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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发布

2017 年大连市水专项整治情况新闻发布会昨日召开

“6 条 8 段”黑臭水体治理年底将全面完成
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稳定，河流断

控二期工程；
市政府印发了《大连市饮用水

行动，从严、从重、从快打击专各类环境违

面水质改善明显，黑臭水体治理年底完

水源保护区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办法》，
组

法行为，通过此次专项行动共查处涉水环

成……2017 年是
“水污染防治专项年”
，
也

织完成 6 条穿越水源地道路的环境风险防

境违法企业 140 多家，
罚款 320 余万元。

今天

是实施“水十条”的关键一年，通过全市上

范工程，
建设导流槽、应急池，
43 个路段划

晴

下的努力拼搏，我市水环境质量状况得到

定为危险化学品禁行区；开展了水质保障

的泉水河、春柳河、周水河、周水河北支线、

-4℃～0℃

全面改善。

环保专项整治行动，
13 处县级以上饮用水

大化明沟以及凌水河等 6 条黑臭水体分别

水源水质信息全公开。

由市城建局、甘井子区政府、高新区、市城

地铁小喇叭

昨日，大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

相对湿度：
20%～50%
北风 6 级

明天
晴
1℃～4℃
相对湿度：
20%～50%
西风 5～6 级减弱到 4～5 级

开新闻发布会，
邀请市环保局、市城建局相

在 2016 年至 2017 年两年时间里，仅

关负责人介绍了 2017 年大连市水专项整

列入
“水十条”
和目标责任书中任务的就有

黑臭水体已完成周水河、春柳河上游及周

治有关情况。

新建污水处理厂 3 座、提标改造污水处理

水河北支线治理工作，其他 5 段治理均已

晴
-3℃～7℃
相对湿度：
30%～60%
西南风转北风 5～6 级

我市被确定为全国殡葬
综合改革试点地区
昨日，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日前
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确定全国殡葬
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单位）的通知》
（民办
函〔2017〕319 号），确定北京市民政局
等 80 个地区（单位）为全国殡葬综合改
革试点地区（单位），其中省级试点单位
6 个、地级试点地区 25 个、县级试点地
区 49 个。大连市名列其中。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先后出台多个
殡葬改革文件，明确将加强文明殡葬、惠
民殡葬、人文殡葬、绿色殡葬、法制殡葬
建设，作为我市殡葬改革的 5 大目标任

建集团等负责治理。截至目前，
“6 条 8 段”

进入收尾阶段，
年底将全部完成。

据悉，
按照《大连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

厂 13 座，水厂建设改造任务超过了“十二

案》，
环保、
城建、
水务等部门联动，
有序推进

五”的总和。城镇污水处理能力由 132 万

此外，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建设以及

水环境综合整治和水生态保护，
水环境质量

吨/日增加至 197 万吨/日，
建设配套管网总

提标改造各项工程已见成效。污水处理厂

状况得到全面改善。1-11 月，
全市 21 个河

长达到了 121 公里，并全部实现一级 A 达

建设——大连湾污水处理厂、泉水河污水

流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了 86%，
我市向

标排放。

处理厂二期已经通水运行，梭鱼湾污水处

主城区供水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英那河

后天

记者还了解到，我市建成区目前存在

今年我市从 4 月 5 日至 10 月 30 日，
利

理厂年底前也将通水。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水库和碧流河水库）水质达标率为 100%，

