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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小喇叭

失业保险参保职工 可获技能提升补贴
记者昨日从市人社局获悉，我市失业

标准分别不超过 1000 元、1500 元、2000

写相关信息，审核通过后打印《失业保险

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补贴工

元；属于我市紧缺急需职业（工种）的，补

技能提升补贴申请表》。申请人持《失业

作将于 11 月 15 日全面启动，根据相关文

贴标准可上浮 20%，但最高不得高于市

保险技能提升补贴申请表》、职业资格证

件规定，凡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累计缴纳

级目录标准。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

书、身份证、大连银行或社会保障卡原件

失业保险费 36 个月（含 36 个月）以上的，

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技能提升补贴。

及复印件至参保地区（市）县、先导区失业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取得初级、中级、高

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可在证书核发

保险经办机构进行现场审核。审核通过

今天

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以核发日期为准)的

之日起 12 个月内，登录大连市人力资源

后，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将申请人申报补贴

晴间多云

企业职工，
可以申请技能提升补贴。

和社会保障局网上行政大厅系统（http://

信息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无异议后，

据悉，按照补贴标准，企业职工取得

bsdt.dl12333.gov.cn），通过失业保险技

补贴将直接发放至申请人大连银行卡

初级、中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的，补贴

能提升补贴申报端口，按页面提示准确填

内。

1℃～6℃
相对湿度：30%～55%

记者左莹

西北风 5～6 级阵风 7 级

公交集团准备冬运 12月1日至明年3月1日公交车全天开空调

明天
晴
1℃～5℃

初冬 11 月，公交集团进入了传统意

车辆换季维护规定，认真做好换季保养工

4800 余名驾驶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教

相对湿度：25%～60%

义上的“冬运”。今年冬运期间预计公交

作，尤其是加强纯电动车、双层车气路检

育和技能培训，组织驾龄在 3 年以内的驾

西北风 5～6 级转偏北风 4～5 级

集团日均客流量达到 199.54 万人次。目

修，做好车辆的预热、保温、防冻、防滑等

驶员进行冰滑路面操作和演练，切实提

前，公交集团已配好车、配足车，确保车辆

准备工作；公交运营车辆在 12 月 1 日至明

高驾驶员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的安全驾驶

正点出库，准点发车。同时将结合天气和

年 3 月 1 日将全天开启空调，在 12 月 1 日

能力；做好驾驶员对新能源车辆，尤其是

客流变化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调度方式

前将根据天气情况适时开启空调；为确保

纯电动车的冬季操作培训，使驾驶员充

（大站快车、临时加车等），加快车辆周转，

恶劣天气公交车正常运营，公交集团提前

分了解新能源车辆冬季行车规范，确保

2017 年 5 月，
省卫生计生委下发《辽

最大限度满足市民出行需求。据了解，今

做好冬运物资储备工作。截至目前，公交

顺利过冬。

宁省 2017 年深入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

年冬运期间公交集团计划日营运班次

集团共储备融雪剂 838 吨，应急救援车辆

此外，公交集团以各类服务竞赛活动

服务行动计划重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按

3364 个,日营运车次 28664 个,日运营里

165 辆，备有融雪剂、防冻液、防滑沙、除

为契机，全面提升公交服务水平，冬运期

照省卫生计生委统一部署，
我市在2017年

程 407310 公里，
均比去年明显提高。

雪板、铁锹、手套等除雪防滑物资，并成立

间，公交集团还将安排 700 余名党团员和

12 月 1 日至明年 3 月 1 日
公交车全天开空调

应 急 救 援 队 伍 132 支 ，应 急 救 援 人 数

管理人员在早晚高峰时段客流密集的

1000 余人，
为冬运提供有力保障。

300 余个站点维乘。市民如有乘车咨询

我市 22 家三级医院
全面取消门诊静脉输液

7 月《转发辽宁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辽
宁省 2017 年深入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计划重点工作方案的通知》中
要求，我市三级以上医疗机构（儿科医院

今年冬运前，公交集团对 4000 余辆

或儿科门诊除外）全面取消门诊静脉输

公交车进行了全面的技术检查，按照运营

乘车咨询及投诉可拨 968600

和服务投诉，可以拨打公交集团客服热线
968600。
记者李元臣

结合冬运工作特点，今年公交集团对

液。急诊和日间手术患者在严格掌握适
应症的情况下可采取静脉输液治疗。
记者了解到，
目前，
我市24家三级医
院中除了大连市儿童医院和大连市妇女儿
童医疗中心外，
其他22家三级医院已经全
面取消了门诊静脉输液。

