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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提升锦州市基层食品检测能力
建设，食品快速检测车开进市场，在锦州市
各区、县正式启用。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车配置了便携式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手持式劣质油检测仪、
便携式余氯测量仪等设备仪器, 可满足蔬

菜、油类、畜禽产品、水产品中的食品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非法添加物、重金属和食品污
染物等项目的快速检测需求，大部分检测能
在30分钟内取得检测结果。有效提高了市
民参与食品安全的积极性和满意度。

张晓辉 本报特约记者 江 波 摄

食品快速检测车开进市场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真便利，这回心里可舒坦了！”12
月6日，第一时间办理退货手续的辽
阳市民白女士说，她通过全国12315
平台选择了绿色通道进行投诉，友
谊商城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迅速
帮助她解决了与专柜的纠纷。

其实，这得益于友谊商城成为
开通绿色通道的在线消费纠纷解决

（ODR）单位，处理消费纠纷优质又
高效。目前，友谊商城与消费者在线
协商10次，先行和解率达100%，较
平均水平高出29.8个百分点，消费
者满意度达100%。同传统调解方
式相比，ODR单位和解成功率提高
14.15%，平均办理时长缩短9.5天。

ODR 单位是指在辖区市场
监管部门指导监督下，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提供消费纠纷在线和
解服务的单位，包含企业、其他市
场主体、有关行业协会、社会组织、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等。消费者在有
维权需求时，可以访问www.12315.
cn或是通过手机 APP等多种渠道
登录全国12315平台，查找到相关
ODR单位，勾选“选择绿色通道企
业，享受更高效的维权服务”，进行
投诉提交与纠纷和解。

今年以来，辽阳市市场监管局着
力培育发展在线消费纠纷解决

（ODR）单位，严格落实经营者消费维
权主体责任，快速化解消费矛盾纠纷，
大力提高12315平台工作效能，切实
维护消费者合法利益。截至目前，辽
阳已发展ODR单位8家，预计年底前
ODR企业达到34家。

辽阳8家单位开通
消费纠纷在线解决绿色通道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节假日里，孩子们开心地走进小候
鸟图书角，在这里参加丰富多彩的
读书活动，在书香中健康成长。在
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大力支持下，抚
顺市建立了 15 个小候鸟图书角，
为孩子们提供更为便利、优越的阅
读环境。今年，小候鸟图书角开展
了60场主题活动，惠及儿童近500
人次。

今年以来，抚顺市妇联充分运
用小候鸟图书角管理平台，抓住儿

童节、国庆节、暑假等时间节点，开
展多姿多彩的读书活动。“颂百年
风华，传红色基因”“童心向党，快
乐成长”等一系列红色经典诵读
活动，让孩子们继承革命传统、传
承红色基因，引导少年儿童爱国
爱家，“守护安全伴成长”“关爱留
守儿童，暖心陪伴活动”等主题读
书活动丰富了留守儿童的课余生
活，提高了孩子的阅读能力，培养
了孩子们“好读书、读好书、读书
好”的良好阅读习惯。

抚顺小候鸟图书角
丰富留守儿童课余生活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从
“面对面”变为“屏对屏”，锦州市建
设仲裁庭远程庭审平台。目前，系
统平台完全具备远程庭审功能，在
仲裁庭的组织下，各方当事人通过
PC 端、手机客户端可以完成远程
陈述、答辩、举证、质证和辩论等审
理环节，最终形成电子笔录存档，
极大提升了庭审的效率。

锦州仲裁庭远程庭审平台打
破了时间和空间因素对庭审活动
的限制，通过简单操作，即可完成
在线开庭审理。开庭前，案件当事
人需扫描“庭审码”进入庭审，系统

中的人证识别软件与公安系统联
网，最大限度地解决了线上当事人
身份甄别及安全问题；庭审中，在
仲裁庭的组织下，完成远程陈述、
答辩、举证、质证和辩论等审理环
节，可运用语音自动识别功能，形
成电子笔录；庭审结束后，仲裁委
根据当事人陈述，制作上传笔录，
当事人可在线校对笔录，经确认无
误后电子签署笔录。

