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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大连 市人社局于近日发布了全市
人力资源市场 462 个职业（工种）
的工资指导价位，基本覆盖了全市
通用的职业（工种）。

本次发布的工资指导价位
是在薪酬调查和社保缴费工资
申报合并开展的基础上，通过企
业网上申报系统，对全市不同行
业、规模、经济类型生产经营正
常的 3619 户企业、42.4 万名劳动
者进行抽样调查，通过对相关数
据 进 行 归 类 、整 理 和 分 析 形 成
的，包括高、中、低和平均 4 个价
位。同时针对非全日制用工，继
续编制了大连人力资源市场常
用的 8 个职业（工种）非全日制用
工工资指导价位。

在此次发布的 78 个国民经
济行业企业工资价位表中，银行
业、证券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石

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等 10
个行业平均年收入均超过 10 万
元，其中银行业数据“领跑”，达
到 22 万元，证券业紧随其后，为
20 万元，化学纤维制造业位列第
三，为 14 万元。

据了解，工资指导价位是指
在这个职业（工种）岗位上的劳动
者全年应发工资报酬项的合计

（包括劳动者本人应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部分）。工资指导价位信
息的发布，主要是为了发挥人力
资源市场价格信号对企业工资分
配的指导作用，引导企业和劳动
者合理协商确定工资水平，进一
步提高双向选择效率，促进劳动
者稳定就业。工资指导价位既可
作为用人单位招工和劳动者求职
确定工资标准的参考依据，也可
作为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确定工资
水平的参考依据。

大连发布
462个职业工资指导价位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又到“返校季”，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有限公司各大车站迎来学生客
流高峰，据预测，8月31日前，日均
发送旅客将保持在 90 万人的高
位。为此，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加
大运力投入，加开临客 45.5 对，同
时采取多项服务举措，全力服务大
学生顺利返校。

学生返校高峰期，沈阳局集
团公司实施“一日一图”常态化，
按日常、周末和高峰时段制定列
车开行方案，在大学高校集中的
沈阳、大连、长春等地区，增开了大
连北至绥芬河G4121/2次，沈阳北

至大连 G9124/3 次，长春至北京
D4606/5 次 ，沈 阳 北 至 丹 东
D7697/8 次，长春至大连 K5032/1
次，赤峰至呼和浩特K4241/2次等
临时旅客列车。

面对学生客流高峰，沈阳局集
团有限公司在沈阳、沈阳北、长
春、大连、丹东等车站设置学生售
票窗口，为大学生旅客开辟购票
绿色通道。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特别提醒广大学生旅客和家长，
新报到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可携
带录取通知书和有效身份证件，
到火车站窗口购买家庭居住地至
院校所在城市的学生票。

服务“返校季”
沈铁加开临客45.5对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 王晓
波报道 8月27日，记者从丹东市
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市两级法
院正式开通运行跨域立案诉讼服
务，让当事人在家门口法院就能
享受到与管辖法院相同的立案服
务，真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腿，让
群众少跑路”。

当事人异地打官司，立案环
节需要往返法院，成本高、效率
低。跨域立案全覆盖后，当事人
可选择向就近的中、基层协作法
院提交起诉材料，协作法院协助
当事人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跨域
立案服务系统将相关信息登记并
推送给管辖法院，管辖法院即时
接收信息进行审核，符合起诉条
件的随即登记立案，并将带有电
子签章的立案通知书、送达回证

等法律文书推送回协作法院，当事
人签署后即完成跨域立案。跨域
立案范围包括一审民商事和行政
起诉、刑事自诉、强制执行和国家
赔偿申请案件。同时，作为管辖法
院，第一时间接收协作法院推送的
材料信息并进行审核处理。

在 8 月 23 日丹东法院跨域立
案诉讼服务开通运行第一日，全市
法院共受理跨域立案案件9件，其
中，作为协作法院受理案件 7 件，
作为管辖法院受理案件2件，实现
了跨域立案工作的“开门红”。

8 月 28 日，记者从铁岭市中
级人民法院了解到，铁岭市辖区
内首例跨域立案在清河区法院和
银州区法院之间成功实现，这也
标志着铁岭市两级法院全面实现
跨域立案。

铁岭 丹东
两级法院实现跨域立案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住房公积金大家都很熟悉了，除
可以贷款买房，还能用于租房、装
修等。那么大家知道如何查询公
积金账户吗？上公积金网站或者
大热天的跑一趟公积金管理中心？

