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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徐月姣报
道 寒假刚刚开始，1月18日，沈阳市、
区两级教育局集中开展了一次专项
检查。共查实违规补课10件，其中，
查实在职教师2人，查封无照经营的
培训机构8个。

沈阳市严厉查处在职中小学教

师有偿补课。
1月18日是寒假开始的第二天。

上午8时，市教育局向各区县市教育
局下发通知，要求各区县（市）教育局
分管治理补课和培训机构的领导亲
自带队，结合近期群众举报线索，立
即对本辖区内是否有违规补课行为

进行检查，检查重点是热点初中教师
拉班补课、培训机构违规聘用在职教
师，市教育局有关部门分成两组赴部
分区指导检查工作。截至当日下午4
时，全市共出动干部 106 人，检查了
156 个点位，其中民办培训机构 108
个，共查实违规补课10件，其中，查实

在职教师2人，查封无照经营的培训
机构8个。

1月9日，沈阳市召开“寒假在职
教师有偿补课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以
来，市教育局召开了五场专项治理工
作座谈会，共计105名校长参加了座
谈。同时，加大宣传力度，16 家媒体

进行了相关报道，沈阳市教育局官方
微信公众号设专栏，连续7个工作日
发布专项治理行动信息。

近期，市、区两级教育局将继续加
大查处力度，即时交办有效举报线索，
跟踪督办重要线索，努力还孩子一个
正常的假期，还教育一个良好环境。

沈查实违规补课10件 涉在职教师2人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崔晋涛报
道 1月11日下午，辽阳市辽阳县一名
女子曾某因与邻居殴斗，双方被警方
带至当地派出所调查，曾某的女婿刘
某随后赶到派出所质问，并与曾某一
起动手撕扯民警衣服、蹬踹民警，还
将民警手机摔坏。

昨日，辽沈晚报记者通过辽阳县
公安局了解到，曾某与刘某因涉嫌妨
害公务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1 月 11 日,辽阳县的曾某因邻居
与自家地界的事情发生口角，进而与
邻居厮打在一处，警方到现场后将双

方带至派出所调查，警方将此事定为
一起互殴案件，经调解无果后，准备
对涉案人员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在等待办理手续过程中，曾某多
次大喊大叫，扰乱派出所正常工作秩
序，民警多次制止，其均未予理睬。

11日下午3时35分许，曾某的女
婿刘某推开派出所办公楼门，对民警
质问“你们怎么回事？”并欲强行闯
入。民警立即对其进行阻拦并对其
进行警告。刘某无视民警警告，仍执
意闯入，并突然双手用力打在民警前
胸，民警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得身
体后仰，现场民警见状，合力将刘某

制服。
此时，刘某岳母曾某见女婿为自

己“出头”未果，便又大动肝火，她边
喊边撕扯民警衣服，用脚踢踹民警
腰、腿等部位，并将民警手机摔坏，最
终，民警将其制服，及时将情况报告
给辽阳县公安局维权办。

辽阳县公安局立即启动民警维
权机制，多部门协同工作，按照相关
流程为当事民警维权。

经审讯，曾某、刘某二人对袭警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两名犯罪嫌
疑人因涉嫌妨害公务罪已被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垃圾分类”是利民的好事，今
年沈阳也在垃圾分类城市试点之
列，皇姑区武功山社区徐海波为了
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通过发
放传单和细致讲解，让更多市民了
解垃圾分类的益处和分类方法，同
时在活动区域周围清捡垃圾，按照
类别放进垃圾桶。做到宣传和实
践的高效结合，为沈阳市的垃圾分
类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临近春节，年终奖到手，手里的
钱如何“过节”最划算呢？其实这一
问题，辽沈晚报财管家理财俱乐部早
已为你“操碎了心”。近日，俱乐部上
线了多款产品，其中不乏7%以上的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诚意十足，一
经推出就受到投资者青睐。

从产品角度来看，近期产品类别
丰富，期限在3个月到1年期不等，起
投金额在1万元和10万元之间，满足
不同层次投资者的需求。其中，一年
期债权转让专区的产品预期收益率

7.7%，年前可起息；半年期产品预期
收益达6.5%，1月21日可起息。如果
额度大的客户可提前预约。

在辽沈晚报财管家理财俱乐部
三经街分部，前来购买理财产品的张
女士告诉记者：“我是比对了很长时
间后才选择跟随辽沈晚报来理财
的。如果有比较适合自己需求的理
财产品，我都会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通知我，而且我经常关注俱乐部的公
众号，因为他们经常会在上面发一些
理财优惠信息，关注起来十分方便。”

