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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微博达人，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盛京医院驰援武汉的任莹会的
可不止是在防护服上写上“酸菜饺
子”“锅包肉”……

她还会帮着同事在防护服上写
上“陈伟霆媳妇儿”、帮着@天天向
上、预谋呼叫“花花”华晨宇……

当总帮别人许愿的她被问及自
己的愿望，她说去年的遗憾就是错
过了六小龄童在沈阳的签售会。

3 月 11 日中午，她在驰援武汉
的第 39天的微博日记中，小小地表
露了一下心愿，当天晚上就收到了
六小龄童回复：向您和您的战友们
致敬！

因为在防护服上报菜名，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驰援湖北抗
疫武汉临时团支部书记兼院第二支

青年抗疫突击队副队长任莹被网友
爱称为“锅包肉小姐姐”。

微博也成了她记录自己驰援武
汉经历的地方，她管它们叫《战地日
记》。

“当时看到有驰援湖北的医护
人员在微博上呼叫胡歌，并且得到
了回应。知道我玩微博啊，同组的
战友就让我帮着发了一个陈伟霆媳
妇。然后，3月8日，女神节么，我们
战队的马宁生日，@‘天天向上’，
想去现场当观众吧。”任莹笑着说。

3 月 11 日，总帮别人许愿的她
被问到了自己的愿望。

“去年的遗憾就是错过了六小
龄童章老师在沈阳的签售会。西游
记是我从小最爱的电视剧。大家都
在向喜欢的明星要祝福时我也想跟

猴哥要个签名书。”任莹介绍说。
“从小就想像猴哥一样可以 72

变斩妖除魔，现在虽然我没有 72
变，但是我也算是来打妖怪了，是不
是。”3 月 11 日中午，微博中，任莹
隔空喊话。

“汶川地震，小朋友说孙悟空压
不死，我们也压不死。武汉抗疫，白
衣天使说虽然我没有 72变，但是我
也算是来打妖怪了。孙悟空是多么
神圣的形象。”

“祝你早日打败妖怪，凯旋归
来！”网友们纷纷回复。

当晚 10 时 18 分，任莹收到了
六小龄童的回复：“广大医务工作
者是最大的功臣，你们的辛勤付出
和忘我奉献的精神是我们新时代
的楷模，向您和您的战友们致敬！

我们一心定胜利，六亿神州尽舜
尧。”

“我都准备继续等章老师来沈
阳了，没想到居然回复我，要给我赠
送签名书了。我今天都是唱着歌上
班的。”3 月 12 日晚，任莹对记者表
示。

“三月的第 11 天，也是我在武
汉的第 39 天……昨天我看见有朋
友给我留言问 35 床的那个患者怎
么样了，嗯，他还好，我们也在为他
加油鼓劲……武汉一天天在变暖，
花儿开的越来越艳，方舱都关了，我
相信晴朗的那天不远了，记得你们
说的，等一切都好了，请我吃热干面
哟！”这是那条喊话六小龄童的微博
中，剩下的内容。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驰援第39天“锅包肉小姐姐”收到六小龄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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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艺晴：业务笔记帮我紧急时刻划出关键一笔钱

做有准备的人，关键时刻一定会
用得上。这是 24 岁唐艺晴疫情期间
的切身感受。

疫情来得紧急，大年初二晚上，
工行鞍山分行立山支行的唐艺晴接

到领导电话，明天有一笔很急的对公
业务款需要划拨，该款项是鞍山财政
部门用于购买防疫物资的。没有任
何犹豫，虽然尚在春节期间，唐艺晴
也知道，现在是关键时期，必须全力
以赴，自己多尽一份力，政府就能尽
早购买防疫物资。

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单位，划款一
开始都很顺利，后来支票凭证上传，
因为过节等原因遇到困难，如果层层
请示汇报再等待配合人员到单位，那
时间就长了，几个小时都有可能。有
没有更迅速的解决办法？唐艺晴和

