比例为 40%，明年 1
月起提高至 45%，临时外出就医
起 付 线 为 2000 元 ，报 销 比 例 为
20%，明年1月起提高至30%。

根据现行转诊标准，参保人患
有《辽阳市基本医疗保险转诊转院
病种目录》范围内的疾病，可直接
在医保经办机构或转诊转院定点
医院办理转诊备案；参保人患有病
种目录范围外的疾病，确因辽阳转

诊转院医院的医疗技术或诊疗设
备能力等原因不能确诊或确诊后
不能治疗的情形，由转诊转院定点
医院办理转诊备案；参保人在离开
辽阳或办理异地居住备案人员离
开备案居住地，因突发疾病且满足

《基本医疗保险急危重病异地就医
结算参考病种及关键标准》的，可
直接在医保经办机构办理转诊备
案；参保人所患疾病不符合以上异
地就医转诊标准的，可按辽阳临时
外出就医人员进行备案管理。

为方便参保人办理转诊手续，
辽阳市还公开异地就医转诊流程、
异地就医转诊办理部门及电话。目
前，辽阳各转诊医院按照辽阳市医保
部门提供的模板统一制作宣传海报，
提升转诊转院透明度和便利性。

辽阳异地就医转诊
实行“一简化四公开”

本报讯 11 月 30 日，丹东市
总工会和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联
合召开丹东地区推进劳动争议诉
调对接工作联席会议，并为丹东市
总工会驻丹东中院劳动争议调解
工作室揭牌。今后，双方将共同构
建“法院+工会”劳动争议诉调对
接机制，深入推动劳动争议纠纷多
元化解，切实维护劳资双方合法利
益，营造更加良好的劳动环境。

按照“法院+工会”劳动争议
诉调对接模式，丹东市各级工会组
织将进一步推进劳动争议基层调
解组织建设工作，完善劳动争议处

理机制，有效排查劳动争议隐患，
不断加大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力度，
积极化解劳动矛盾纠纷，坚持将

“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
的方针贯穿于劳动争议调处工作
始终。

构建“法院+工会”劳动争议
多元共治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工会
参与劳动争议协商调解的优势作
用，有利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化解劳
动关系领域重大风险，是服务法治
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利
于维护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

张园媛 本报记者 蔡晓华

丹东构建“法院+工会”
劳动争议诉调对接模式

本报讯 冬日的暖阳照耀着
锦州女儿河卧波桥水域，锦州天鹅
志愿者“七彩云”抱着天鹅小心翼翼
穿过荆棘来到河边，她一边轻轻抚
摸天鹅的脖子，一边哽咽着自言自
语：“不紧张，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七彩云”的泪止不住，是因为
舍不得朝夕相处 7 个多月的天鹅
宝宝。今年 4 月 5 日，锦州天鹅保
护志愿者“笑谈梦画”接到群众反
映，在王姓屯段的小凌河河面发现
一只翅膀受伤、没能与大队伍北迁
的天鹅，一场爱心大营救拉开帷
幕。锦州消防救援支队双羊特勤
站派出有经验的救援人员、宠物医

生为受伤的天鹅做了手术，志愿者
们轮流照顾天鹅直至康复。在天
鹅康复期间，为保障它的饮食，64
岁的志愿者“笑谈梦画”多次下河
捞天鹅喜欢的食物蒲草根，“七彩
云”的哥哥“宁静”每隔一天就要送
来50元钱的泥鳅鱼……

11 月 28 日，天鹅重新回归自
然。生态兴则文明兴，天鹅的到来
让我们见证了锦州生态环境的改
善，体会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重要性，那些可爱的天鹅志愿者更
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锦州城市文明
的快速提升……

陈 涛 本报记者 崔 治

锦州志愿者送受伤天鹅“回家”

“可别小瞧了这小小的加油站，方
圆几十里，那可是我们的保障站、暖
心站。”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太平
镇，提起郭宏军夫妻俩经营的加油
站，十里八乡的村民以及来往我省
与内蒙古的货车司机无不伸出大拇
指，“一年 365 天不打烊，这一晃就是
11年啦！”

太平镇位于阜新西北部，与内蒙
古自治区通辽市的奈曼旗、库伦旗接
壤。郭宏军夫妇经营的夫妻加油站，
坐落在太平镇通往奈曼旗的公路边
上。别看加油站规模不大，却担负着
附近村民生产生活用油以及来往货车
加油的重任。2010年，郭宏军被中国

