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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民生视线 SHIXIAN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11
月 28 日，记者在沈阳市政府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从即日起，
沈阳市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19年
度政府规章立法项目建议。

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科学编制沈阳市2019
年度政府规章立法计划，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
权，沈阳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
法法》规定，公开征集2019年度政
府规章立法项目建议。此次征集要

求立足沈阳实际，围绕城乡建设与
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等
方面事项提出立法项目建议。建议
应当包括立法项目名称，阐明立法
必要性、可行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和拟确立的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并提供相应的立法依据。

此次立法项目征集截止日期
为 2018年 12月 13日，单位和个人
可以通过信件或电子邮件等书面
形式提交，并注明“政府规章立法
项目建议”字样。

沈阳征集
2019年度规章立法项目建议

本报讯 记者张继驰报道
上下肢训练器、太空漫步机……在
营口大石桥市百寨办事处高庄村
的休闲广场上，这些健身器材可是
全村人的宝贝。即便入冬了，这个
有27套健身器材的2200平方米的
广场，还是能在每晚聚上四五百
人。村民金牛说：“村里2800多名
常住人口，就缺这么个休闲广场。”

这个休闲广场是今年 5 月动
工、6 月建成的，是营口市政府今
年的重点民生工程——百村文化
体育广场中最早投入使用的一

批。今年，营口在全市选取100个
行政村，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新建
或改扩建广场，7月份实现全部开
工。其中新建村 36 个，建设对象
为没有文体广场的行政村；为 64
个村改扩建、增设体育器材，建设
对象为现有文体广场面积不足
800 平方米、地面无硬覆盖、无体
育器材的行政村。

截至目前，100 个农村休闲广
场全部竣工。以广场为阵地，各村
的文化活动红火起来，群众自发性
文体活动村村可见。

营口百个农村休闲广场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刘佳报道 万众瞩
目的京沈高铁即将开通运行，如何保
障这条目前世界上最先进、速度最快
的高铁安全运行，并给乘客提供舒适
美观的出行环境？11月28日，省住建
厅、沈阳铁路监督管理局联合对高铁
沿线环境整治情况进行督察，再次强
调以“双段长制”强化高速铁路沿线安
全管控，确保京沈高铁运行安全。

为了保障高铁运行安全，今年 6
月，省住建厅、沈阳铁路局总公司根据
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对高速铁路

沿线开展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地方和
铁路部门还创造性地建立“双段长工
作责任制”，为京沈高铁装上“安全阀”。

据省住建厅城市执法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双段长工作责任制”，
即高速铁路沿线各市、县（市、区）和
沈阳铁路局集团公司相关单位要设
置“双段长”，沿高速铁路线路——城
区内每 1公里、城区外每 5公里，由铁
路工务单位和地方街道（乡镇）相关
负责人各 1 名作为段长，共同解决铁
路沿线环境整治隐患问题。“双段长”

定期对管辖范围内的铁路沿线进行
巡查，对安全隐患和环境问题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沟通、早处置”，
并建立巡查记录和问题台账，形成问
题整改闭环管理。

省住建厅城市管理执法局与沈阳
铁路监督管理局利用“双段长工作责任
制”，对在高铁保护区内取土、挖砂、挖
沟、采空作业、堆放、悬挂物品、烧荒、违
法建设、非法施工，以及在高速铁路两
侧200米范围内抽取地下水、采砂、淘金
等违法行为，进行地毯式排查和坚决取

缔。加强沿线新建项目和原有建筑、生
产生活设施改造的规划管理和安全管
控,确保铁路两侧无违反法律法规及国
家或行业标准、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危
险物品生产、加工、储存或销售场所,采
矿采石和爆破作业,以及排放粉尘、烟尘
及腐蚀性气体的生产活动。

据悉，高铁沿线环境整治期间，共发
现安全隐患2000余件，对相关部门列出
的“问题清单”，采取整治一个、销号一个
的办法。目前，京沈高速铁路辽宁段内
的所有安全隐患已基本整改完毕。

地方和铁路部门合力消除环境隐患

“双段长制”为京沈高铁再加“安全阀”

“辽沈战役纪念馆”普通邮资
明信片全国首发仪式11月28日在
辽沈战役纪念馆举行。该普通邮
资明信片取材于极具锦州特色的
人文、历史、山水、宜居等内容，自
发行之日起正式对公众发售。

据介绍，本次发行的“辽沈战役
纪念馆”普通邮资明信片发行量为

33.6万枚，售价1元，自发行之日起，
在集邮网厅、中国集邮手机客户端和
中国集邮微信商城出售，售完为止。

据介绍，此次发行“辽沈战役纪
念馆”普通邮资明信片，旨在让更多
的人了解辽沈战役，推进锦州红色文
化发展，加快锦州城市发展进程。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摄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贫困
家庭子女等五类人员可以享受职业培
训补贴。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印
发了修订后的《辽宁省职业培训补贴
资金管理办法》和《辽宁省承担政府补
贴项目培训机构管理办法》，对享受职
业培训补贴的人员范围、条件等内容
做出规定。

享受职业培训补贴的人员范围包
括贫困家庭子女、毕业年度高校毕业

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
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
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
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
业人员，以及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省
级政府批准的其他人员。符合条件的
培训人员可根据自身条件和就业意
愿，在与人社部门签订协议的培训机
构范围内，选择参加相应专业（工种）
的培训。