领导想到复杂些的线下手工填写凭
证，没做过此类业务的小唐在自己的
业务笔记里记过，也听同事说过。随
后她和领导合作，成功填写手工凭

证，成功划拨款项。当天回到家，小
唐就在业务笔记里又记下这次操作
过程，包括如何填写如何复核，“怕以
后再遇到这类紧急情况，记下来，便
于下次操作”。

工作不到两年的小唐在业务上是
个有心人，虽然此前一直做个金工作，
接触对公业务才几个月，但是每遇到一
次复杂典型的业务，她都会细致积累。

小唐坦言，支行的会计人员少，
业务量大，通过训练，她每天都做几
十笔业务。遇到复杂业务时，就会记
笔记，总结复杂业务得失，保证下次

再遇到同类业务，可以快速做好。到
工行工作的一年多，小唐的笔记已经
有 A4大小的两本，共五六十页，小唐
说，每一页都是磨练，都对自己做下
一笔业务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后来陆续复工上班了，小唐在对
公业务窗口，接触到很多企业通过红
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为武汉捐款，最多
的一天要办理十笔这样的业务，她很
感触，不是捐款金额有多大，而是参
与捐款的企业数量很多，这让她感
觉，疫情期间，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在
尽自己的一份力，为抗疫做出贡献。

战疫

她力量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崔晋涛
报道 2020年2月23日，辽宁省人民
政府征兵办公室发布〔2020〕14号通
知，通知称，参与新冠肺炎防控一线
医护人员、疫情防控受表彰人员及
防控一线医护人员和疫情防控受表
彰人员子女可优先入伍，优先时限
为2020年至2022年。

3 月 12 日 ，辽 沈 晚 报 记 者 获
悉，2 月 23 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征
兵办公室发布〔2020〕14 号通知，通
知根据征兵工作有关规定，明确了
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及
子女优先入伍（含义务兵和直招士
官）工作的有关事宜，分别就优先对

象，优先时限，资格审查及审批定兵
情况作出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一、优先对象
（一）防控一线医护人员。防控

期间军队和地方驰援湖北省医护人
员、工作人员；在各级疫情防控指挥
部公布的定点医院隔离病区的医务
人员、直接参与确诊病例急救转运
的医务人员、直接参与确诊病例样
本采集检测的医务人员。

（二）疫情防控受表彰人员。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受到县
级以上党委政府、市级以上卫生健
康部门专项表彰人员。

（三）防控一线医护人员和疫情

防控受表彰人员子女。
二、优先时限
2020年至2022年。
三、资格审查
按照“谁批准、谁审查”的原则，

由其应征地兵役机关认真做好优先
征集对象资格审查工作。防控一线
医护人员由县（团）级以上卫生健康
部门出具参加疫情防控证明材料；
疫情防控受表彰人员需提供县级以
上党委政府、市级以上卫生健康部
门专项表彰文件复印材料；防控一
线医护人员和疫情防控受表彰人员
子女除上述材料外出具子女关系证
明。优先征集人员名单及审核材料

报上一级征兵办公室备案。
四、审批定兵
优先征集人员政治条件和体格

条件分别按照《征兵政治考核工作
规定》《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及
有关规定执行，符合优先征集人员
不参加量化排序，在其应征地兵种
方向范围内根据个人志愿优先审批
定兵。

通知最后明确，要严格资格审
查，落实公开公示制度，优先征集人
员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防止发
生弄虚作假问题。对因宣传不到位、
资格审查不严格而产生不良影响的，
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和领导责任。

辽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在狠抓疫情防控的同时，实施降成
本、减负担、稳岗位、保用工、扩就业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降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确保全
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充
分发挥失业保险促进就业、预防失
业、保障生活作用，加大援企稳岗政
策落实力度，对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
的参保企业进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政策效应充分释放。

截至3月11日，全省已为5280户
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4.35
亿元，稳定岗位 86.13 万个。全省各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打破常规，
创新工作方式，减少审批要件，优化
经办流程，缩短发放周期，提高返还
效率，实现稳岗返还应发尽发、早发