8 月 28 日，沈阳、铁岭、鞍山、
朝阳、营口、丹东六市正式上线公
积金在线查询功能，打开支付宝，
刷脸认证后，就能快速查询个人公
积金缴存信息。方式很简单，打开
支付宝，搜索城市服务，选择公积
金账户查询，刷脸认证，查询，整个
过程只需半分钟。据了解，目前辽
宁人还可在支付宝上进行机动车

违法查询、生活缴费、挂号就诊、电
子社保卡申领等，就连时下最热门
的垃圾分类，也能通过支付宝进行
查询和上门回收。

日前由中山大学发布的《移动
政务报告（2018）》显示，在“最多跑
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一
年里，得益于暖科技的助力，各地
数字城市建设提速明显，全国已有
442个城市（含县级市和省直辖县）
将政务服务搬上了支付宝平台。
随着“放管服”改革不断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快速发展，将老百
姓的办事柜台搬上支付宝等平台
成为一种风潮。

辽宁六市
用支付宝刷脸能查公积金

本报讯 记者侯永锋 刘乐报道
在沈阳，办理出入境证件有多便捷？
让记者带你去设在沈阳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局的 24 小时自助服务大厅见
识见识。

“这里是我局建设的东北地区首家
出入境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为群众提
供自助发证和港澳台自助签注服务。”8
月28日一走进大厅，沈阳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局局长韩旭就告诉记者，目前，
自助签注设备已在沈阳市各区县出
入境窗口实现了全覆盖。今年 3 月
份，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沈

阳桃仙国际机场率先建成了东北地
区首家机场自助签注区，现已签注了
1500人次。

“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为市民办
理出入境证件带来三大便利：一是服
务时间全覆盖，二是领取证件更快捷，
三是港澳台签注更高效。”韩旭介绍，
被称为“不打烊”的服务大厅运行以
来，服务也一直在升级、延伸。

记者注意到，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
配备4台自助发证机和3台电子港澳通
行证自助签注机。服务大厅采用门禁
系统，市民可刷二代身份证进入，自助

取证方便快捷，港澳台签注一次办结。
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目前配备3台

本式发证机，每台可存储护照800本，1
台卡式发证机，可存储港澳台证件1万
张。自助发证后，取证时间由以前的20
分钟缩短为30秒。配备3台自助签注
机，港澳台签注全部自助完成，办证时
间由5个工作日缩短为3分钟。

从几个工作日办证，到大厅自助办
证，今年，在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又
可以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申请办理出入
境证件。工作人员介绍，为方便群众
网上申请，这里已实现了无线Wi-Fi

信号全覆盖，这也是沈阳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局今年新推出的又一项便民
服务举措。

此外，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服务
大厅引进外国人自助填表机，可识别
读取外国护照信息、自助打印申请
表。出入境记录查询机可以自助查
询 并 打 印 申 请 人 5 年 出 入 境 记 录
等。落实“全国通办”等一系列出入
境便利举措，省内居民申请出入境证
件的时限由 10 个工作日压缩到 6 个
工作日，外省居民办证时限由20日缩
短到10日。

沈阳出入境自助签注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8月28
日，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工程开工，
计划工期 4 年半。建成后，沈阳市地
铁二号线将形成一条贯通沈阳南北的
快速客运通道，实现沈阳“空铁联运”
目标，极大缩短市区与机场间乘客的
出行时间。

据了解，已运营的沈阳地铁二号
线串联沈北大学城、三台子、北陵公
园、省政府、沈阳北站、“金廊”多个商
圈、奥体中心、中央公园、新市府及桃
仙国际机场等重要功能区和主要客流
集散点，是城市“金廊”发展轴的延续，
能够为浑南新区和临空经济区的建设

和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有效推
动沈阳“金廊”的南拓，将成为沈阳市
一条重要的轨道交通线路。

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规划北起
二号线一期工程终点全运路站南端，南
至桃仙国际机场，线路全长14.2公里，
包括8座车站、1座停车场和1座主变电
所，规划设沈本大街站、高深东路站、全
运三路站、市民广场站、科技园站、航空
产业园站、新航站楼站及桃仙机场站。