辽沈晚报财管家理财俱乐部是
辽沈晚报旗下的财富资讯平台，成立
四年来，始终与强平台合作，以助力
投资者财富稳健增值为己任，为会员
推荐中低风险的产品。俱乐部目前
推荐的产品历史兑付率达100%。

想要了解更多理财知识以及邂
逅稀缺的稳妥收益理财产品，可以扫
码加入辽沈晚报财管家理财俱乐部，
了解更多的投资信息。咨询电话
024- 22699275、22699277( 总 部)，
024-22699266、22699288（三经街分

部）。理财产品由金融机构提供并进
行投资管理，辽沈晚报财管家理财俱
乐部仅提供平台服务，不参与投资，
不承担投资风险。

理财有风险，投资应谨慎。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
的意见》19 日发布。意见明确，到
2020年，率先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
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
售和使用。

意见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经国务院
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
近日印发。

意见提出，要按照“禁限一批、替
代循环一批、规范一批”的思路，推进
三项主要任务。一是禁止生产销售

超薄塑料购物袋、超薄聚乙烯农用地
膜。禁止以医疗废物为原料制造塑
料制品。全面禁止废塑料进口。分
步骤禁止生产销售一次性发泡塑料
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含塑料微珠
的日化产品。分步骤、分领域禁止或
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
料制品、快递塑料包装等。二是研发
推广绿色环保的塑料制品及替代产
品，探索培育有利于规范回收和循环
利用、减少塑料污染的新业态新模
式。三是加强塑料废弃物分类回收

清运，规范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置，开展塑料垃圾专项清
理。

根据意见，到2022年，一次性塑
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
到推广，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
用比例大幅提升；在塑料污染问题突
出领域和电商、快递、外卖等新兴领
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塑料
减量和绿色物流模式。到 2025 年，
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
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多元

共治体系基本形成，替代产品开发应
用水平进一步提升，重点城市塑料垃
圾填埋量大幅降低，塑料污染得到有
效控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
玮说，下一步将强化政策支持和科技
支撑，健全制度标准、严格执法监督，
加强塑料污染治理落实情况的督促
检查，重点问题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强化考核和问责。

据新华社

本报讯 孙德江 辽沈晚报驻锦
州特约记者张墨寒报道 1月16日，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某公司单位合同诈骗案，与以往
不同的是，被告人并不在法庭现场，
而是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出现在法
院庭审现场。

当日，审判长、审判员和被告人
异地同时登录互联网法庭的智慧庭
审平台，在该平台选择开庭的案件，
点击“进入庭审”按钮进入庭审界面，
利用每个人面前的电脑，通过在线的
方式顺利地完成了法庭调查、法庭辩
论等一系列流程，整个庭审全程录音

录像，庭审用时约两个半小时。
这是锦州中院上线运行互联网

法庭以来审理的第一件案件，被告
因患有严重疾病且人在异地，考虑
到他的身体情况，为最大限度保障
其诉讼权利，因此采用了这种方式
让被告在异地参加庭审。

法院表示，自建成互联网法庭以
来，通过深挖互联网法庭效能，实现
远程庭审、调解和提讯。“除了可以网
上庭审，还可以实现语音实时转文
字、远程视频调解。”工作人员讲解
称，该平台还具有要素式审理、电子
签名和盖章、裁判文书自动生成等多

个信息化功能，实现了民事、行政、刑
事、减刑假释案件的在线审理。

据悉，该平台语音实时转文字
功能，具有实现庭审各方发言快速
准确自动识别、同步转文字、自动生
成笔录、归纳争议焦点，当事人运用
签名按捺系统批量完成庭审笔录的
签字确认，且随时可以登录平台查
看庭审笔录。

网上庭审意味着今后无论身处
世界哪个角落，只要有一台能上网、
有摄像头和话筒的电脑，就能参加
法院的庭审，突破时空限制，免去往
返法院的奔波。

派出所蹬踹民警 丈母娘与女婿双双被拘

刘某（左）与曾某因袭警被刑事拘留。 警方供图

辽宁好人徐海波
垃圾分类宣传
暖人心

年终奖到手 手里的钱如何“过节”？

被告患病无法到庭 互联网法庭异地庭审

被告通过网络视频连线实现异
地参加庭审。 法院供图

今年我国在部分地区、领域
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生产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