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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办理新车注册机动车号牌至少要等
一天；现在，只要稍等片刻就可以拿到，并且免
费拓号、免费安装。

过去，办理出入境证件需要现场申办；现
在，扫二维码就可以用手机申请，出入境服务大
厅还有免费WIFI提供。

昨日，辽宁省公安厅组织召开营商环境建
设沈阳现场会。会上介绍，今年以来辽宁省公
安机关制定出台了打造最优发展环境35项新举
措，全省累计推出各类服务举措 1200多项。与
近1.5万家企业建立包扶联系，解决问题1.02万
件，化解涉企纠纷 4680件。收集整改群众反映
问题 3641件，制定出台公安机关损害营商环境
行为《责任追究规定》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督导检
查《五项规定》。

新车号牌立等可取
拓号、安装都免费

以前车主进行新车注册，1天后才能拿到牌
证。现在通过 PDA智能查验采集的数据上传，
已经实现了立等可取，一条龙办结，并且拓号服
务及安装号牌服务都是免费的。

昨日，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车辆管理
所“7号区”制牌厂内，车主刚刚确定的车号正在

这里进行实时制牌和发牌。制作、发放号牌后，
工作人员在这里免费安装。至此，新车上牌业
务全部完成。

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副局长俞红梅介
绍，沈阳交警车管所率先实行的新车“通道式”
查验、一站式上牌模式，目前是全省第一家也是
唯一一家。这种通道式查验、“前店后厂”工作
模式使办事时长大大压缩，从原来4个小时缩短
至不足40分钟，免费拓印、免费上牌。

除了车管所外，沈阳市内有 13处这样的机
动车制牌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地理分布上均
为全国一流。

沈阳全市所有车管分所和服务站的查验通
道均采取PDA智能查验系统管理，数据、信息全
留痕，实现了后台实时监管，保证了查验结果的
真实和准确性。

此外，还配备了 5辆流动车管所，定期深入
企业、偏远农村开展上门服务。

出入境证件可手机扫码申办

从几个工作日办证，到大厅自助办证，再
到可以手机扫二维码申请办理出入境证件。
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24 小时出入境自
助服务大厅自助发证和港澳台自助签注服务

再次升级。
昨日，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局长韩

旭介绍，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内，本式发证机每
台可存储护照800本，卡式发证机可存储港澳台
证件 1 万张。自助发证后，取证时间由以前的
20分钟缩短为30秒。

自助签注机可完成港澳台签注，办证时间3
分钟。

该大厅还可以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在手
机上申办出入境证件。为了方便群众网上申
请，该大厅已实现了无线WIFI信号全覆盖。

今年3月份，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率先建成了东北地区首家机
场自助签注区，现已签注1500人次。

此外，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服务大厅引进
外国人自助填表机，可识别读取外国护照信息、
自助打印申请表。出入境记录查询机可以自助
查询并打印申请人5年出入境记录等。

追回130个被套用“宝马”合格证
挽回千万元损失

“华晨汽车集团驻企警务工作站”了解到沈
阳秋实报废公司违反协议，对已报废的宝马实
验车辆进行二次销售。沈阳警方迅速组成专案

组，先后辗转辽宁、北京、浙江等地，连续工作，
抓获并刑拘犯罪嫌疑人 15 人，扣押涉案车辆
29 台，并帮助企业恢复了被套用的 130 余辆宝
马车辆出厂合格证，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1000
余万元。

2018 年 3 月，华晨宝马公司生产用的 B38
型发动机缸盖，因为供应商股东纷争供货中
断，相关车型面临停产风险，每天估算损失高
达3亿元。

在接到华晨宝马公司请求后，沈阳警方火
速组成工作专班远赴芜湖，在华晨宝马与供货
商谈判破裂的不利情况下，经过大量艰苦工作
成功帮助企业恢复了零部件供应，化解了部分
车型停产风险。

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局长李学民介绍，
在驻企警务工作站还增设身份证自助拍照、港
澳台自助签注、交通违章缴费等自助服务设备。