石油阜新分公司任命为太平镇加油站
销售经理，带着唯一的员工——他的
妻子，开始了驻站经营，全年365天无
休日，一干就是11年。

近年来，太平镇大型农机越来越
多，农机用油量越来越大。每到农忙
时节，大量农机争分夺秒地在地里作
业，不方便到站加油，农民迫切需要
把油送到田间地头。郭宏军每年都
提前按计划把油品储备充足，并作出

“保证油品质量”“保证送油时间”两
个承诺。为了保证把农机用油及时
送到田间地头，郭宏军电话不离手，
联系配送车辆，协调配送时间，安排
配送路线，渴了在车上喝点水，饿了

在车上啃口馒头。
辛苦付出得到乡亲们的交口称

赞。太平村丰年农机合作社理事长
董海明每次谈起这事都很感动：“我
们省时省力省了心，却让宏军兄弟受
累了！”

为了方便过路司机，吃住在站里
的夫妻俩，只要有人来加油，不管几点
都要起身。加油站靠近省级公路，除
了来往车辆前来加油，还经常有路人
到加油站歇脚。对有困难，需要帮助
的路人，郭宏军夫妇都会热情地伸出
援手。有一次，一位70多岁的老人跟
着儿子在加油站等车，寒风中站了很
长时间车也没来。郭宏军赶紧泡了两

碗方便面，待母子两人吃饱后，又将他
们送上客车。疫情防控期间，看到有
的司机没有口罩，郭宏军就会免费赠
送。去年，在防疫物资最紧缺的时候，
他还匿名捐赠了4000多个口罩。

11 年间，这座偏僻小镇的加油
站，发生了太多温馨的故事。11 年
间，郭宏军夫妇却亏欠了家人太多的
爱。11 年，夫妻俩没有回过一次家，
孩子托付给岳母照看，逢年过节，老
人带着孩子到加油站住上几天，享受
一家人难得的团圆时光。郭宏军说：

“镇上就这么一个加油站，实在离不
开人。再说，咱当过兵，又是党员，这
点苦，算啥。”

11年不打烊的小镇夫妻加油站
王子奇 本报记者 侯悦林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12月2
日是第十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今年
的主题是“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
行”。当天，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局
联合省委网信办、省精神文明办、省教
育厅、中石油辽宁销售分公司等单位
举行辽宁省“全国交通安全日”暨“礼
让行人，为你加油”交通安全主题宣传
活动启动仪式。据省公安厅交管局政
委商成繁介绍，此次活动从2021年12
月 1 日开始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结束，

共计 100 天，其间依据各地交警部门
电子警察抓拍到的机动车礼让行人视
频画面，每天随机采集10辆礼让行人
的机动车，向每位车主发放 300 元汽
油电子券，通过正面激励引导广大交
通参与者特别是驾驶员自觉遵规守
法，提升守法、文明、安全出行意识。

据介绍，交警部门在全省范围内
对机动车礼让行人画面进行采集和确
认，机动车在没有信号灯的斑马线前
礼让行人的举动被抓拍到后，将生成

10秒左右的动图，清晰记录下行人走
在斑马线上、机动车停止让行、行人安
全走过、机动车再起步驶过的全过程，
工作人员依据车牌号查找到车主的相
关信息。值得注意的是，本活动仅限
辽宁籍车辆且所有权为个人的私家
车，机动车行驶证签注的车辆类型需
为小型、微型客车。

“各地交警部门将严格把关、认真
审核相关素材。”省公安厅交管局宣
教支队支队长肖燕说，找到、奖励守法

规知礼让的好司机，在全社会营造浓
厚的文明交通氛围。

“全国交通安全日”已走过10年历
程。10年来，我省机动车保有量由557
万辆增加到1122万辆，驾驶员人数由
791万人增加至1447万人；但这10年来，
随着城市交通出行守法率的不断提升，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逐年下降，据统
计，城市机动车驾驶人系安全带的比率
从原来的30%提升至现在的90%以上，
行人、非机动车守法率提高至79.5%。

我省举行“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启动仪式

寻找好司机引导驾驶员遵规守法

12月 2日，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沈北新
区大队以“全国交通安全日”为契机，走进辖区环
卫企业、学校、公交公司等场所，开展以“守法规知
礼让，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活
动，营造“文明交通，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文明交通 人人参与