今天是第 11 个联合国糖尿病日

我国每 10 人中就有 1 个糖尿病患者 应合理膳食增加运动

记者金怡蕾
11 月 14 日是第 11 个联合国糖尿病

于现代化、城市化、人口老龄化以及人们

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推进糖尿病建

日，今年的主题为“女性与糖尿病——我

行为生活方式的改变等慢性病危险因素

档及规范化管理，降低居民心脑血管病发

们拥有健康未来的权利”。糖尿病是威

水平的持续增加，糖尿病的患病率仍将持

病和死亡风险。

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慢性病，我国糖

续升高，糖尿病防控形势仍很严峻。市民

据悉，今日，大连市疾控中心将组织

尿病患者人数正在快速增长，2012 年中

应积极认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对人体的

全市区市县疾控中心及辖区社区及乡镇

辽宁 20 家医疗卫生机构因无证行医、超

国营养与慢性病调查显示，我国糖尿病

危害，了解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和防治控制

卫生院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岗区石道

范围行医等非法行医行为被查处。

患病率达 9.7%，每 10 个人中就有 1 个糖

措施，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合理膳食，增加

街社区门前进行现场宣传、免费义诊、免

尿病患者。

体力活动，保持理想体重，限制饮酒及戒

费测血压、发放宣传材料和宣传品、开展

辽宁 20 家医疗机构
因非法行医被查处
辽宁省卫生计生监督局 13 日宣布，

此番被查处的 20 家违法医疗卫生
机构中，沈阳广济医院、沈阳煤业集团总

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

烟等，定期监测血糖，以减少糖尿病患病

社区专家讲座、互动答疑、传授测血糖技

医院、海城市商业卫生所等 7 家医疗机

染性疾病防制所战贤梅主任医师介绍，由

风险。社区应努力提高人群对糖尿病的

能等。

记者金怡蕾

构，因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无药学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从事医疗工作，
以及在无《医师资格证书》
《医师执业证
书》的情况下非法开展诊疗活动被查处。
另外，辽阳市白塔区兴盛牙齿美容

《环境保护税法》将从明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市地税局积极做好环境保护税开征准备工作

所、葫芦岛市正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
12 家医疗机构因超范围行医、无证行

日前，记者从市地税局了解到，
《环境

利开征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该局还针

业逐户摸底调查，识别、确定环保税纳税

医、倒卖篡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

保护税法》将从明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对信息交接、数据共享、联合协作和流程

人，建立环保税纳税人名册。并根据排污

违法违规行为被查处。阜新矿业（集团）

目前已进入开征倒计时。环境保护税（以

衔接等工作，与相关部门深入交换意见，

费缴纳情况，按照‘税费平移’
（不因费改

平安医院因未使用专业储血设备，且未

下简称环保税）开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

努力达成共识，在各部之间建立起长效

税而增加纳税人负担）的原则，对我市环

对血液储存进行有效温度监控，不符合

在稳步有序推进中。

工作机制。

保税数额进行初步测算，夯实税源基础，

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被查处。

据悉，新出台的《环境保护税法》将

为确保政策平稳落地，市地税局针对

辽宁省卫生计生监督局副局长段颖

实行“企业申报、税务征收、环保监测、信

部分大型化工、火电和钢铁等环境保护税

表示，非法行医为祸百姓，轻则骗取患者

息共享”的税收征管模式。环保、税务等

重点税源企业开展了一系列的调研摸底，

诊金，重则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生命安

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是环保税顺利开

详细了解企业以往排污费征收情况以及

我们将扎实做好环保税税法宣传、纳税人

全造成威胁与伤害。据了解，20 家非法

征的重要保障。为此，市地税局积极寻

费改税后可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辅导培训、部门合作等各项工作，全力确

行医的医疗机构所在当地卫生计生行政

求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联合财政、环保、

部门已对其责令整改，并予以警告、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新华社

为建立数据准确、信息完备、指标科学的
环保税数据库做好充分准备。”
市地税局局长王安栋表示，
“下一步，

市地税局财产行为税处处长张元军

保环保税顺利开征，贯彻落实好十九大报

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共同成立了大连市

告诉记者，
“目前，市地税局正在依据环保

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和要求，为建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准备工作领

部门提供的环境保护排污费收费企业名

设美丽中国撸起袖子加油干。”

导小组，制定具体工作方案，为环保税顺

单，对我市 3000 多户环保排污费缴纳企

王琳 周红 记者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