专职民警驻守，为企业设立单独地址的集
体户口，方便企业员工落户；在工作站增加异地
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办理业务，临时身份证更
是全国首创“立等可取”。

此外，还在全国首创展智能化视频巡逻、实
时开展案事件研判预警，强化企业内部及周边
重点部位安全防范。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吕洋

辽宁公安营商环境服务举措再升级

沈阳新车上牌立等可取免费安装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李娜报
道 从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沈阳市生态环境局
将全面开展餐饮油烟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集中整治餐饮服务场所未按标准安装油烟净化
设施、餐饮企业超标排放、油烟地排等违法行
为。此次行动将重点整治浑南区下深沟街沿
线、建筑大学北侧、奥体中心周边区域，皇姑区
北行商圈周边区域、簋街周边区域，大东区中
街、大什字街沿线等10个区域。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
市创卫办《关于开展餐饮油烟、露天烧烤、店外
经营、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
知》安排，即日起至10月31日，凡发现餐饮服务
场所存在以下三种违法行为，市生态环境局将
责令其于3日内整改完毕，逾期未整改的将严格

依法处罚，拒不整改的责令停业整顿。
三种违法行为包括：产生油烟的餐饮服务

场所未安装与经营规模相匹配的、经检验合格
的油烟净化设施问题；现场发现及第三方检测
机构确定的餐饮服务场所已安装油烟净化设
施，但未按标准运行、未及时清理等导致超标
排放的问题；将油烟排入私挖地沟、下水管道
等问题。

此次专项整治行为将覆盖和平区、沈河区、
大东区、铁西区、皇姑区、浑南区、于洪区、苏家
屯区、沈北新区、辽中区等10个区域，重点整治
区域为：浑南区下深沟街沿线、建筑大学北侧、
奥体中心周边区域，苏家屯区香杨路河畔一期
周边区域、银杏路沿线，沈北新区道义大街与蒲
昌路交汇处，皇姑区北行商圈周边区域、簋街周

边区域，铁西区南五马路至南十马路区域、保工
街六马路沿线，大东区中街、大什字街沿线、吉
祥市场周边区域，于洪区西江街中海城周边区
域、于洪新城周边区域，和平区长白周边区域，
沈河区五爱市场周边区域、泉园小区周边区域。

市生态环境局提醒广大餐饮服务经营者，
餐饮服务场所必须安装与经营规模相匹配的、
经检测合格的油烟净化设施，营业期间必须保
证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使用并确保油烟排放
达标，定期清理维护油烟净化设施。餐饮单位
应设置专用烟道，排放口高度和位置不得影响
周围居民生活环境，严禁将油烟排入私挖地沟、
下水管道。群众投诉强烈的异味扰民餐饮单
位，在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同时，应根据实际情
况加装活性炭吸附等除异味装置。

即日起沈阳全面整治餐饮油烟扰民问题
重点整治奥体中心周边、北行商圈周边、中街沿线等区域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胡婷婷报道 辽宁省将推行企业
新型学徒制，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
制度。到2020年底，力争培训1.5万
人以上企业新型学徒，2021 年起力
争年培训学徒1万人以上。

辽宁省人社厅工作人员介绍，
企业应与学徒签订培养协议，明确
培养目标、培训内容与期限、质量
考核标准等内容。企业委托技工
院校、职业院校等承担学徒法人部
分培训任务。此外，企业还应该选
拔优秀高技能人才担任学徒的企
业导师，负责指导学徒进行岗位技
能操作训练，帮助他逐步掌握并不
断提升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使之
能够达到相应的职业技能标准和
岗位要求，具备从事相应技能岗位
工作的基本能力。

对于市民关心的学徒是否有
工资问题，人社厅工作人员解释，
学徒在学习培训期间，企业应按照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不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承担带徒
任务的企业导师享受导师带徒津
贴，津贴标准由企业确定，津贴由
企业承担。

