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陶瓷大世界
停止营业”的消息在网
络热传。

8 月 3 日，沈阳
市自然资源局发布
信息，大东区陶瓷大
世界地块规划调整
批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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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4城市今明两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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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沈阳陶瓷大世界停止营业”的
消息在网络热传，一时间，引起不少市民关注。

8 月 3 日，沈阳市自然资源局发布信息，大
东区陶瓷大世界地块规划调整公布。信息显
示，陶瓷大世界地块用地性质将由商业用地、社
会停车场用地调整为商业、居住和绿化用地。

对此，沈阳陶瓷大世界相关工作人员称，
“停业之后商户会搬到对面的艺展大世界里，现
在合同都签完了，正在进场装修，今年‘十一’开
业。”

“结婚之前还到那里买过地砖，挺长一段时
间没过去了，这两天在网上看到停业的信息，沈

阳陶瓷大世界要搬到哪里去？”市民康女士问。
记者在市民热传的信息上看到一则加盖

“沈阳陶瓷大世界经营管理部”红色印章的通
知，具体内容为：因我商场有重大调整，所有商
户合同终止于 2021 年 8月 21 日，2021 年 8月 22

日本商场停止营业，8 月 22 日至 8 月 30 日期间
商户撤场。8月31日商场楼体整体拆除。请各
位商户提前做好准备。通知最后的落款为沈阳
陶瓷大世界市场部，时间是8月7日。

日前，记者联系到沈阳陶瓷大世界一位工

作人员，她告诉记者：“网上传的信息是之前在
商户内部群里发的通知，后期商户会搬到对面
的艺展家具大世界，现在合同都签完了，商户地
方也选完了，正在进场装修，今年‘十一’就开业
了。90%的商户都会挪过去，剩余的客户有的直
接挪到库房了，有的不在这个行业做了。这个
情况商户都知道，他们也给顾客说了新铺位地
点，不会耽误顾客提货。”

市自然资源局发布的信息显示，大东区陶
瓷大世界地块用地性质调整方案于今年5月20
日获得了市政府批准，现进行批后公布。

规划简要内容分为三部分。单元范围：东
至三环高速，南至规划路，西至东望街，北至规
划路，单元面积909.98公顷。地块范围：东至12
米规划路，南至22米现状路，西至东望街，北至
12米规划路。调整内容：为整合地区商业功能
布局，补充完善宝马厂区和汽车城的配套服务
能力，经大东区人民政府申请，将陶瓷大世界地
块用地性质由商业用地、社会停车场用地调整
为商业、居住和绿化用地。

据了解，沈阳陶瓷大世界和东北陶瓷城相
隔一条马路，于2007年投入运营，属于沈阳陶瓷
大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期商业项目，集
聚瓷砖、地板、卫浴、灯饰等万余种商品。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盛满沈阳人记忆的“陶瓷大世界”将搬迁
商户搬到对面的艺展大世界里 原址将建设住宅和绿地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制定了《辽宁省企业首
席质量官管理办法》。即日起至 9月 5日，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以更好地在我省推行首席质
量官制度。

首席质量官这个词，或许对多数人来讲还
比较陌生，通过此征求意见稿，我们对首席质量
官具体做啥工作、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将会有比
较全面了解。

征求意见稿上表示，首席质量官（CQO）是
企业高层质量战略制定者、质量策划者和企业
质量文化的创建者，是经企业法定代表人聘任

或主要负责人选拔任命，落实企业主体质量责
任、对企业质量安全工作全面负责的质量主管
人员。首席质量官一般应设在企业决策层，由
企业高层副职以上领导兼任，直接领导质量管
理、质量检验、质量安全等相关业务部门。

在任职要求方面，企业任用首席质量官，应
当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诚实守信、
敢于负责，熟悉国家有关质量法律法规和质量
政策。大中型企业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
5年以上质量工作经历，小微企业应具有大专以
上学历和3年以上质量工作经历。

在工作职责方面，首席质量官负责组织制
定企业质量发展战略、年度质量工作计划和质
量安全保障措施，推广实施先进质量管理体系
和管理方法，组织实施质量改进、质量攻关等群
众性质量活动，进行质量成本管理、质量统计分
析，开展质量教育培训，建设企业质量文化。