职业培训补贴一般实行“先垫后
补”和“信用支付”等办法。“先垫后补”
是指符合条件的城乡劳动者在政府确
定的职业技能培训专业（工种）范围
内，参加培训前先行由个人缴纳培训
费用，待培训结束，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
证书、培训合格证书）后，给予一定标
准的职业培训补贴。“信用支付”是指
政府通过第三方平台为符合条件的劳

动者建立职业培训个人信用账户，鼓
励劳动者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和课程，
并通过信用账户支付培训费用。待培
训结束，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给予一
定标准的职业培训补贴。

对五类人员参加指导目录内各
专业（工种）培训，通过不同工种的初
次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
书的，给予一定标准的职业技能鉴定
补贴。

五类人员可享受职业培训补贴

烫画又称烙画，也称火
笔画，中国传统艺术，相传创
始于汉代。2013 年，被誉为
烫画达人的徐焱萌发了将古
典名著《水浒传》中的108将
与各路豪杰精彩故事用木版
烙画、烫字的形式表现出来
的想法。

历时 5 年，徐焱终于烙
制完成各类插图 298 幅，烙
制文字60多万字。鲁智深、
武松等 108 个人物活灵活
现，被称为“木版水浒”，受到
专家、学者好评。

图为徐焱在工作室对
“木版水浒”进行最后整理，
准备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本报特约记者 李铁成 摄

徐焱和他的
“木版水浒”

辽沈战役纪念馆明信片
在全国发行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11
月 28 日，大连外国语大学励行楼大厅
内，刚刚下课的大学生们排着长队，饶有
兴趣地参观大连现代博物馆原创展“圆
梦——从北洋铁甲到航母舰队”流动展。

此次活动是大连现代博物馆“点
单式送展”的第四站。10 天前，学校
通过大连现代博物馆送展信息提出了
服务预约。经过精心准备，博物馆工
作人员为学生们带来了“圆梦”展的精
彩内容，以图片展的形式为学生们展
示了近代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受到

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活动当天，前
来参观的大学生人数达到上千人，接
下来，展览将在学校展出一周。

为更精准地满足观众的参观需
求，大连现代博物馆以百姓需求为导
向，推出了“点单式送展”服务，让展览
走出博物馆与广大市民亲密接触，让
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得以延伸。大
连市内有送展、观展需求的社区、学
校、部队以及企事业单位只要提前10
天打电话约展，大连现代博物馆都会
及时安排，目前已为 4 家单位提供了

“点单式送展”服务，受到了广泛好评。
前几日刚接受过大连现代博物馆

送展服务的黑石礁小学党支部书记李
欣告诉记者，由于受客观条件影响，学
生们极少能够集体走进博物馆参观，
大连现代博物馆将“圆梦”展送进学
校，让师生们在学校里就能了解大连
与海军的故事，并通过展览更加深刻
地理解建设强大现代化海军，实现中
国梦、强军梦的重要意义。他希望博
物馆可以增加更多适合小学生的送展
内容，丰富学生们的“第二课堂”。昆

明街道武昌社区主任高岚说，这样的
活动拉近了博物馆与社区居民的距
离，对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提高全民文
化素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连现代博物馆负责人表示，除
“圆梦”展外，他们以基本陈列“近代大
连”为主题的流动展览也在进行送展
活动。下一步，博物馆将持续开放约
展服务，并按照群众需求，增加“送展
菜单”内容与形式，使博物馆公共文化
服务能够精准对接、有效配送，将更多
展览内容送到市民身边。

大连“点单式送展”把展览送到市民身边

“今年榛子滞销，本来都不抱希
望了，可没想到，一张名片救了我！”
铁岭市西丰县钓鱼镇新昌村的贫困
户张文玉，之前都是靠最传统的方
式将自家的榛子卖给收购商，经常
被压价，今年通过签订农产品质量
保证书，他家榛子不但全卖了，而且
比往年多收入2000多元。

他说的名片是“农产品质量服
务卡”，名片大小的卡的正面有产品
的产地新昌村、农户姓名、驻村书记
的联系电话，背面是恳请用户即时
反馈建议，以便提高产品质量。这
个点子是到新昌村扶贫的周璟宇想
出来的。今年3月，作为全省首批
选派干部，周璟宇由辽宁大学选派
到铁岭市西丰县钓鱼镇新昌村工
作。秋收时，周璟宇发现本村农户
榛子出售情况不太乐观，且收购价

格持续下跌，很多贫困户手中的榛
子卖不出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周
璟宇与派出单位辽宁大学联系，计划
为老师团购榛子。周璟宇整合农户
手中的优质榛子资源，与他们签订

“农产品质量服务卡”。周老师说，这
些农户大多没有直销经验，为了让农
户产品达标，明确了榛子大小、产品
包装、炒制和运输时间，要求确保产
品质量，确保低残留、无污染、果仁饱
满。这一张小卡片引入了制约机制，
对不按规定供货和销售、反馈评价较
差的农户停止合作关系。

尝到甜头的农户越来越多，周
璟宇也有了新的想法，要将以这种
方式销售的农产品范围扩大到钓
鱼镇乃至西丰县的特色农产品中，
将来还要适时成立专业合作社，增
加农民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

小名片让榛子卖上好价钱
本报记者 曲 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