系统平台的使用，方便了外省
市人员参加案件线上审理，减少了
当事人往返奔波的次数，节省了仲
裁参与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锦州建设仲裁庭远程庭审平台

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累了来歇脚，渴了来喝水，热了来
乘凉，冷了来取暖……”12月9日，
午饭时间已过，刚送完一单外卖的
两名快递小哥来到昌图镇文萃社
区服务中心的爱心驿站，因为这里
有微波炉、饮水机等设施，他们经
常到这里做短暂休息。

记者在昌图县委组织部了解
到，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
深走实，今年，昌图县在全县范围

内建立了18个快递小哥爱心驿站，
目前已全部投入使用。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近年
来，快递小哥这一新兴就业群体日
渐壮大。为解决他们喝水难、休息
难、如厕难等问题，昌图县按照有标
志、有场所、有党旗等“六有”标准，
统一在八面城、宝力等6个中心镇
建立了爱心驿站，并统一配有饮水
机、微波炉、急救药箱，免费为快递
小哥、环卫工人提供休息、充电、热
餐等基础服务。

昌图建18个爱心驿站
为快递小哥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12
月 9 日，记者从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
全管理局获悉，为简化驾驶人的办事
手续，提升证件的使用便捷度，方便广
大群众办事儿和出行，自本月 10 日
起，电子驾驶证在鞍山市全面推行。

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 12123APP
登录个人账号领取电子驾驶证，与纸
质驾驶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其
中，电子驾驶证的动态显示驾驶证状

态，可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多
个场景，实时出示实时核验，直接解决
了忘带驾驶证的问题。同时，驾驶员
可以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处
理交通违法、处理交通事故等多项交
管业务,无须再提交纸质驾驶证。此
外，在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应用场景
均可使用电子驾驶证。

需要注意的是，驾驶人申请时根
据驾驶证的不同情况分为 3 种情形，

第一种是驾驶员在系统中已经有符合
规定的驾驶证照片，就可以直接通过
识人认证申请。第二种是驾驶员在系
统中没有符合规定的驾驶证照片，需
要通过摄像头实时拍摄人像后进行上
传，等待审核，审核通过即可申请。第
三种是驾驶员在系统中没有符合规定
的驾驶证照片，可以通过手机相册进
行上传。

鞍山警方提醒，无论是实时拍摄

还是从手机相册上传都要仔细阅读拍
摄须知，照片要符合规范，否则审核
不通过便不能申请电子驾驶证。同
时，申请人的驾驶证应当在有效期
内，驾驶证存在扣留、暂扣、逾期未体
检、逾期未审验、公告停止使用等情
形的，也将无法申领电子驾驶证。交
管部门提示，由于电子驾驶证申请前
期申领人数较多，驾驶员朋友可耐心
等待，错峰申请。

今日起鞍山驾驶员可申请电子驾驶证

“不能脸一绷对当事人说‘法律
就是这么定的’。”担任检察院公诉人
14年来，丹东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
部主任苏凤琴面对案件，不仅有本
事、讲技巧，更把浓浓的人情味儿融
入公正执法中，“换位思考，如果这样
的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咱上不上
火？有没有气？你不把道理讲透，他
们心里的坎儿能过得去吗？”苏凤琴
总是这样说。

2007 年 3 月，苏凤琴进入丹东市
检察院公诉部门工作，在大案要案办
理中摔打历练，在对侦查审判纠错纠
偏中执着追求，入职第7年，她荣获了

“全国优秀公诉人”称号。
苏凤琴进入丹东市检察院刚半年

的时候，受院里指派，参加一起非法经
营案的公诉专案组，负责对其中 8 名
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起诉工作。案情
复杂、证据量大，涉案人员 29 人，卷
宗有 40 余册。当时，苏凤琴已有孕
在身，但她仍坚守在办案一线，经常
加班加点至深夜。专案工作历时 5
个月，开庭时距苏凤琴的预产期仅有
11 天，可她坚持自己上庭，一连七八
天。儿子出生后，头部有一个鸡蛋大
的水包，医生告诉她，这是母亲久坐
压迫所致。谈及此事时，坚强的苏凤
琴泪水夺眶而出。

