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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14 部门联合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规范直播带货 严打盗版网课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委宣
传部、省网信办、省公安厅等 14 部门联
合开展 2020 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网络市场突出问题，保护消
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
本次行动主要有压实电子商务平
台主体责任、重拳打击不正当竞争行
为、集中治理网上销售侵权假冒伪劣
商品、严厉打击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非法交易行为、强化互联网广告监管、
依法整治社会热点问题、依法查处其
他网络交易违法行为七项重点任务。
专项行动将严厉打击网络虚假宣

传，尤其是疫情期间夸大、虚构产品功
针对新形势下的热点问题，我省
效以及普通食品宣称具有疾病预防、 将严肃查处通过微博、微信、视频网
治疗、保健功能误导消费者等行为。 站、直播平台等网络社交平台，发布、
严厉打击刷单炒信、非法寄递包裹、买
直播和恶意传播、转发违法猎捕、杀
卖快递单号等行为。
害、吃食、加工、虐待和利用野生动物
我省将以食品（含保健食品）、药
及制品的视频和网络直播行为。规范
品、医疗器械、防疫用品等为重点，开 “直播带货”等网络经营活动秩序，依
展集中整治，严厉打击疫情期间利用
法惩处“直播带货”等领域违法犯罪行
互联网销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医用
为。加强二手物品网络交易平台监
卫生材料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新冠
管，依法打击借众筹名义实施非法集
疫苗、血液制品、麻醉品等禁限售商品
资、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
监测监管，严厉打击买卖、使用虚假检
互联网销售盗版网课、盗版出版物等
测报告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违法行为。
据《辽宁日报》

明年1月1日辽宁患者可用上700元支架
根据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
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部署，经省医保局
研究决定，我省拟于 2021 年 1 月 1 日零
时执行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
购结果。
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
结果近日在天津开标，拟中选产品涉
及 8 家中外生产企业、10 个品种，支架
价格从均价 1.3 万元左右下降至 700 元
左右。医疗机构临床常用的主流产品
基本中选，覆盖医疗机构意向采购量
的 70％以上。与 2019 年相比，相同企
业的相同产品平均降价 93%，国内产品
平 均 降 价 92% ，进 口 产 品 平 均 降 价
95%。
心脏支架又称冠脉支架，是用于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PCI）的耗材，
是最有效减少患者死亡的一个手段。
由于临床用量大、价格高成为首批国
家集中带量采购的耗材品种。本次集

中带量采购的冠脉支架材质为钴铬合
金或铂铬合金，载药种类为雷帕霉素
及其衍生物，采购周期为两年。
据了解，不同生产企业、不同品牌
的心脏支架在临床使用中 70%到 80%
可相互替代，仅有少数不可替代的情
况，
主要是由于支架直径与长度有特殊
规格。目前主流品牌的规格均比较齐
全，均能满足 80%左右的临床常见情
况。
按照辽宁省医保局的要求，
全省各
市医保局组织辖区相关医疗机构已于
11 月 16 日 17 时前完成协议采购量的分
解、
确认工作，
并将于 11 月 25 日前通报
中选产品相关生产（经营）企业。
各中选企业按照 1 个中选产品 1
个市 1 家配送企业的原则建立配送关
系。医用耗材产品生产企业直接配送
的也须报送，以便与各市医疗保障局、
医保经办机构和医疗机构及时沟通。

对于未在辽宁省医用耗材配送企业信
息库的配送企业，辽宁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于 12 月 7 日前先行增补入库，
后补报相关材料。各中选企业应于 12
月 20 前完成网上配送关系建立。
各市医保局组织本市辖区各医疗
机构与中选产品生产企业或其委托的
配送企业于 12 月 25 日前完成《辽宁省
医用耗材带量采购购销合同》的签订
工作。鼓励医保基金与中选企业或其
委托的配送企业直接结算。如果采取
医保基金预付周转金结算的方式，要
在 12 月 25 日前完成医保基金预付周
转金的测算和划拨。
近日，
记者随机采访了沈阳的四家
医院相关科室的医生和负责人，
医生介
绍，
支架降价后肯定会大大地降低手术
患者的医疗费用，
减轻医疗负担。而各
个医院也会按照医保局的要求，
采购并
使用降价的支架。
据《辽沈晚报》

消防站迎来
“小队员”
“消防员叔叔，我能穿一下那件衣服
吗？”消防宣传月期间，朝阳市所有消防
站全部对外开放。连日来，朝阳市幼儿
园和小学的孩子们纷纷来到朝阳消防站
参观，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正确佩戴防毒面具，
试乘消防车……
孩子们体验消防员出警过程。据了解，
此
次活动提高了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和
自防自救能力。
据《辽宁日报》