企业发生重特大质量安全事故，或者质量问
题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首席质量官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对违反职业操守、未有效履职尽责，不
再符合任职标准的首席质量官，省市场监管局将
建议企业予以撤换。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从近期的天气形势示意图来看，目前副
热带高压主体位于长江以南，整个北方地区
都是冷槽控场，没有副高的牵绊，冷槽的活动
也就随性了很多，冷槽后部跟着的多是极地
来的冷空气，所以，近期东北地区气温下降得
比较明显，早早有了秋天的感觉，直至本周末

辽宁大部依然是气温偏低，暑热褪去，秋凉渐
起。

今天白天沈阳持续多云的天气，东北部地
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北风
3 到 4 级，人体感觉凉爽舒适，夜间凉意就更明
显了，最低气温 16℃，晚间休息要关好窗户，防

止着凉。
目前看，双休日两天没有降雨的打扰，天气

时云时晴，最高气温在 26℃上下，最低气温在
17℃到18℃，北风风力也不大，非常适合安排一
些户外活动，预计下周气温会逐渐回升。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沈城市民熟悉的“陶瓷大世界”。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周末天儿挺好 体感舒适适宜户外活动

《辽宁省企业首席质量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企业首席质量官做啥工作？具备啥条件？

我省命名24个“辽宁
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道
我省 24 个“辽宁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名单出炉。其中有：沈阳市苏家屯区农
民画、沈阳市大东区摄影、沈阳市皇姑区
剪纸、大连市庄河市栗子房镇农民画、大
连市西岗区曲艺、鞍山市海城市高跷秧
歌、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岫岩玉雕、抚
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地秧歌、本溪市本
溪满族自治县清河城镇太平秧歌等。

30多岁的金女士在某网购平台花千余元买
了一套化妆品。使用了几天后，她没发现化妆
品有啥质量问题，感觉很满意。

一天，金女士忽然接到了电话及短信，内容
差不多，对方自称是该平台的客服，说如果化妆
品质量有问题，可以返现，予以赔偿。

当时，金女士很纳闷：化妆品用着挺好，质
量没有问题啊。当她把这个观点反馈给对方
时，对方进一步诱惑说，你就投诉质量有问题，
然后申请平台理赔，只要提交你的支付账号及
密码就能达成所愿，并且化妆品还不用退还。

金女士感觉很划算就照做了，然后“客服”
称其支付账号上至少要有 500 元才能理赔，金
女士连声说有。对方又给金女士发来了一个链

接，让其打开，金女士再次照做。半小时后，对
方没啥动静，金女士就去查看账户绑定的银行
卡。两张银行卡里共 7.9 万余元几乎全部被转
走，只剩下了几元钱。

金女士立即报警。警方分析，就在金女打
开链接“客服”的链接时，手机已被骗子远程操
控，相关信息被骗子完全掌控。

绥中县局高甸子派出所指导员郝佳介绍，
在此类诈骗案件中，骗子通常是以购物平台客
服的身份直接与受害人联系，声称订单存在异
常、物流存在状况、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等，诱导
受害人点击不明链接、发送验证码，从而将受害
人银行卡中的钱转走。骗子除了冒充客服外，
有时还会披上公检法机关或金融机构的外衣，

以核实资金安全、银联验证等理由让受害人提
供个人信息，从而达到诈骗的目的。

在此后的侦办过程中，警方了解到，金女士
的7.9万余元已经被转到了一张银行卡上，该卡
的主人是黑龙江大庆人。警方联系对方，对方
称自己身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此前通过一位朋
友介绍，将这张银行卡交给了一位办贷款的
人。卡主人并不认识此人，后来也联系不上了。

警方还掌握，该银行卡每天的流水很大，达
到三四十万元左右，前期因涉嫌诈骗已经分别被
北京、广东警方冻结。绥中警方与北京、广东警
方对接，查证其中7.9万余元是金女士被骗的钱。

随后，绥中警方将金女士银行卡中被盗走
的7.9万元全部追了回来。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遭遇网购退款骗局 银行卡被盗刷7.9万

沈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建军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沈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杨
建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辽宁省纪委监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