一个案卷卷宗近 10 册、数百页，
苏凤琴阅卷并拿出审查意见仅用一
两个小时，这就是苏凤琴独创的“苏

式阅卷法”。她提出根据案件类别、
案情繁简程度、案卷数量等因素，策
略性地选择重点阅卷法、交叉阅卷
法、倒序阅卷法、阅卷笔录法等，以提
高阅卷效率。

苏凤琴还将“苏式阅卷法”分享
给同事。“用了‘苏式阅卷法’，我在办
理一起案卷卷宗近 10 册的挪用资金

（上诉）案时，阅卷不到两个小时就给
出了审查意见。”丹东市检察院检察
官修建华高兴地说。如今，越来越多
的办案人尝到了“苏式阅卷法”带来
的办案甜头。

坐在记者面前的苏凤琴，给人的
第一印象是知性而有亲和力，正如她
的办案风格一样，公平正义的背后充

满温情。2010年，苏凤琴办理了一起
因强制拆迁引发的多人故意伤害案。
动迁居民在阻止施工过程中与施工公
司职工发生打斗。案件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后，数十名动迁居民轮番来
访。苏凤琴耐心地解释法律规定，每
次都得站着讲两三个小时。几次三番
后，最终赢得了居民的理解和配合。

十余年来，苏凤琴所办理和复核
的案件有900多起，件件保质保量，在
全省“十大精品案例”和“十佳公诉庭”
评选中先后六年榜上有名。“星光不负
赶路人，我和我的团队，仍将沿着梦想
最初的方向，逐梦前行。”对苏凤琴来
说，因为热爱而选择，更是因为选择而
终生坚守。

检察官苏凤琴办案有法度也有温度
本报记者 王卢莎

视点 SHIDIAN

“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人车分
离、电线入地，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不
见了，出门方便多了。”走在沈阳市
建院街，市民罗先生说，“不仅如此，
街边还建设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
能健身休闲，也能从镌刻锈板中感
受这条街的过往。”

如果说主干道是一个城市的
“面子”，那么背街小巷就是城市的
“里子”。今年，沈阳市下足功夫更
新 10 条街道、改造提升 184 条背街
小巷、打通7条“断头路”，不但解决
了长期困扰居民的出行问题、环境
问题，也留存了城市记忆，让市民在
巷子、胡同里感受城市温暖和城市
文化。

“以车优先”变“以人优先”

全长736米的建院街是沈阳市
区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小马路，因沈
阳建筑工程学院而得名。以前，建
院街人车混行，路面坑洼不平。

针对背街小巷存在的短板问

题，今年年初，沈阳市对全市街路
情况进行全面梳理，计划利用 3 年
时间，实现街路整洁亮丽、畅通有
序、功能完善、特色鲜明、富有文
化底蕴，同时打造部分精品文化
街区。

“道路的最基本功能就是交通
功能，建院街在设计中重新划分断
面，通过护栏、种植池等进行分隔，
实现机非分离、人非分离，使车与人
路权分明，各行其道。”沈河区城市
管理局副局长杨蕾说，“同时，我们
拆除 38 根电线杆并实施架空线落
地的多杆合一，从在人行道上增设
灌木等的‘硬提升’，到设置休闲座
椅及趣味雕塑小品等人文景观的

‘软改造’。”
“以车优先”转变为“以人优

先”，是沈阳市道路更新改造的突出
特点。在陵东街，机动车道和非机
动车道之间有了绿化带，人行空间
也得到进一步优化，新增的慢跑步
道，将北陵公园、新开河步道及沿线
街景公园串联为绿色生态长廊。

“一路一策”让街巷有“味道”

