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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啥时放爆竹 请您来定
沈阳市针对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时间向市民征求意见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闻英
奇）记者从沈阳市安委办获悉，随着2018
年春节临近，烟花爆竹的燃放问题又提上
了日程。
为进一步做好2018年春节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工作，针对沈阳市销售和燃放烟
花爆竹的时间，沈阳市安委办向广大市民
征求意见。
参与投票的市民，可登录沈阳市安全
t
p：/
/
www.
s
ys
af
et
y.
gov.
c
n
生产网（ht
），
投票时间将截止到2018年1月7日。

沈阳市烟花爆竹“限与禁”
历经3次调整
沈阳市安委办指出，
近年来，
通过加强
监管，规范销售，合理燃放，沈阳市春节期
间烟花爆竹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但燃放烟
花爆竹产生的金属氯化物粉末和有害气
体，
会加重空气污染，
也会诱发气管炎等呼
吸系统疾病，大量的烟花爆竹残屑也给城
市环境带来了不小的负担，因燃放不当更

2018年春节烟花爆竹啥时卖啥时放合适？

明年咋放烟花等您来投票

沈阳市安委办指出，近年来，市民关
于烟花爆竹销售燃放安全风险和环保问
题的投诉量逐年上升，也受到了沈阳市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特别是2017年
沈阳市“两会”期间，11位人大代表联名建
参与投票的市民，可登录沈阳市安全生产网（!""#$%%&&&'()(*+,")'-./'01），点
议春节期间要加强管控燃放烟花爆竹。
击页面飘动窗口，
进入投票页面进行投票。
“安全是福、你我共筑”。市安委办呼吁
据了解，目前国内一线城市和新一线
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投票，共同为打造“安全沈阳”献计献策，投票时间将截止到
城市对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管理方式均为区
2345年4月6日。
域限放和分时段禁放。天津市春节期间烟
花爆竹销售时间为农历腊月二十三至正月
会引发意外人身伤害。特别是，
由于雾霾天
路以内的地区划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 初五，燃放时间为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初五
气的出现，很多人在“要民俗要年味”还是
春节期间只允许在农历腊月二十日至正 及正月十五当天；
大连市、
哈尔滨市销售和
“要蓝天要健康”
上产生了纠结心理。
月十五日燃放烟花爆竹。
燃放时间均为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
2011年，
针对烟花爆竹的“限与禁”，沈阳也几
沈阳明确了烟花爆竹的限放
市安委办提出，为进一步做好2018年
经调整。
区和禁放区。规定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至正 春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在传承传统
1994年，
沈阳将三环绕城高速公路以
月十五日期间，本市三环绕城高速公路以 习俗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燃放烟花
内的地区列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禁止
内的地区为烟花爆竹销售、燃放的限制区 爆竹引发的火灾、
雾霾、
噪声污染和意外人
市民在春节期间燃放鞭炮。
域，
人员密集公共场所等13类地段为禁止 身伤害，
市安委办开通投票渠道，
就销售和
1998年，
沈阳将本市三环绕城高速公
燃放区域，一直持续至今。
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向市民征求意见。
A.
维持去年不变：小年至正月十五（可销售、
可燃放）
B.
改变：小年至正月初七（可销售、
可燃放）、
正月十五（仅燃放）
C.
三环内全面禁止销售和燃放。

供暖公司称普通温度计
无法保证数据准确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赵威）
“供暖后我家暖气不够热乎，
室内温度最高也没有超过15℃，人在屋里，毛衣毛裤都不敢脱，只
能用电暖气取暖。”
昨日，沈阳市民张女士坐在家中客厅里，注视着温度计上标
注的实时温度，一筹莫展。
苍山路22号楼张女士家中温度计显示室内温度15℃

张 女 士 称 ，她 的 遭 遇 并 非 个 案 ，经
其 了 解 ，今 年 供 暖 以 来 ， 小 区 里 不 少
居民向供热单位投诉，反映家中暖气
不热。
针对上述问题，张女士多次向供暖单
位投诉，接到投诉后，供暖单位安排维修
工人上门检查。“维修工人上门后给暖气
放了水，温度还是上不去，问题至今没有
得到彻底解决。”

