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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鞍山多家
银 行 对 手 机 银 行
APP 软件进行改进
升级，推出了大字
体、大图标、简约界

面等适合老年人操作的“长辈服务”
模式。虽然这只是涉及技术操作和
显示模式上的细节改变，彰显的却
是对老年人群体的关爱和关怀，这
股细心服务暖流广受称赞。

近年来，随着智能化数字化技
术的应用推广，科学技术的进步给
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
利。坐在家中触屏动动手指，生活
中的很多事便能轻松办妥。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科技发展在改变传
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让一些老年
人成了数字时代的“慢跑者”。

向智能化和数字化方向发展
无疑是正确且必要的，但这并不
意味着“慢跑者”应被忽视。智
能时代亦应以人为本，不可落下
这些特殊群体。数字化、智能化
等新技术、新模式在公共服务领

域的推广和应用，归根结底在于
方便百姓。科技虽是高速冰冷
的，科技进步带来的服务则应是
充满体贴、温暖人心的。

让老年人拥抱智能化时代，背
后考验的其实是如何做好为民服
务的绣花功夫。银行 APP 大字
体、大图标、简约界面等适老化软
件升级改造之所以广受称赞，就是
因为其站在了老年群体的角度，充
分考虑了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心理
特点等，做到了精准精细服务。

为民服务应当始终把百姓的
体验感、使用感作为新技术应用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站在百姓的
立场想问题、找对策，这样才能让
技术充分发挥出增进民生福祉的
效果。

民生服务，细节最暖人心。推
而广之，各部门、各窗口单位只要
多从细处入手，以人为本增进主动
服务、主动作为，就能不断提升广
大百姓在享受智能化服务中的获
得感、幸福感。

在快进的数字化时代
我们应更多帮助“慢跑者”
刘家伟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5
月26日，记者从鞍山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获悉，为保障市民吃到放心粽、
安全粽，连日来，鞍山市组织开展
了端午节食品专项抽检工作。截至
目前，全市共抽检粽子19批次，检
验结果均为合格，合格率为100%。

鞍山本次专项抽检行动，主要
针对全市范围内的商场、超市等食
品经营单位销售的粽子，包括销售
范围广、销售量大的多个品牌。检
验项目包括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
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商业

无菌等项目。
鞍山市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

民在选购粽子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购买预包装粽子，一看包装是否完
好，不要购买包装袋破损、漏气或
胀袋的。二看标签信息是否齐全，
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应包括食品
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和规格、生产
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
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
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
标准代号等。若标签标示信息不
全，则不要购买。

鞍山开展端午节食品专项抽检

“仅需199元，享外地旅游”“代办
养 老 保 险 ”“20 年 之 内 血 糖 不 反
弹”……揭开话术面纱，全是针对老年
人的精准诈骗。近年来，一些不法分
子以“关爱老人”“服务老人”之名实施
诈骗犯罪，给广大老年人带来严重的
经济损失与精神痛苦。

日前，为期半年的全省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正式启动，守护老
年人的钱袋子。

养老诈骗三大特点
套路多样、手段专业、金额巨大

“我们十几个老人都被骗了。”
李大妈来到朝阳市公安局向阳分局
报案。

原来，这些出门遛弯的老人从
免费领酱油开始，一步步被所谓“良
心销售”迷得失去判断力，每人花

798 元买了一把“军钢马勺”。民警
侦查发现，所谓“军钢马勺”成本与
售价相差悬殊，违法行为人刘某因
实施诈骗被依法行政拘留。“涉案金
额不大，但必须露头就打。”当地公
安机关负责人表示。

警方介绍，涉老年人诈骗案件集
中表现出三大特点：一是诈骗套路多
样，手法欺骗性强；二是团伙作案多，
犯罪手段日趋专业化；三是受害人多，
金额巨大，追赃挽损难。

在巨大的养老需求面前，不法分
子打起各种旗号，有的利用免费礼
物、免费健康宣讲等小恩小惠博取老
年人信任后，行骗敛财；有的以投资
高额回报等手段设置陷阱，招摇撞
骗。此次专项行动明确要求，尽快打
掉一批养老诈骗犯罪团伙，严惩一批
违法犯罪分子，整治规范一批存在隐
患的机构、企业。

追赃挽损+自我保护
识骗防骗能力要增强

“老年人被骗并非贪小便宜那么
简单。”专家介绍，一方面，老年群体获
得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对骗术了解
有限；另一方面，他们对健康养生、情
感交流、养老钱增值尤为渴望，这些特
点恰恰为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谢谢你们保住了我的养老钱。”5
月6 日，大连的王阿姨拉着经侦大队
民警的手激动万分。