用近 6 个月时间，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利剑

造——马栏河污水处理厂一期、泉水河污

近岸海域水质稳中有升。

斩污碧水行动”
，
重点对庄河、登沙河、复州

水处理厂一期、春柳河污水处理厂二期、凌

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市环保局完成了

河等河流的上游工业企业、近岸海域超标

水河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均已经完工，并

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内 61 家排污企

入海排污口上游排污企业、饮用水水源地

通水运行，
老虎滩污水处理厂、春柳河污水

业停产工作；完成了碧流河水库岸滨带生

周边排污企业及水产品加工企业和城镇及

处理厂一期升级扩建工程年底前完成目标

态恢复建设工程、碧流河水库实时视频监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等方面开展专项执法

任务。

生前立捐献眼角膜遗嘱 两位家乡人将重见光明
2017 年 12 月 1 日，大连市直机关干
部姜春国去北京等待心脏移植，但他没

人作出决定，叶落归根，立即返回大连捐

连眼疾患者重见光明。记者了解到，
即将接

献眼角膜。

受角膜移植手术的两位患者已经入住市三

有等来生命最后的希望，入院后多次发

12月2日下午2时，
姜春国携带呼吸机

院，
他们都是30多岁的年轻人，
均为外伤引

生心脏骤停，心跳随时会停止。患病期

乘救护车从北京出发，
不幸的是，
在返连途

起的角膜瘢痕，
预计本周五即可进行手术。

间，他多次表达去世后要捐献器官和角

中，
姜春国停止了呼吸。经过近 10 个小时

据了解，
目前，
市红十字会接受遗体、
器

膜，帮助别人。家人紧急与大连市红十

颠簸，
12月3日零时10分，
救护车停在了大

官、
角膜登记3968人次，
登记者中有军人、

字会取得联系，经过评估，姜春国因病情

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门口，
随后，
医护人

医生、教师、工人、农民，
还有机关干部。截

较重，肝、肾受损，只有角膜可以捐献，但

员立即进行了角膜摘取。

至目前，
我市已实现角膜捐献36人、
遗体捐

角膜捐献时限是去世后 6-12 个小时内

姜春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实现了他

获取。为了将角膜捐献给家乡人，其家

生前的愿望，
他留下的眼角膜，
将让两名大

献346人、
器官捐献29人。
记者金怡蕾

务。在强化文明祭祀方面，我市民政局

市食药监局公示 11 月份食品监督抽检结果

等部门抓住春节、清明节、中元节、寒衣

不合格样品包括怪咖雪糕、海蜇丝、海蜇头等

节等传统祭祀节点，通过努力使得传统
祭祀节日期间销售封建迷信用品现象大
幅减少。在全市各殡仪馆、公墓取消一
次性纸花圈，对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需要
使用花圈的，免费提供可循环利用的绢
花圈和免费书写挽联，不但解决了烧花
圈污染环境的问题，还极大减轻了逝者
家属的殡葬负担。据介绍，我市还出台
了一系列殡葬政策，不断健全完善殡葬

记者左莹

记者从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获悉，11 月

用农产品包括畜禽肉及副产品、水产品、 （里脊）。在普通食品抽检中，冷冻饮品共

份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共开展了 3 次食用

蔬菜共 3 大类，抽检场所涉及主城区农贸

抽检 29 批次，检出不合格样品 1 批次，产

农产品和 1 次食品监督抽检，共计抽检

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等。

品为怪咖（哈密瓜口味雪糕）；水产制品共

468 批次。其中,食用农产品抽检 196 批

在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中，抽检韭

抽检 21 批次，不合格样品两批次，产品分

次，合格产品 194 批次，不合格产品两批

菜、茄子、黄瓜等蔬菜类样品 121 批次,不

别为海蜇丝和海蜇头。抽检产品信息等

次 ，抽 检 合 格 率 为 98.98% ；食 品 抽 检

合格样品 1 批次,产品为芹菜；抽检猪、牛、

详细情况可登录大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272 批次，合格产品 269 批次，不合格产

羊肉、猪蹄等畜禽肉及畜禽内脏样品 64

网 站 （http://www.dlfda.dl.gov.cn） 查

品 3 批次，抽检合格率 98.90%。抽检食

批次，不合格样品 1 批次,产品为牛黄瓜条

看。

记者金怡蕾

服务体系。免除城乡低保对象、城镇
“三
无”人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人体器
官捐献者、无殡葬补助城乡居民等 11 类
群体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大力推进葬式

地铁暖新闻

葬法改革，优先发展骨灰海葬，
积极推行

好心乘客捡手机拾金不昧 地铁员工找到机主归还

树葬、花葬、草坪葬、壁葬等节地生态安

日前，
在地铁 1 号线东纬路站，
上午 10

葬发展。

记者阎婧琦

时左右，班长于丽爽正像往常一样在站厅
巡视，发现 B 口安检处一位女乘客捡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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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才得知自己老爸手机丢了，赶忙向热
心的地铁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中午 12 时左右，
机主来到东纬路地铁

一部手机。于丽爽向这位拾金不昧的女士

站认领自己的手机，
根据机主对手机品牌、

表示了感谢，并用对讲第一时间向值班站

外形的描述以及准确的手机号，姜丹将手

长姜丹报告。姜丹得知情况后便让于丽爽

机归还机主。手机失而复得，机主感动地

把手机送到站长室，想通过拨打手机通讯

握着姜丹的手：
“我发现手机丢了以后，就

录里的号码联系失主。正准备拨打号码的

沿着原路回去找，
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定会丢失，真诚感谢那位拾金不昧的女乘

时候，
这部手机的来电铃声响了，
姜丹接听

还好回到家后儿子告诉我被你们收好了。

客和所有工作人员的热心相助。”

了电话，
打来电话的人恰巧是失主的儿子，

如果没有车站工作人员相助，我的手机肯

孔令明 记者李亚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