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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5
月 16 日，记者从沈阳市教育局获
悉，2019 年普通高中自主招收体
育、艺术特优生工作方案和招生计
划出炉，报名时间为本月 17 日至
19日，测试时间为21日至31日。

省级重点高中、省级示范高中
等学校的特优生招生计划也随之
出炉，其中，辽宁省实验中学计划
招收体育特优生 15 名，项目为体
操、女篮；艺术特优生35名，项目为
声乐、舞蹈、绘画等。沈阳市第二
中学计划招收体育生15名，项目为
男篮；艺术生38名，项目有小提琴、
大提琴、小号等。沈阳市第一二〇
中学计划招收18名排球特优生。

体育、艺术特优生招生实行单

独列计划、自主录取的办法。招生
学校根据考生志愿顺序和综合成
绩，按照“志愿优先”原则，由高分
到低分择优自主录取。招生学校
可自主确定控制分数线，也可执行
全市统一的普通高中最低控制分
数线。控制分数线上未完成的计
划，予以取消。

录取顺序方面，高中阶段学校
录取按照第一批次、第二批次、第
三批次、第四批次顺序依次录取。
其中，第一批次按照体育、艺术特
优生，统招公费生提前录取，统招
公费生(指标到校生、民办学校自费
生)的顺序依次录取；第三批次按照
体育、艺术特优生，统招公费生(民
办学校自费生)的顺序依次录取。

沈阳普通高中
体育和艺术特优生招生报名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5
月 15 日是政务公开日，大连市司
法局首次举办了市民开放日活动，
同时针对小微企业和特定群体推
出公共法律服务“惠民礼包”。

“惠民礼包”包括：小微企业、
初创企业经预约可到大连市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由驻场律师对企业
劳动合同进行法律体检，律师提出
法律建议，供企业参考；为军人军
属寻求法律帮助开辟绿色通道，无
条件提供便利，优先受理、审批和
指派；对情况紧急的可以先行受

理，事后补充材料、补办手续；拓宽
公证办理绿色通道，近一年获得市
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市民等，均可优
先办理公证事项，享受绿色通道服
务等。此外，还将为重大事件、社
会公益提供免费的现场公证服务，
如城市重大事件、重点工程及其他
公益性事件的现场监督。

市民开放日活动全过程在
“12348 大 连 法 网 ”“ 大 连 掌 上
12348”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同步直
播，让政务公开由原来的“结果公
开”转变为“过程公开”。

大连推出法律服务“惠民礼包”

本报讯 5 月 19 日是第九个
中国旅游日，锦州将以“文旅融合，
美好生活，锦绣之州，自在普陀”为
主题，开展旅游惠民活动。

5月19日，在北普陀山风景区
将开展锦州旅游志愿服务、北普陀
山首届野跑系列活动。其中包括
设立锦州市首个旅游志愿服务
站。5 月 18 日至 20 日，锦州古玩
城举办第十四届锦州古玩文化节，
爱好古玩收藏和艺术品收藏的朋
友可前往一游。5月19日当天，多

个景区将推出优惠活动。其中，辽
沈战役纪念馆、黑山阻击战纪念
馆、宜州化石馆免费对外开放；北
普陀山风景区以及义县奉国寺、万
佛堂石窟、中德古生物博物馆、宝
林楼、老爷岭、大石湖门票半价；义
县五台沟风景区、花溪森林公园免
费；此外，各旅游景区、星级酒店、
旅行社和文明志愿者还将向游客
发放文明旅游倡议书、开展旅游服
务咨询等公益性旅游活动。
李丽娟 荣东红 本报记者 文继红

锦州多项旅游活动惠民便民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5月16
日记者获悉，根据大连地域特色、产业
特点、消费者诉求热点等实际，大连市
即日起以“引”“补”“通”“打”“提”“净”
六项举措，开展专项行动，全力打造

“不让消费者吃亏”“不惹消费者生气”
的放心消费城市。

其中，“维护买卖公平，切实不让
消费者吃亏”的举措是引导诚信守
法，补齐消费短板，畅通诉求渠道。
具体行动包括：围绕价格监控，开展
教育、医疗、铁路、银行等民生领域不
按规定明码标价、捏造散布涨价信
息、价格欺诈、哄抬价格、串通涨价、
违规涨价、价外收费违法行为的专项