这起案件中，不法分子承诺在其
公司投资，保本保息、免费旅游，与
100 多名老年人签订了“入股协议”，
最后无法兑现携款潜逃。警方接到报
案后迅速行动，抓获不法分子，为老年
人挽回一定经济损失。

据介绍，投资类养老诈骗案件通常
时间跨度大、链条长，往往当受害人发

现被骗后，诈骗团伙早已潜逃，赃款已
被犯罪嫌疑人转移或者挥霍一空。追
缴难度大，是打击整治的一大难点。正
因如此，我省专项行动各部门联动，坚
持把追赃挽损作为核心要务，要求综
合运用民事、行政、刑事等手段，最大
限度挽回老年群众经济损失。

防范诈骗，也需要老年人多学习、
积累一些实用的防范技巧，例如遇到

“代为投保”，可拨打 12378 银保监会
消费者热线核实咨询，药品须有“国药
准字”、保健食品须有“国食健字”批
号。子女多向老年人进行风险提醒，
多关注老人情感需求。

其实，识别、预防“养老诈骗”有共
通的方法，就是涉及财产问题的决定，
要向正规机关、企事业单位核实情况，
多听家人、朋友意见，把自己融入全社
会依法打击侵害老年人权益违法犯罪
的合力中。

打防结合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者5
月25日获悉，大连对本市户籍政策进
行全面调整，有意愿落户的人员都有
一条畅通的通道。落户新政自今年6
月1日起施行。

本次调整，主要变化体现在四个
方面。一是全面放开人才落户条件，
无年龄限制。二是全面放开就业创
业人员落户条件，取消积分落户，在
大连市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在大连
市投资创业的人员均可落户。三是
全面放开投靠落户条件，取消年限和

年龄限制，具有大连市户籍的人员，
其父母、配偶、子女均可投靠落户。
四是全面放开居住落户条件，在大连
市城镇拥有合法产权房屋的人员即
可落户。

新政落地后，将有利于大连市人
口发展，进一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同时实现有意愿落户的人员都有
一条畅通通道落户的目标。

按照新的户籍政策，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的人员，本人、配偶和子女可在
大连市落户：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

工学校）及以上学历的人员，经认定取
得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国家、
省、市统一组织的考试取得国家职业
资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大连市普
通高校（高职院校）、中等职业学校
（含技工学校）的在校生；与用人单位
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在大连市缴纳
社会保险的人员；在大连市灵活就业
并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人员；
经大连市各区（市、县）政府（管委会）
批准成建制迁入单位中,在本市缴纳
社会保险的职工；在大连市投资创业

取得营业执照的经营者（含个体工商
户）；在大连市城镇拥有合法产权房屋
的人员。

另外明确：具有大连市户籍的人
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均可投靠落户；
对大连市各区（市、县）政府（管委会）
批准成建制迁入单位，由迁入地派出
所设立单位集体户口；对具有危害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违法犯罪嫌疑、
需要接受调查处理的人员，暂缓办理
户口迁移，由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后决
定是否准予迁移。

大连6月起全面放开落户条件

蹬冰、滑行、快速抢断、传球、射
门……5月24日，记者在沈阳市和平冰
上运动中心看到，一群平均年龄不到10
岁的孩子，在冰场上虎虎生威的一幕。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使冰球运动走
进更多家长与孩子们的视野，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青少年加入。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摄

驰骋冰场 本报讯 记者刘乐报道 “从
犯罪嫌疑人身份分析，绝大多数为
具有本地户籍的男性且文化程度
普遍不高；从处理结果分析，判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和不起诉
占绝大多数；从犯罪类别分析，犯
罪多样化，侵财类、故意伤害类案
件比例占六成……”在“六一”儿童
节即将来临之际，抚顺市矿区人民
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
皮书（2018—2021）》，进一步提升
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
认知度、支持度和参与度，以“我
管”促“都管”，推动全社会为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蓝天。

为让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既有
力度又有温度，2018年至2021年，
抚顺矿区检察院引入社会力量78
次，开展社会调查 222 人次，不批
捕、附条件不起诉、不起诉率逐年
大幅上升。