记者还了解到，地铁十号线主体
工程基本完成，预计年底试运行，明年
5月正式开通。四号线土建工程全面
开工建设，三号线预计年内开工。

青甲似铁，双螯如钳，红毛白夹奋
力张开，仿佛正在爬行。绒布画板上
几只惟妙惟肖浮雕般的盘锦河蟹作
品，竟然是由芦苇材质完成的。

“这是应朋友相邀，我正创作的第
七幅螃蟹苇画。”8 月 27 日，记者来到
盘锦工匠周航的工作室，探寻中国浮
雕苇画第一人艺术创新的艰辛历程。

周航老家位于辽河三角洲，套堤
千米之外就是世界第一大芦苇荡，人
们用苇子搞副业，织苇席、编茓子、打
帘子。芦苇是周航从小就很熟悉的
植物。1988 年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

后，周航先后从事过美术教师、办公
文员、企业管理者等多个职位，但从
未放弃对芦苇制作工艺的关注与追
求。2003年，周航开始尝试用芦苇作
画。芦苇画都是平面作品，周航要另
辟蹊径。从 2005 年起，他在兴隆台
区钻工村租借了一处房子，闭门谢
客，专心研发。耗时将近两年时光，
完成了关公题材的《忠义千秋》、雄鹰
题材的《搏击风浪》,以浮雕式风格创
作的芦苇画作，给人以震撼的视觉冲
击力。

经过多年探索，周航在浮雕苇画

创作领域颇有心得，并逐渐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盘锦浮雕苇画的
特别之处，更像木雕——透视感层次
分明，立体感呼之欲出。周航说，辽河
三角洲处于海河水交界，芦苇厚重坚
实，节长皮亮，一节芦片顶得上淡水湖
的 4 片厚。《忠义千秋》作品在青岛展
出时，看到关公40厘米长的刀杆如竹
片一样，业内画家称赞盘锦芦苇是难
得的作画材料，周航把盘锦芦苇玩

“活”了。
周航坚守与传承，使盘锦苇画这

一地域文化符号逐渐凸显。2014 年

以来，周航相继成为盘锦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盘锦苇画”代表性传承
人、辽宁省工艺美术大师、首届盘锦十
大工匠之一。

近年来，周航无偿教授弟子 210
多人，并开发出芦苇挂件、芦苇摆件等
产品。在他的带领影响下，盘锦境内
的苇艺草编合作社、个体户、小微企业
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解决了农村
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职工500余人
的就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盘
锦市苇艺草编行业的年产值已将近
1000万元。

周航把盘锦苇画玩“活”了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开工
南至桃仙国际机场 建成后实现“空铁联运”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企业
可结合生产实际自主确定培养对象，
培养对象为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
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人
员。近日，我省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行
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实施意见》，全面推
行企业新型学徒制，从今年起到 2020
年底，力争培训1.5万人以上企业新型
学徒，2021 年起力争每年培训学徒 1

万人以上。
企业新型学徒制采取“企校双制、

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由企业与培训
机构按照“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
养”的模式共同培养学徒。培养内容
主要包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安全生
产规范和职业素养，特别是工匠精神
的培育。承担学徒培训任务的培训机
构，要结合企业生产和学徒工作生活

的实际情况，采取弹性学制，实行学分
制管理，鼓励和支持学徒利用业余时
间分阶段完成学业。

学徒培养目标以符合企业岗位需
求的中、高级技术工人为主，培养期限
中级工通常为1年，高级工通常为2年，
特殊情况可延长到3年。学徒在学习
培训期间，企业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
定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

资。企业新型学徒制职业培训补贴实
行先支后补的办法，学徒期满取得职业
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按照
中级工每人每年5000元，高级工每人
每年6000元执行；取得专项职业能力
证书、培训合格证书、毕业证书之一的
按每人每年4000元执行。对参加学徒
培训的就业困难人员和毕业年度高校
毕业生，按规定落实社保补贴政策。

我省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企校双师带徒 工学交替培养

沈本大街站
沈本大街和
高深东路相交路口

高深东路站
高深东路与
沈中大街相交路口

全运三路站
全运三路与智慧三街相交路口

科技园站
创新一路与
智慧三街相交路口 市民广场站

莫子山一路与智慧三街相交路口
在此可换乘地铁十号线

航空产业园站
创新二路南侧规划路与智慧三街相交路口

新航站楼站
桃仙机场远期规划
T4、T5航站楼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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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二号线南延线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