行动；围绕公平竞争，开展旅游、餐
饮、日常消费品、建材领域“霸王”条
款、不正当竞争等违法经营行为的专
项行动；围绕打假扶优，开展农村、
城乡接合部假冒伪劣食品、商品、仿
冒品牌和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的专
项行动；围绕计量惠民，开展加油
站、眼镜店、餐饮饭店等计量违法行
为的专项行动；围绕市场监管难点，
开展“保健”市场虚假宣传、违法广
告、消费欺诈、会销传销、制假售假等
问题的专项行动和集贸市场调包宰
秤、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等问题的专
项行动。

“恪守文明规范，切实不惹消费

者生气”的举措是打击违法违规，提
升服务标准，净化市场环境。具体
行动包括：围绕群众安全，开展制售
假药、篡改食品生产日期、销售注水
猪肉、校园周边“五毛食品”、旅游
团接待单位及农家乐就餐卫生环境
参差不齐、化妆品和特殊食品违法
添加、无证经营医疗器械、电梯维保
质量难保证、非法改装车载气瓶、游
乐设施安全系统不达标等问题的专
项行动；围绕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开
展 行 政 审 批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服 务 事
项、涉企收费、收红包、索取不合理
费用等执业行为的专项行动；围绕
认证认可，开展违法虚假认证、篡改

数据结果出具检测报告、买证卖证
等认证乱象的专项行动；围绕电商
平台，开展侵权仿冒、价格欺诈、虚
假宣传、假海淘等网购商品问题的
专项行动；围绕广告监管，开展保
健食品、医疗 、药品、金融理财、校
园贷等领域虚假违法广告问题的专
项行动。

据悉，为确保专项行动件件做到
百姓心坎里，大连市将引入第三方
监管机制确保效果，同时将此次活
动好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建章立
制，形成坚持企业自律和政府部门
他律相结合，承诺、监督互补的制度
约束体系。

大连六项举措打造放心消费城市
引入第三方监管机制确保专项行动效果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盛
京工匠赵天杨家庭、相濡以沫的张艳华
家庭、热衷公益的江菲家庭……5月16
日，沈阳市“最美家庭”揭晓，10户家庭
荣获“最美家庭”标兵户荣誉称号，
108户家庭荣获“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寻找“最美家庭”活动是沈阳
市的一大品牌活动。近年来，沈阳
市立足家庭主阵地，广泛深入开展

寻找“最美家庭”活动，涌现出金波、
徐占海等全国“最美家庭”，全国五好
文明家庭23户，王娜、王蕾蕾等辽宁
省“最美家庭”120户，市区级“最美
家庭”万余户。今年，沈阳市不断扩
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形成网上
网下共同寻找、线上线下彼此互动
的生动局面。评选活动中，全市共有
246户家庭参与推荐申报。

沈阳选出108户“最美家庭”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为了
进一步规范公共租赁住房筹集、准
入和退出、租赁补贴、分配、运营以
及监督管理，保障城镇中等偏下收
入住房困难家庭、外来务工人员、
外地来沈新就业中高等教育毕业生
等群体的住房需求，5 月 16 日，《沈
阳 市 公 共 租 赁 住 房 管 理 规 定（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面向社会征
求意见。

据了解，在准入条件方面，沈阳市
的公租房申请家庭除了应该具备主
申请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
申请人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并在本
市居住，本市城镇单身申请人年满28
周岁，收入水平足以支付租金等相关
费用，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低于公共租
赁住房保障月收入水平线等条件外，
还应该具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高于
16 平方米，未拥有机动车辆，工商登

记信息等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
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的，《草案》
提出其应当在沈阳连续缴纳社会养老
保险 1 年以上；外地来沈新就业中高
等教育毕业生，毕业之日起5年内，在
沈无房的，申请公租房不受收入条件
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公租房将实行物业
化管理，物业服务费标准暂定每月每建
筑平方米0.5元。物业服务包括对公租