苍山路
22号 楼 ，由
于室内温度
较低，李奶
奶用瓶装热
水取暖
■本组
图片由华商
晨 报 记 者
张诗尧 摄

记者调查：老人抱热水瓶取暖

供暖公司：已派人上门检测维修
采访中，部分受访居民向记者出示了
供热缴费卡，缴费卡卡面信息显示，今年
负责为苍山路明西小区供暖的企业为沈
阳兴鼎热力供暖有限公司。
昨日中午，记者来到沈阳兴鼎热力供
暖有限公司，针对明西小区部分居民反映
的供热问题，兴鼎热力供暖有限公司办公
室负责客户投诉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明西
小区居民反映暖气不热，室内温度低的情
况只是个案，根据客服部门的记录，目前，
1名客户接连投
公司只受理了3起，其中，
诉了两次。

对于上述客户投诉，该负责人表示，
已将相关情况反映给终端热源厂，根据热
源厂的监测数据，供热参数正常，热源厂
已经安排维修工人到居民家中上门检测
维修。
上述负责人同时强调，居民使用普通
的温度计测量室内的温度无法保证数据
的准确，根据相关要求，对于供暖后室内
温度低引发的投诉，需要测量温度对比
的，居民需要与供暖单位沟通，供暖企业
会安排专人使用专用的测温仪器上门为
居民测量室内的温度。

■服务提示

供热期内室温应不低于18℃
今年集中供暖以来，本报新闻热线陆
续接到一些市民反映暖气不热、室内温度
低等问题。
记者从供热部门了解到，根据相关规
定，
供热期内，除不可抗力原因外，应当保
证用户的卧室、起居室、客厅等温度不低

于18℃。
在申请测温环节，如果用热户住宅
卧室、起居室及客厅温度不达标时，应
首先向所在供热单位报修，供热单位整
改一次后仍不达标，可向供热单位申请
测温。

室温不达标按天数退供热费
根据相关规定，因供热单位责任造成
16℃以上18℃
用热户居室温度不达标的，
以下，供热单位按认定不合格天数收费额
16℃以下，按认定
的40%向用热户退费；

不合格天数收费额全额退费。
另据了解，用热户申请测温后，供热
单位应当在2至4小时内或按照与用热户
约定测温时间入户实施测温。

测温有异议可向供热主管部门投诉
室内温度检测分为四步，具体包括：
检测人员进入室内，选取检测点；在测温
环境和测温仪器达到稳定的工作状态后
开始读数，每间隔数分钟读数一次，最少
读数四次；取每次所测温度的算术平均值
为最终的检测温度值，计算结果精确到小
数点后一位；检测人员应将检测的时间、
室内的散热器遮挡情况以及室内门窗的
关闭状态、检测时室外气温情况、室内其

他冷、热源对测温的影响情况进行记录；
各检测点的测温结果计算平均值为最终
的室温检测结果。
供热部门提醒市民，供热单位不按时
入户测温或测温有争议的，用热户可向所
在地（区）供热主管部门或供热管理办公室
投诉，并由其安排人员2至4小时内入户测
温，
用热户对测温的结果仍有异议的，
可委
托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作为第三方测温。

北京朝阳法院发涉老民事案件审判白皮书

子女争夺老人

房产是主因

《白皮书》显示，以往的赡养费纠纷案
件，赡养人多以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赡养
费为由互相推诿赡养责任，老年人无人照
管的情况居多。但是近年来，因老年人名
下的房屋、宅基地使用权等蕴含着巨大的
经济利益，与老年人共同生活还意味着对
老年人财产的使用和控制，所以子女之间

开始出现争夺、
藏匿老人的现象。
朝阳法院奥运村法庭副庭长蔡峰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变化在司法实践
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认为这与房产的升
值有很大关系，因为从很多继承案件中可
以看出，子女争议的焦点更多还是集中在
房产上。
蔡峰说，在审理涉老类的家事纠纷中
可以发现，一些老人会提前处理自己的财
产，
比如订立遗嘱或者生前进行财产转让
或赠与，这种情况下，直接赡养老人的子
女往往占有很大优势。
此外，我国《继承法》规定，与被继承
人共同生活或尽到赡养义务的继承人，分
配财产时可以多分，其他有抚养能力而不
尽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可以少分或者不
分。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子女争夺老人
便有了现实的利益驱动。

大？《白皮书》显示，家庭矛盾是涉老案件
的主要原因，而在许多案件中诱发家庭矛
盾的导火索往往是固定资产即房产的归
属、分配和处置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老年人大多拥有各种
形式的房产，如房改房、央产房、承租公
房、私有住房、农村宅基地自建房等，且这
些房屋均带有一定的福利性质，取得成本
较低，但目前房屋本身或价值大幅增值，
或因拆迁等事由具有潜在巨大利益。
由此往往导致原本就有的家庭矛盾
在面临巨额财产分配时进一步恶化，甚至
引发亲情危机，并且矛盾化解难度也较
高。
《白皮书》公布的数据显示，五年间，
朝阳法院审理的涉老案件调撤率仅为
44%，明显低于同期民事案件52%的调撤
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