本报讯 “走，这件事咱们去
‘评理说事点’评评理去。”现在，在
盘锦市许多人遇到矛盾纠纷都习
惯说这样一句话。盘锦市发挥村

（居）民“评理说事点”职能作用，引
导群众依法议事、依法办事，提升
基层社会依法治理水平。

居家过日子，街坊之间难免磕
磕碰碰。这些小摩擦看起来不算
什么，可日积月累，或许就会变成
大矛盾，这需要一个顺畅的沟通渠
道。盘锦市不断加快推进村（居）
民“评理说事点”建设，在各村（社
区）选聘具有一定群众基础和较强
工作能力的人员任职民事调解
员。目前，盘锦市已经建成525个
村（居）民“评理说事点”，实现了行
政村、社区全覆盖，为推进社会矛

盾纠纷化解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推进村（居）民“评理说事

点”建设中，盘锦融入普法元素，帮
助群众解决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的同时，让大家知法、懂法、守
法、用法，使其成为普法新阵地。
在双台子区陆家镇陆家村，刘家与
苏家因宅基地边界空隙归属发生
过矛盾，今年 8 月，因刘家门外种
植的一棵苹果树遮挡苏家日照发
生了争吵。“评理说事点”调解员和
法律工作室人员一起，讲清了民法
相关法律条款，调解了矛盾，让老
邻居握手言和。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底，
盘锦市村（居）民“评理说事点”化
解矛盾纠纷5000余件。

赵中外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盘锦“评理说事点”化解基层矛盾

请以下在我中心进行投标的单位于登报之日起15日内到沈阳市大东区财政事务服务中心（原沈阳市大东区政府采购中心）办理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退款事宜，逾期视为自动放弃退款。
办公地址：沈阳市大东区观泉路102-6 416 联系电话：024-88523416
特此公告

退款公告

山西省交城县兴龙铸造有限公司
沈阳金锋制造有限公司
沈阳蓝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奥斯森木业有限公司
德安消防工程
沈阳海明装饰工程
沈阳加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城鑫市政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天齐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鑫长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沈阳天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辽宁省城建集团
黎明建筑装饰工程公司
沈阳振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第十三建筑公司

沈阳佳企电子有限公司
沈阳新杉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斯必盛电子工程
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分公司
保利物业管理沈阳有限公司
沈阳市新思维建筑装饰装修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国际建设集团
沈阳市禾百美清洁用品销售中心
浙江龙邦塑业有限公司
沈阳亚特体育场馆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盛恒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凯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佳明测控仪器有限公司
大连智森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长白华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沈阳安捷信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天北鸿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海狮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天恒创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徐水县伟达精密构件有限公司
辽宁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永康市新世纪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沈阳泰德隆家具有限公司
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会诚展会服务有限公司
沈阳瑞麟同泰贸易有限公司
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联勤筑路材料有限公司

辽宁宝堃兴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辽宁金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阳宝业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立诚基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鲁博厨业有限公司
鞍山永大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宁大服装厂
辽宁艾培具医疗康复器具开发有限公司
抚顺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阳博尔泰商贸有限公司
沈阳双益医用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沈阳立本科教玩具有限公司
沈阳市融信伟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富奥电梯有限公司

英特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晨辉设备
沈阳立本科教玩具有限公司
辽宁正大物资销售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进出口有限公司
沈阳加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建筑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沈阳汇盛自控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易斯特家具销售有限公司
辽宁华信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辽宁建设工程造价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沈阳甲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巨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辽宁中天运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辽宁龙信达会计师事务所

辽宁金贸诚祥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吉林吉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沈阳大通电子工程
沈阳新嘉诚工程管理公司
沈阳华赢工程有限公司
辽宁洪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设工程造价咨询
北京天恒创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光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安捷信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经纬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宜萱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沈阳市雪松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昕芮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市松陵建筑工程公司

投标保证金失联企业名单

履约保证金失联企业名单

沈阳海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吉顺液化
沈阳宝利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奉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辽宁汇众源招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辽宁诚恩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方正资产拍卖行
辽宁中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中意浩诚会计师事务所
辽宁金宇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辽宁新十方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沈阳筑波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

沈阳市园林规划设计院
新大田
惠天汽修
梓盛设计

北大营汽修
沈阳长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沈阳中创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辽宁新华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辽宁中财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万和建筑有限公司（质保金）

沈阳市大东区财政事务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