人社部门将对开展学徒培训的
企业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学徒期满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按照中级工每
人每年 5000 元、高级工每人每年
6000 元执行，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
书、培训合格证书、毕业证书之一的
按每人每年4000元执行。补贴将实
行先支后补的办法，财政部门先向列
入学徒培训计划的企业预支不超过
50%的补贴资金，培训任务完成以后
拨付其余补贴资金。

工作人员介绍，培养内容主要包
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安全生产规
范和职业素养，特别是工匠精神的培
育，“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打造一支数
量充足、技能精湛、创新能力强的优
秀技能人才队伍。”

企业培训学徒
最高将获
每人每年
6000元补贴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李娜报
道 8月中旬开始，高校大学生陆续结束暑假开
始返校，各大车站迎来学生客流高峰。预计 8
月31日前，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日均
发送旅客保持在90万人高位。为此，沈阳局集
团公司加大运力投入，加开临客45.5对，同时采
取多项服务举措，全力服务大学生顺利返校。

沈阳局集团公司实施“一日一图”常态化，
按日常、周末和高峰时段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在
大学高校集中的沈阳、大连、长春等地区增开了
大连北至绥芬河 G4121/2 次、沈阳北至大连
G9124/3 次、长春至北京 D4606/5 次、沈阳北至
丹东 D7697/8次、长春至大连 K5032/1次、赤峰

至呼和浩特K4241/2次等临时旅客列车。
面对学生客流高峰，沈阳局集团公司在沈

阳、沈阳北、长春、大连、丹东等车站设置学生售
票窗口，为大学生旅客开辟购票绿色通道；沈阳
站、沈阳北站、沈阳南站还组织人员发放加开临
时旅客列车时刻表；长春站对长春特教学院的
大学生推出“一条龙”服务，残疾大学生下车后，
根据本人需要车站会安排直接送到学校。

与此同时，大连站在售票、行李托运、进站候
车、出站等处所设立学生专门服务窗口，安排人员
进行引导，针对今年报到的新生，在出站口提供各
大院校的交通向导服务。大连北站与地铁站沟
通，将地铁早、末班车时间分别调整为5时30分和

22时30分，方便乘坐高铁下车后换乘地铁。
同时，吉林站与北华大学、电力学院、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联手打造学生出站引导标
识、快捷通道和接车驿站，方便报到新生能够便
捷出站，并快速找到相应学校的接待点，顺利报
到。在售票大厅和自助售取票机处，车站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积极引导并协助学生旅客办理学
生证购票业务，引导持《录取通知书》的新生直
接到专口办理购取车票业务。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学生旅客和家长，新报
到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可携带录取通知书和有效
身份证件，到火车站窗口购买家庭居住地至院
校所在城市的学生票。

沈阳大连长春等高校密集地区加开临客45.5对
大一新生可携带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购买学生票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朱柏玲
报道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儿童玩具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6 批次不合格产品被曝
光，1家沈阳企业上黑榜。

此次曝光的不合格儿童玩具产品具体为沈
阳万高达教具厂生产的 1 批次规格型号为
SW613的儿童玩具（小厨当家）和1批次规格型
号为SW610的儿童玩具( 农贸市场），均存在小

零件警告语、包装薄膜厚度项目不合格的情况；
广东飞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2批次弹射玩
具/弹射枪，规格型号分别为F752和F1211，不合
格项目为刚性材料上的圆孔等；汕头市澄海区茂
青玩具工艺厂生产的1批次趣味玩具，规格型号
为222，不合格项目为尖端；汕头市美致模型有限
公司生产的1批次儿童玩具（趣味音乐手机），规
格型号为8002，不合格项目为声响要求。

对于本次抽查发现的质量问题，相关负责
人解释，安全警示标识会误导消费者错误使用，
从而引发不同程度的危害。刚性材料上的圆孔
项目不合格主要体现在玩具商品存在危险圆
孔，儿童手指插入圆孔后可能会造成伤害。危
险尖端存在刺伤儿童皮肤的潜在危险，包装薄
膜厚度不合格存在可能覆盖儿童口鼻引发窒息
的危险，声响要求不合格有损伤听力的危险。

6批次不合格儿童玩具曝光 沈阳一家企业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