争财加剧亲情危机

老年人应将财产控制在手中

房产对于家庭矛盾的影响到底有多

今日“大雪”节气
沈城气温却回暖走高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仓一荣）今天，我们迎来了
冬天的第3个节气“大雪”。
“大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时
令已经进入到仲冬时节。
在
“大雪”
节气到来的日子，
沈城却没有大雪降下。不
仅如此，
据中央气象台，
全国大部地区在未来三天几乎都
没有明显降水出现。不过，
气温却有变化出现。今天开始，
沈城和我省大部地区气温将出现短暂的回暖走高过程。
省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早晨，沈阳最低气温-13℃，
午后最高气温-3℃。今天从早到晚，沈城地区盛行北风，
体感较冷。预计到本周日，气温又会大幅下降。

沈阳三日天气
今天

白天晴，最高气温78!，北风89:级
北风298级
夜间晴，最低气温74:!，

明天

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西南风89:级
夜间晴，最低气温742!，
西南风89:级

后天

西南风:9;级
白天晴，最高气温8!，
西北风:9;级
夜间多云，
最低气温743!，
气象数据来源：中国天气网

沈阳划定115个
食品摊贩经营区域

我省13所高校评为卫生
监督量化分级A级单位

为房产 子女对老人从推诿变争夺
本报讯 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以物质利益出发争夺老人酿造家
庭不和，不足取。
据北京晚报报道，昨日上午，北京市
朝阳区法院向社会公开发布《涉老民事案
件审判白皮书》，当中数据显示，2012年至
2016年，朝阳法院受理赡养纠纷402件。
尽管数量不多，但是随着房产和宅基
地的价值越来越高，赡养纠纷却出现了新
的变化——
—子女从以前的推诿赡养责任
变成了争夺藏匿老人。

!"#

12个区、县（市）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
区名
划定区域数量
发放备案卡户数
1个（已设立公示牌）
114户
和平区
881户
沈河区 13个（全部设立公示牌）
133户
皇姑区 14个（12个设立公示牌）
297户
大东区 12个（全部设立公示牌）
4个（全部设立公示牌）
130户
浑南区
9个（8个设立公示牌）
142户
于洪区
132户
沈北新区 16个（全部设立公示牌）
1个（已设立公示牌）
51户
苏家屯区
18户
辽中区 24个（全部设立公示牌）
2个（全部设立公示牌）
11户
新民市
1个（已设立公示牌）
5户
法库县
142户
康平县 17个（全部设立公示牌）

市民投诉：小区供暖温度
“打折”

昨日，记者来到张女士居住的明西小 晚上温度低，为了取暖，她想出个办法，
区，随机采访了20名居民，多数受访居民
将温热的水灌入大饮料瓶中，抱着塑料
表示，今年供暖后，家里的暖气不够热，使 瓶取暖。
用家中自备的温度计测量后，室内平均温
记者随后来到张女士家，张女士客厅
度在15℃左右。
内的温度计显示实时温度为15℃。“白天
今年82岁的李大妈与张女士同在一
屋里可以照进阳光，感觉暖和一些，晚上
栋居民楼，住在6楼。昨日10时30分许，李
比较遭罪。”
张女士说。
大妈家挂在客厅里的温度计实时温度显
在张女士所居住的小区，记者先后走
示为13℃。
访了5户居民家，其中，3家使用电暖气取
李大妈半躺在卧室床上，腿上盖着
暖，受访居民均表示，今年供暖后，家中的
棉被，身上披着毛衣，将两个大饮料瓶抱
温度较去年有所下降。
在怀中。“昨天有工人来维修，暖气放了
多数受访居民反映，针对暖气不热，
水，现在温度还是没有上来。”李大妈说， 室内温度低等问题，小区居民多次向供暖
室内温度较低，因为她家中没有电暖器， 公司投诉，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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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汤洋）截至11月27日，全市
共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115个，其中112个区域已设立
公示牌公示，共计发放食品摊贩登记备案卡2056户（占
7%）。
全省数量22.
昨日，沈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沈阳食品摊
贩规范管理工作相关情况。据介绍，食品摊贩管理规范
指标是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22个基本项指标中
的重点项目，今年以来，沈阳市先后6次组织各区县（市）
加快推进食品摊贩规范管理工作。
针对目前部分地区食品摊贩规范管理进度缓慢，食
品摊贩许可和监督检查档案内容不全，地铁站、医院、学
校等重点区域仍存在流动食品摊贩经营现象等突出问
题，
下一步，
市政府食安办将督促铁西区尽快划定食品摊
贩经营区域，督促皇姑区和于洪区尽快对划定区域全部
设立公示牌，督促铁西区和经开区尽快启动备案卡发放
工作。同时，
督促行政执法部门对食品摊贩经营区域以外
的流动摊贩予以取缔，对划定的区域全部设立公示牌并
通过政府网站等形式向社会公示，
并督促街道办事处、乡
（镇）政府、
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健全许可档案和监管档案。
目前，
沈阳市已有12个区、
县（市）确定食品摊贩经营
区域，
已划定区域、
设立公示牌，
并开展了食品摊贩登记备
案卡发放工作。铁西区正在研究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的
办法，
尚未划定经营区域，
未开展备案卡发放工作；
经开区
划定区域1个（已设立公示牌），
暂未开展备案卡发放工作。