在建院街与文艺路交叉口街角
处，一堵花岗岩墙体上镶嵌的年代
锈板，镌刻着沈阳建筑大学发展历
程。建筑大学老红砖楼外墙上，展

示着过去的建筑图纸、课程表，也展
示着从人工设备，到数控设备，再到
数字设备的不断升级。

“似乎感受到了书香味儿。”市
民李先生说。

街巷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每条街巷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尊
重街区原生态文化，才能留住街区
自身的老味道。为了避免街路更新

“千街一面”，沈阳市按照“一路一
策”的原则进行设计，让街巷有“味
道”，成为改造很重要的一环。

在全长1.5公里的长白四街，工
农桥、三好桥、胜利桥，长白岛环岛
水系的1号桥、2号桥……一直到10
号桥的故事，展现在文化墙上。二
纬路东段（西起北三经街，东至青年
大街）改造中，选取八一勋章、独立
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一级英雄模范
勋章、一等功勋章和共和国勋章作
为设计元素，将历史文化、军民共建
与民族精神深度融合。皇姑区将北
塔、北陵、新乐文化、汉卿体育场等
人文元素，融入陵东街景观提升之
中，通过格栅、亮化、雕塑等手法，让
市政建设有了浓厚的文化味儿。而
在讲武堂路上，也能“听”到东北讲
武堂的故事……

街巷有了“味道”、有了故事，让
老沈阳人满怀自豪感、新沈阳人有
了归属感。

打通“梗阻”路网“舒筋活络”

渤海路原来是一条“断头路”，
此次街巷改造中，不但实现贯通，还
挖掘铁路元素，建设集运动健身、休
闲娱乐、文化展示、亲子娱乐、生态
美观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区公园，形
成“街、路、园”一体。

沈阳市在注重交通、文化提升
的同时，还将改造目标延伸到关注
街区、区域的整体发展。前不久，另
外一条“断头路”——蒲南路竣工通
车，困扰了虎石台地区居民15年的
出行问题得到解决。居民曹东凯
说，“原来从我家到虎石台大街，需
要绕行至南面的小马路，要20多分
钟，现在5分钟就到了!”

为发挥城市路网整体效益，沈
阳市计划利用两年时间完成原定 3
年的35条“断头路”打通任务，今年
已经启动 19 条，通车 7 条。全部工
程计划2022年年底前完工。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
处处长柳熠说：“沈阳市在街巷整
治上，将坚持与基础设施、背街小
巷、公共服务设施改造相同步，建
立完整居住社区的建设机制，同
时强化街巷文化符号标识，让人
读出文化、读出情感、读出记忆和
乡愁。”

调查

为扎实做好冬季防火工作，近
日，盘锦市消防救援支队大洼区消防
救援大队走上街头，宣传消防安全。

在盘锦市大洼区的乡镇大集、
居民小区、广场等场所，消防“蓝朋

友”与消防志愿者穿着卡通服装与
群众亲密互动，讲解消防安全常识。
新颖的形式吸引了众多群众关注的
目光。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消防“蓝朋友”街头讲安全

本报讯 记者王海涛报道
“感谢你们，为咱解决了大困难！”
老王接过刚办下来的电动车牌，把
民警让进家中说。

12月8日，朝阳市公安局南塔
分局孙家湾派出所民警像往常一
样，到距所15公里外的李杖子村，
为3户村民提供电动车办牌上门服
务。原来今年11月份，民警在孙家
湾镇走访中发现，6个偏远村屯的
村民上电动车牌照很费劲儿，他们

来派出所一趟最远要骑20公里，因
电动车电量不足，办完牌照回不了
家。南塔分局对孙家湾镇6个偏远
村屯村民电动车上牌情况进行了
调研，最终确定在全镇开展一次为
期 80 天的电动车上牌专项行动。
在6个偏远村屯建立临时上牌点，
力争在春节后解决村民们电动车
上牌的难题。

目前，已有 51 名村民通过临
时上牌点上了电动车牌照。

朝阳民警“上门送牌”解民忧

改造提升184条背街小巷 打通7条“断头路”

沈阳市民巷子胡同里感受城市文化
本报记者 陶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