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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LUN

视点 SHIDIAN

近日，葫芦岛市
龙港区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对
辖区内破坏道路和
绿地设施自建车位，

以及私装停车地锁等行为进行集
中整治，获得了群众一片叫好声。

只是“小动作”，解决的也是
“小问题”，为何受欢迎、得支持？
关键就是他们在积极回应百姓诉
求，努力办好群众身边事。

汽车拥有量越来越大，停车
难、乱停车等问题日渐凸显。有人
为占据停车位，在人行道、车行道
私装地锁，有的还破坏小区绿地，
给其他居民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不
便，更造成妨碍消防等安全隐患。
还路于民、还整洁给群众，看上去
是抓细抓小，实质上，这是关心群
众、关注民生的职能体现。

群众利益素来无小事，民生是
做好一切工作的“指南针”。视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根本
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党员干部和
职能部门必须怀有爱民、忧民、为民、
惠民之心，并以此来想问题、做决策、
办事情。有些情况看上去是“小问
题”，关联的却是“大民生”。从此项
工作的开展看，首先做到了群众身边
事有人受理，有人关注，有人作为。
只有对群众诉求不麻木，充分尊重人

民意愿表达、权利拥有，小问题才不
会久拖不决，甚至弄成大矛盾。

虽然看上去此项工作只是职能
部门的“小动作”，但据了解，履职过
程中，执法人员先对私装地锁的下
达自行拆除通知书，责令自行拆除；
对限期内未自行拆除的设施，则依
法强制拆除。有理有据、依法依规，
最终顺利还群众畅通有序的生活环
境，也换来了尽责工作的实效。

民生实事，是社会建设的基础
性工作。有些人热衷做大事、贪大
功，却对于群众身边事漠然处之。
结果是小事不愿干，大事干不成。
做任何工作，只有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以担当尽责的精神状态和踏实
的行动举措，充分尊重民意、关注民
情，才会有顺应民心的工作政绩。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
“为人民服务”，决不可以当口号喊
喊，在标语上写写，要在落实落地
上实现。这需要我们从群众的关
切入手，实打实地解决群众关心关
注的难点和问题。对群众的利益
和诉求，要想出解决办法，并专心
致志，埋头实干。而且以不完胜不
收兵的气势，争取干一件成一件，
做一桩成一桩。那样，群众身边的
问题和矛盾才会越来越少，人民的
顺意和欢喜才会越来越多。和谐
和美丽，自然会来到我们身边。

抓细抓小
努力办好群众身边事
李万东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7
月 15 日，记者从沈阳市人社局获
悉，沈阳市今年再次面向社会公开
招录高校毕业生基层公共岗位服
务计划人员592人，主要从事基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文化科
技、医疗卫生等服务工作。学历要
求上，相当多的岗位只要求应聘者
为全日制大专学历即可。

本次招录采取网上报名、现场
复审的方式，同时进行资格审查。
高校毕业生可于 7 月 19 日至 7 月
22日期间登录中国沈阳人才网进
行报名。报名的条件要求是 2014
年 7 月（含）至 2019 年 7 月（含）毕
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考试不收
取报名费用，非沈阳户籍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考生可申请入住沈阳人

才驿站，享受10日免费住宿服务。
据介绍，此次招录的基层公共

岗位涉及沈河区、铁西区、大东区、
皇姑区、浑南区、沈北新区、苏家屯
区、辽中区、康平县等9个区、县，用
人单位有街道、教育研究中心、区工
商局、区城建局等，大多数岗位不限
制专业，个别岗位需要工学类、会计
与审计类、计算机类等专业毕业生。

待遇方面，基层公共岗位服务
人员计划服务期限为 3年(过渡期
2个月)，在岗期间享受工作生活补
贴为每人每月 3000 元(含五险一
金个人承担部分)。市本级和区、
县(市)有关部门不对服务期满人
员进行就业安置，需本人自主择
业。其缴纳养老保险的服务期限
计算为工作年限。

沈阳基层公共岗位
再招592名高校毕业生

本报讯 记者侯永锋报道 7月
15 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我省全
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
发《辽宁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实施
办法》，提出要推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
录制度建设，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促进
行政执法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该实施办法自7月起施行。