与此同时，抚顺矿区检察院
建立多元化、立体式未成年被害

人救助体系，创新建立社会救助
联席会议机制，搭建“1+N”多维
立体救助平台，以“特殊保护+引
领救助”模式精准施策，把司法
救助“独角戏”变成多方参与的

“大合唱”。2018 年至 2021 年，共
向 7 名未成年被害人发放司法救
助金21万元。

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社会各界
的共同参与。抚顺矿区检察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通过检察建
议、纠正违法、支持起诉、公益诉讼
等方式，依法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履
职尽责，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法院、
司法等部门建立依法严厉打击和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及司法救助等
联合协作机制，持续完善与教育、
民政、妇联等部门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和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长效机
制，共同促进形成家庭、学校、社
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
保护体系。

抚顺市矿区人民检察院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人遗失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定金收据一张，开
票日期2020年11月8日，收据编号JB004393，金额20000.00元整（贰万元），购
房人李靖昱，张志博。特此声明。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拟对大连云龙近
海养殖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本次拟处置债权情况如下：

截至2022年5月20日，债权本金300万元，利息976.66 万元，债权
总额1276.66万元。担保方式：抵押。抵押物为普兰店市云龙宾馆提供
的房产（宾馆、冷库、车库及锅炉房）抵押，建筑面积合计3963.7平方米，
目前该抵押物已被另案执行抵债（非本债权案件）。该户债权已胜诉。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
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债权拍卖、要约邀请竞价、交易所挂牌
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

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其他双方协商的付款方式。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

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
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范经理、张经理 联系电话：0411-83688977
传真：0411-83679009
通信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1号 邮政编码：11601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联系人：岳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22年5月2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大连云龙近海养殖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
宁省分公司收购的辽阳市富祥曲轴有限公司债权进行
处置，累计债权总额4379.80万元，其中本金2632.03万
元，利息1747.77万元（截至2022年5月10日）。贷款方
式为抵押和保证，抵押物为房产、土地使用权，保证人为
宋娜、张志祥、张啸利、张啸东、王运秋、王丽红。欲了解
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务减免、债务重组或其他
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2年
5月27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

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
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
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
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 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2年5月2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辽阳市富祥曲轴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受北京成方汇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汇达资
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聘请我公司开展对建平县顺达橡
胶有限公司债权项目的管理和处置工作。截至2022年
5月10日，拟处置债权总额人民币5254.82万元，其中本
金3860万元、利息1394.82万元（利息金额以最终实际
处置时计算为准）。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证。具体情
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
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务减免、债务重组或其他
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
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2年

5月27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
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2年5月2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建平县顺达橡胶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封路通告
因沈阳市国道绥沈线（与开奈

线交叉口至铁岭界段）修复养护工
程一二标段施工行车安全需要，现
予 以 全 幅 封 闭 。 起 止 桩 号 为 ：
K680 + 230 至 K714 + 337.42，全 长
34.107公里。

绕行线路：
1. 法库去往沈阳方向，可由沈

康高速法库站至沈康高速沈北新
区站下至沈阳，或由法库开奈线东
至铁岭市调兵山经孤懿线至阿吉
镇经阿陈线至陈平堡村鲁家大桥
再经国道绥沈线至沈北新区。

2.沈阳去往法库反之。
3. 封闭时间 2022 年 5 月 24 日

至2022年10月31日。
法库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沈阳市苏家屯区公路工程公司
2022年5月24日

封路通告
我中心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至

2022年10月31日对本溪市丹霍线
大黑山至祁家堡段（桩号 K118+
800-K136+000）修复养护工程，本
溪市丹霍线祁家堡至连山关段（桩
号 K136+000-K144+000）修复养
护工程及三座桥梁拆除重建专项
养护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用
全幅封闭交通施工，经该路段的过
往车辆需绕道通行。

本溪市丹霍线大黑山至连山
关段绕行线路：本溪、沈阳方向绕
行丹阜高速通远堡道口，通远堡凤
城丹东方向绕行丹阜高速下马塘
入口。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2年5月26日

封路通告
由于需对S216（奈北线）大巴沟隧道进行定期检测，自

2022年5月30日至2022年5月31日，对大巴沟隧道采用半

幅封闭交通措施。一切过往的车辆及行人请严格按照指

示标志及现场交管人员指示通行。特此通告

阜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5月26日

封路通告
沈阳市国道绥沈线（法库北门至开奈线交叉处段）修复养

护工程，因施工需要和行车安全，现予以全幅封闭。起止桩号
为：K676+697至K682+518全长5.821公里。

绕行线路：
1.康平去往调兵山方向（途经法库东北外环）的大型车辆，

绕行法库新城堡至陶屯至西南外环至调兵山。
2.调兵山去往法库方向（途经法库东北外环）的大型车辆

反之，小型车辆街区正常通行。
3.封闭时间2022年5月25日至2022年10月31日。

法库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沈阳市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5日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