冰雪游受追捧，
11月以来各大雪场提前销售抢客

大连首家智慧餐厅运营
餐厅里没有厨师操作，只有一排排智能炒锅，
再装入已经洗净的蔬菜、肉鱼以及调料的净菜盒
后，就可以自己炒菜，水、油等也是它们按一定配比
添加，几分钟后菜就做好了，味道竟然不输大厨！
近日，大连市西岗区人工智能应用示范点正式揭
牌，大连首家智慧餐厅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落地。
记者在这家智慧餐厅超小厨里看到，厨房里并
不像一般餐厅那样有很多厨师在做饭，而只是有几
名帮厨的工作人员，他们只需要负责给智能炒锅添
加净菜盒和刷锅洗碗。在炒锅上放置净菜盒后，将
一张带有该道菜的二维码贴近炒锅扫码处，炒锅就
像接到命令了一样，开始工作。它准确控制食材投
放顺序、时间，自动控制锅内温度，保持无烟状态，
并控制时间精准到秒。需要加油、加水时，同样不
用人工操作，自动添加，并模仿人工炒制手法，以此
保证菜的口感。一般炒菜只要几分钟时间，炖菜也
只需十几分钟。
据了解，智慧餐厅也可走进百姓家庭，餐厅旁
边配有配送便利店，顾客取走预约好的净菜盒后，
放在家里的炒锅上，用手机上相应的软件就可以实
现自动炒菜了。
西岗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负责人介绍，打造
以 AI 生态为主的技术餐饮平台，不仅会为大连的
餐饮行业、学校、工厂楼宇提供技术、资源和服务，
为传统行业和领域赋能，还将发挥平台在人工智能
的技术优势，加快推进新产品、新技术、新项目研
发、应用与落地。
据《辽宁日报》

凌源发现 1.25 亿年前
被子植物化石
日前，国际学术期刊《历史生物学》在线发表了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鑫研
究团队与福建农林大学学者共同完成的题为《早白
垩世包括不同器官的新型被子植物为花朵演化提
供新的启示》的论文，在凌源市发现了一种约 1.25
亿年前的奇特被子植物化石——凌源变果。
此次发现的凌源变果化石，长约 17 厘米、宽 12
厘米，保存了植物末端的多个器官，包括茎、叶、花
蕾、果实等。从形态上看，同一棵凌源变果上长出
了多种模样的叶片和果实：有的叶片具有细长叶
柄，有的则没有叶柄，直接长在枝上。有的果柄短
而粗，上面聚集生长着很多个果实，有的果柄则细
而长，上面只长着一两个果实。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被子植物约 30 万种，占
现生植物界种类的绝大多数。被子植物起源及其
早期演化是植物学家长期以来致力攻克的难题，解
决该问题的方法是找到化石证据。辽西的义县组
地层在世界范围内闻名天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
产的被子植物化石。
未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辽西的化石记录将会
为学界解决被子植物起源和早期演化问题提供更
多证据。
据《辽宁日报》

旧厂房长出产业新
“芽”

我省滑雪主题产品预订量增长120%
上个滑雪季因疫情提前结束，今
冬冰雪游备受追捧。11 月 17 日，记者
从携程平台了解到，11 月以来，我省的
滑雪主题游产品预订量增长达 120%，
滑雪门票和玩乐产品的订单量爆发式
增加，热门滑雪酒店 12 月房价已上涨
60%。省内业内人士表示，这在一定程
度上得益于往年去日本、韩国、欧美滑
雪的出境游客转向国内高端滑雪场。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
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0》显示，2018 年至
2019 年冰雪季，中国冰雪旅游人数达
2.24 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约为 3860
亿元，今年有望再创新高，滑雪或成国
内旅游消费新热点。

“没想到雪场预售最早从 8 月就
零星开始，我们对这个冬季的销售充
满期待。”省内一位雪场经营者对记者
说。在旅游网站，滑雪成为冬季人气
最热玩法。携程“双 11 旅游狂欢节”
数据显示，滑雪门票和玩乐产品的订
单 量 ，同 比 增 长 860% 。 朋 友 结 伴 出
行、亲子游群体，成为滑雪主力军。热
门滑雪酒店房价 12 月上涨 60%，热度
堪比春节的三亚，很多人提前 1 个月
订酒店，周五、周六为滑雪酒店搜索预
订高峰。
记者在旅游平台搜索“滑雪”时也
发现，除了滑雪主题酒店、交通服务
外，还有 1000 多条滑雪跟团、自驾游、

门票、一日游等产品，比往年更加丰富
多样，深度考虑旅客需求。
业内人士介绍说，现在滑雪产品
预售价格整体低于去年。目前热门雪
场滑雪产品价格还不高，最低价仅为
高峰期 3 折左右，
适合
“早鸟价”
尝鲜。
另 外 ，相 较 于 往 年 以 半 天 、一 天
的体验滑雪为主的行程，今年高端滑
雪产品、冬令营等新产品人气提升，
滑雪产品在向深度体验、细分方向发
展。既有针对白领人士的“体验滑”、
针对一定经验者的“教学滑”，也有针
对滑雪发烧友的“自由滑”，配套相应
的装备、教学、住宿、餐饮、雪场缆车、
交通等。
据《辽宁日报》

两层楼高的“大头娃娃”、巨幅彩绘墙、沈阳首
个空中彩虹跑道、空中栈道……11 月 17 日，东北首
家体育文创园亮相沈阳。
据了解，该文创园是在沈阳弹簧厂老厂区的
基础上改建的，改造面积达 24300 平方米，在厂区
原有基础上打造出东北首家体育文创园——铁西
梦工场体育文创园，以体育文化为特色，以工业印
记为底蕴，打造文创产业新 IP，发展新业态。
据《辽宁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