据介绍，全过程记录是指行政执法
机关及其执法人员通过文字、音像等记
录方式，对行政执法的程序启动、调查取

证、审查决定、送达执行、归档管理等行
政执法全部过程进行跟踪记录的活动，
做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新办法的特点是实时化、全过程、
全覆盖，是智能执法、精准执法的重要
支撑，同时对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相
对人实现双重监督。

根据规定，应加强行政执法信息
化建设，在行政执法信息系统中全过
程进行文字、音像记录，提高执法效率
和规范化水平。

该办法对行政执法的“程序启动、

调查与取证、审查与决定、送达与执
行”等环节都做出详细规定。如调查
与取证的记录，行政执法人员应在相
关调查笔录中对执法人员数量、姓名、
执法证件编号及出示情况进行文字记
录，并由当事人或有关在场人员签字
或盖章。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
对告知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陈述、
申辩、申请回避、听证、申请复议、诉讼
等权利的方式要进行记录。

强化“记录保存”，防范“意外丢
失”。该办法对执法记录的管理与使用

做出明确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应建立健
全执法全过程记录管理与使用制度，明
确专人负责全过程记录文字和音像资
料的归档、保存和利用。若“不按规定
储存或维护致使执法记录损毁、丢失，
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规定，当事人根据需要申请
查阅、复制相关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
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辽宁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等有关规定办理。

《辽宁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实施办法》开始施行

执法全过程留痕 记录丢失将被追责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近日，铁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铁
岭市工信局、铁岭市公安局三部门
联合开展了为期 4 天的电动自行
车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部分电
动自行车销售企业进行专项执法
督查。

铁岭市辖区内电动自行车实体
店面销售企业共有118家。此次专
项整治行动主要就电动自行车“新
国标”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包括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的经
营情况，重点检查违法销售不符合
新标准、未获得3C认证的电动自行
车，以及非法改装、拼装电动自行车
的行为。检查中发现个别电动自行
车销售企业存在未建立健全进销货
台账、没有制造厂家3C认证证书、
合格证与条码不符等现象，并有两
家销售企业库存有非标车辆。针对
存在问题的企业，督查组已责成县

（市）区局进行处理。

铁岭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何种情
形下彩礼应予返还，返还的比例如何
确定？同居引起的财产争议如何处
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范围如何界定？
7 月 15 日记者获悉，全省首个基层法
院裁判工作指引——《法库县人民法
院裁判工作指引》日前出台，这些在农
村常见的法律纠纷如何处理，如今有
了统一尺度。

“特别是婚姻家庭类的纠纷，男女
法官的判决都会有差别。”法库县人民
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张慧说，“统一类
案裁判尺度是长期以来困扰审判工作
的一个难题，缺少‘参考书’‘指南书’。”

为规范审判行为、统一裁判尺度、提高
办案质量，法库县法院依照现行法律法
规，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制定推出
了《法 库 县 人 民 法 院 裁 判 工 作 指
引》——《民商事类案裁判指引之民
间借贷纠纷、婚姻家庭纠纷裁判指引》。

据了解，婚姻家庭纠纷裁判指引包
括婚姻彩礼纠纷、同居关系纠纷、婚姻
无效和撤销婚姻纠纷、离婚纠纷、子女
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夫妻共同债
务、离婚损害赔偿等方面内容。其中，
对于婚姻彩礼纠纷，该指引对返还的比
例做出量化：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而共同生活一年以上两年以下，一

方请求返还彩礼的，返还的数额一般不
超过彩礼总额的30%；共同生活一年以
内三个月以上的，返还的数额一般不超
过彩礼总额的50%；共同生活不满三个
月的，返还的数额一般不超过彩礼总额
的70%；因给付彩礼一方的原因导致同
居关系解除，以及在共同生活期间女方
怀孕或者流产的，一般可在前款的基础
上再减少5%至20%。

民间借贷纠纷裁判指引包括民间
借贷案件的范围界定、案由及管辖、合
同内容，本金、利息之确定，夫妻共同债
务的认定等。对于手机短信、QQ、微信
聊天记录等能够作为民间借贷案件的