居民投诉：
明西小区
室温仅15℃

市民张女士家住沈阳市苍山路22号
明西小区，其居住的居民小区今年刚刚更
换了供暖公司。张女士说，供暖以来，
感觉
屋内温度明显比去年有所下降，未达到供
暖期18℃的室内温度标准要求。
“去年屋里温度能达到20℃左右，今
年屋里最高温度就没超过15℃，毛衣毛裤
都不敢脱，没有办法，只能用电暖器取
暖。”
张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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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老人该由谁赡养的问题，子女间

在法庭上相互攻击谩骂的情形时有出现。
在蔡峰审理过的一起赡养纠纷中，其中一
个子女就表示，之前老人都是住在她家，
由她赡养，后来姊妹将老人接走去住，老
人就不回来了。她表示，要么老人还继续
跟着她住，由她赡养，否则她拒绝给付赡
养费。
蔡峰还发现，在赡养纠纷中，虽然表
面上提起诉讼的都是老人，但其实背后
是子女之间的矛盾，有相当比例的老人
受到了子女的鼓动。因此在这类案件中，
法官会尽可能要求老人亲自出庭，甚至
亲自去到老人的家里，以核实老人的真
实想法。
对于这种变化，蔡峰认为，应该纠正
这种不恰当的观点。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以物质利益出发争夺老人酿
造家庭不和，不足取。
此外，蔡峰也建议老年人尽量将自己
的财产控制在自己手中，涉及家庭成员共
同利益的处分，最好由家庭成员之间协商
处理，
和平解决。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闻英奇）12月5日，省
卫生计生委、省教育厅在辽宁大学联合召开2015-2017
年全省高等院校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总结会。
会议通报了2015-2017年辽宁省高等院校卫生监
督量化分级管理评定结果及示范实训基地名单，共有13
63所为B级单
所高等院校为A级单位 （卫生优秀学校），
位（卫生良好学校），28所为C级单位（卫生合格学校），7
所为D级单位（卫生不合格学校）。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
学、锦州医科大学3所学校被授予辽宁省高等院校卫生
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示范实训基地。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A级单位
辽宁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
沈阳体育学院
沈阳化工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沈阳校区）
沈阳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
大连大学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宁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锦州医科大学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沈阳今年7月以来
已立案审查公益诉讼8件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昨日，沈阳市政
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市人民检察院介绍“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
相关内容。
据介绍，
“公益诉讼”可概括为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由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或组织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根据被诉对象的不同，可
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
近年来，此类事件时有发生，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
破坏甚至无法修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重大侵害
和影响，国有财产巨额流失而得不到有效追偿。
从今年7月1日起，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工作在全
国全面铺开。截至目前，
在已摸排出的案件线索中，
经过初
查和调查核实，
已立案审查8件，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2件。
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是破坏生态环境或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这两个领域。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是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四个领域。

沈阳空港口岸
首次进口加拿大龙虾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赵威）昨日，记者从沈阳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了解到，近日，一批累计100箱、重量
1.
361吨的加拿大龙虾入境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这是沈阳
空港口岸首次进口加拿大龙虾。
据了解，这批来自北美的特殊旅客“鳌龙虾”，从加
5kg～2kg之间。
拿大海域捕捞，
平均个体在1.
接到企业申报后，沈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邮检部门
联合动植食部门迅速响应，仅用半小时就完成全部报
检、审单与现场查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