快发。
沈阳市采取信息系统筛查和企

业申报相结合的方式，仅用4天时间，
首批 1400 户企业 2.12 亿元稳岗返还
资金全部发放到位。其中受益最大
的华晨宝马汽车制造公司获得返还
1486 万元，惠及职工 18739 人。大连
市在全省首家实现稳岗返还申请、审
核、公示、发放全程网办，足不出户即
可享受政策“大红包”。锦州市通过
内部数据比对进行符合条件企业筛
查，主动出击、精准对接。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
输、卫生健康、公安、铁路等部门建立
横向协调机制，省、市、县（市、区）三
级纵向联动，统筹开展全省农民工返
岗复工“点对点”服务，加强跨地区劳
务协作，集中开展输入地和输出地返
岗人员信息对接，组织农民工成规

模、成批次安全有序返岗，确保农民
工返岗途中、交接、上岗等各环节严
密衔接，做到输出有组织、健康有检
测、承运有防护、到达有交接、全程可
追溯，实现“出家门上车门、下车门进
厂门”。

截至 3月 11日，全省促进农民工
返岗复工 23.29 万人，省内务工 17.1
万人，省外务工 6.18万人，通过“点对
点”服务，安排专车专列专机 851 台
次、安全运送 18191 人返岗复工。沈
阳市开发“沈阳市外出（来）务工情况
调查微信简程序”，搭建“农民工返岗
复工点对点用工对接服务平台”，将
农民工以外的技能人才、高层次人才
等群体纳入“点对点”服务范围，主动
向输入城市发出对接函，帮助各类务
工人员安全抵达工作目的地。

大力推行线上就业服务，建立公

共就业服务“不见面办理”事项清单，
开展网上“春风行动”和就业援助月，
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手机APP、微信等
多种方式，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
线上“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截至3
月 11 日，举办网络招聘会 142 场，在
线招聘企业 3862 家，发布岗位 8.3 万
个，在线求职 4.5 万人次，做到“就业
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

沈阳市启动“才领东北 筑梦盛
京”网络招聘会，1300余家企业参会，
提供岗位 1.2 万余个，超过往年的 4
倍。大力推广网络面试，数据显示，
沈阳市网络面试总量为全国第五（前
四名为北京、成都、广州和上海）。

启动“2020年百城千企网络招聘
会”，天津、重庆、南京、南宁、海口、昆
明、兰州、石家庄、长春等百余个城市
加入，截至目前，有108个城市2835家

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1.6 万多个，用工
需求 16 万人，涵盖各类管理人员、工
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操作工、普通
劳务人员职业，薪资待遇 3000～1 万
不等，葫芦岛市已有 1.3 万人达成就
业意向，1722人通过“点对点”方式抵
达就业目的地城市。

扎实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积极推进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对受
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在停工期、
恢复期组织本企业职工参加与职业
技能相关的线上培训，按规定给予
培训补贴。截至 3 月 6 日，全省企业
通过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人才网
上学习平台、中国职业培训在线、辽
宁省远程培训系统、学习通等多个
线 上 培 训 平 台 ，共 开 展 线 上 培 训
31015 人。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辽宁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4.35亿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吉向前报
道 沈阳燃气集团昨日发布停气消
息：3 月 15 日 21：00 时至次日 5：00
时，金山路以南，银山路以北，鸭绿江
东街以西，鸭绿江街以东地区停气。

3 月 15 日 21：00 时至次日 5：00
时，金山路以南，银山路以北，鸭绿江
街以西，陵园街以东地区停气。

3 月 15 日 21：00 时至次日 5：00
时，鸭绿江东街以东，哈大铁路以西，
金山路以南，铁山路以北地区停气。

3 月 16 日 21：00 时至次日 5：00
时，肇工街以东，启工街以西，南八马
路以南，南九马路以北地区停气。

3 月 16 日 21：00 时至次日 5：00
时，阳光里 2期以东，沈辽路以西，沈
新路以南，金盛花园以北地区停气。

死的贝类、河蟹等水产品不可烹
调食用。海鲜应现食现烹，烹调后的
海鲜不可久放，应尽快食用。

为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传播
蔓延和个别地区因生食海产品导致
甲肝病例增多情况，辽宁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布关于在当前形势下食品
安全消费提示。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市
民，无论是外出用餐，还是购买食材，
要保管好消费凭证，如遇问题，可拨打
12315投诉举报电话，向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投诉。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死贝类、死河蟹等
水产品不可烹调食用

沈阳这些地方
要停燃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及其子女优先征集入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