证据这样的常见问题，该指引中解答：
手机短信在技术上存在可以修改、编辑
甚至伪造的可能，对于手机短信内容的
真实性、可靠性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故
手机短信不宜单独作为认定借贷事实
的证据，但在手机短信的真实性经核实
无异议后，手机短信可以作为认定案件
相关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QQ、微信
聊天记录作为电子数据，因难以确认对
话双方的身份，在技术上亦存在可修改
的可能性，故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
实的依据，只有在特定的时间环境下，
通过其他相关证据的内在联系形成证
据链，才能认定相关事实。

全省首个基层法院裁判工作指引发布

农村常见法律纠纷处理有了“参考书”

7 月 14 日，“2019 儿童换书集市”在
北方图书城文化新谷书店启动。集市
上，小朋友们在自己的换置摊位上摆满
了各种闲置的图书和玩具，大家互相走
动，精心挑选适合自己的物品进行现场
交换，让曾经心爱的宝贝找到新主人，同
时也把闲置物品送给有需要的人，把心
爱物品带回家，享受分享和交朋友的乐
趣。当日，该活动吸引了 100 余组家庭
的千余人参加，换置的图书达 2000 余
本，玩具达800多件。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爱分享 交朋友

“放假后不用上补习班，闻着地里
的泥土味儿、吃着自己亲手做的包子、
和喜欢的小动物亲密接触、呼吸山里
的空气，体验劳动的苦与乐，夜里睡觉
都香了！”期末考试后，已经从距离大
连市区120公里远的学农实践基地回
来的大连市黑石礁小学的李同学说起
去乡下学农的经历时还是兴奋不已。

“杏树、桃树、苹果树、梨树、枣树、
核桃树怎么辨别？蔬菜怎么长出来
的？果树为什么要喷药与剪枝？”走进

占地1000亩的学农实践基地，这些生
活在城里的孩子们仿佛进了大观园，
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疑问。亲眼见
到生长在田园里的果蔬，了解从古至
今的农器具和传统的农业种植知识，
动手干些简单的农活，大连文苑小学
王同学的收获和体会特别多：“顶着太
阳，拔果树之间的杂草，不到 20 分钟
我们就累得大汗淋漓了，农民伯伯从
种到收，要付出多少辛苦劳作和汗水
呀？我以后再也不挑食和浪费了。”

“如果放手了，同伴就会摔下来，
我们不单是在‘爬竹排’，其实是在过
一座信任的桥。”大连文苑小学孙同学
在学农日记中写道。今年，基地开展丛
林穿越拓展训练，孩子们有了在野外生
存环境下如何克服困难、解决突发问题
的能力与团结协作、相互信任的感悟。

大连市沙河口区教育事业服务中
心主任王星舻告诉记者，学农实践基地
是大连市沙河口区最早建立的校外实践
基地之一，先后开辟果树园、菜园，建设

阳光温室大棚，修建小动物饲养场、农器
具展室和无土栽培体验室。相继开发出

《学农基地课程用书》《种植》及《养殖》
等教材，构建生活管理、农业知识、劳动
体验、拓展训练等四大模块课程体系，
开设实践活动课程30余门。学农实践
基地以“学农实践基地+多元化特色课
程”为载体，让学生亲近自然。每年全
区中小学都会轮流开展学农活动，基地
自成立以来，已有中小学生20余万人次
来这里接受学农教育和锻炼。

学农实践基地让孩子亲近自然
戴晓琳 本报记者 杨丽娟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7
月15日，记者获悉，沈阳市2019年
中考成绩将于 7 月 16 日 13 时发
布，考生可登录沈阳市考试院官方
网站查询考试各科成绩和总分。

考生可于17日到报名单位领
取成绩通知单，其中，集体报名的
应届考生到毕业学校，单独报名
的应、往届考生到报名所在地考
试机构领取本人的成绩通知单。
考生若对成绩有疑义，可持准考

证和成绩通知单于 7月 17日至 18
日到报名所在地考试机构申请成
绩复核，填写《沈阳市 2019 年中
考成绩复核登记表》，注明要查询
的科目，过期不予受理，并于 20
日到当地考试机构查询成绩复核
结果。成绩复核内容包括核分

（小题分、大题分、总分）、错评、漏
评等。对于查分结果，无论是正
误差还是负误差，均按查核后的
分数予以更正。

沈阳中考成绩今日13时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