房、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其配套
用房进行定期检查、维修、养护，保证房
屋正常使用，同时还应当加强房屋安全
管理，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保证房屋安全
使用。为弥补公共租赁住房物业管理费
用不足，房屋产权单位可以暂按每月每
建筑平方米 0.5元从租金中提取管理
费，用于物业日常管理开支。公租房采
暖费由房屋产权单位承担，并从房屋租
金中提取缴纳。

沈阳公租房将实行物业化管理
物业费标准暂定每月每平方米0.5元

“这是我第一次为家乡乌巴海村
写剧本，一共45集，初稿已经写完，就
等老伴儿帮忙校对了。”在铁岭县阿吉
镇有这样一位老人，退休后他把对家
乡的热爱寄托在纸笔之间，十余年笔
耕不辍，用17本书深情记录家乡的人
与往事。老人叫冯振启，出生在阿吉
镇乌巴海村，如今75岁高龄的他为家
乡所写的第 18 本著作《山村儿女》也
即将问世。

2006年，冯振启从铁岭市农业科学
院研究所工程师岗位上退休，“少时，父
亲去世早，双目失明的母亲带着我们
兄妹5人在乡亲的接济下才得以继续
生活，后来村里又让我免费上学。现在

虽然已经离开村子50年了，但父老乡亲
的恩情我却从未忘过。”退休后，冯振启
便开始用文字来感恩家乡。

2006 年 7 月，冯振启带着老伴儿
回到了家乡——铁岭县阿吉镇乌巴海
村。之后他挨家挨户寻访老人，努力
还原乌巴海村的人和事。“在寻访的过
程中，我发现很多人家都没有家谱，我
就通过他们的回忆，为村里每家每户
写全了家谱，就这样我的第一本书《盛
世村员》问世了。”第一本书写完后，冯
振启自掏腰包出版了 800 余本，给村
里的每家每户都赠送了一本。

第二本书，冯振启想还原家乡历
史，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回忆。为了掌

握历史资料，村里凡是 80 岁以上的
老人，冯振启都亲自采访。“乌巴海村
曾走出多位将军，当时唯一健在的是
贾理将军，已经离休，在北京居住。他
非常想念家乡，得知我要写村史，就经
常跟我电话联系，并告诉我他是一本
活字典，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问他。”
冯振启告诉记者，他和老伴儿还专程
到北京采访了贾理将军。

两年后，19万字的乌巴海村首部
村史《村情民意》编制完成，记录了乌
巴海村400年间的大事小情。冯振启
自费近万元印制了550本，赠送给乡亲
们。在前言中，他这样写道：“用此书
献给我最可爱的家乡，献给那些平凡、

勇敢、善良而又朴实忠诚的亲人们。”
“家乡的美丽触动了我，写完村

史后，我又和老伴儿相继合作写了
《东山往事》《忆念过往》《辽北雄风》
《乌巴海轶事》等。”冯振启和老伴儿
每天都要拿出 5 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用来创作，十余年坚持下来已创作了
300万字。

“我计划为家乡写 20 本书，如今
第 18 本已经基本结束了。在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发生在乌巴海村
的故事很多，我就是以这些故事为背
景编写的剧本《山村儿女》，如今初稿
已经结束，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和润
色。”冯振启告诉记者。

七旬老夫妻写17本书记录家乡事
本报记者 王晓波

5月15日，位于沈阳市浑南区
森林路的沈阳牡丹园正式开园。

园中 30 万株牡丹已相继绽
放。游客除了能欣赏牡丹花外，还
能品尝到牡丹花酒、牡丹花茶等牡
丹系列产品。同时，沈阳牡丹园还

将开展观赏牡丹游园系列活动，儿
童亲近大自然游园活动、辽沈知名
书画家牡丹写生作品创作与展览
展示活动等。

本报记者 丁 冬 文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为了让孩子们从小树立关心
帮助残疾人的观念，锦州市古塔
区钟屯乡中心小学在各班建起助
残“手语角”。孩子们课余时间跟
着老师学手语，多一点沟通，少一
点隔阂，让无声的语言传递温暖。

图为四年一班的师生在学手
语，传爱心。

本报特约记者 李铁成 摄

用无声的语言
传递温暖

沈阳牡丹园开园迎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