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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孔爱群报道 今年，
我省将安排技术服务类特派团83个、产
业发展类特派组8个、特派员工作团60
个，共计1122名科技特派员上山下乡、
送“智”战“贫”。这是7月6日，记者从
省科技厅了解到的。

2002 年启动以来，辽宁“科技特派
行动”取得良好成效，省级科技特派团
已累计派驻科技人员 4370 人，示范新
品种新技术 366 项，建立示范点 127
个，示范面积超 3 万亩。今年，科技特
派行动重点围绕扶贫开发重点县精准
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对我省特

派团、特派组、特派员和农民技术员
培训“四位一体”的科技特派工作模
式进行机制创新和内涵延伸，并实施
了专项计划。

结合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疫情防
控需求，我省确定了技术服务类、科技
特派员工作类、专业技术培训类、产业
指导类等四个方向的科技特派团组。
通过征集涉农县（市）区需求，确定了今
年特派团的领域、方向，按扶贫重点县
（市）不少于2个特派团，涉农县（市）区
全覆盖的原则，派出技术服务类科技特
派团83个，比往年增加60%。

科技特派员工作团确定了技术
服务类、教育培训类、生产经营类、综
合服务类和产业发展类五种类型。
经高校、科研院所和各市科技主管部
门推荐，从全省涉农企事业单位遴选
550 名热心服务“三农”，能扎根农村、
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精干力量作为
农村科技特派员，重点保障扶贫开发
重点县的每个乡镇有 1 至 2 名科技
特派员，上对接驻县区特派团（组），
下协调联系指导农民技术员，摸排
农业生产环节技术需求，及时解决
相关问题。

为调动省直有关部门参与科技扶
贫的积极性，有效整合资源，特派员吸
纳了 70 名驻乡村“第一书记”和扶贫
工作队队长（员）。

为解决扶贫开发重点县扶贫产业
产品销售问题，我省还组织动员了禾丰
牧业、东亚种业等8家具有较强实力的
农事企业，派出技术、销售等专业人员
组成 8 个科技特派组，每个企业负责 2
个县（市）区，为当地农事企业和贫困乡
镇村开展定向服务，打通与基层合作
社、专业生产户的上下游种（养）产销渠
道，带动农民增产增收。

我省1122名科技特派员下乡送“智”战“贫”
151个团（组）实现涉农县（市）区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关艳玲报道 为
提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能力，日前，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
联合下发通知，明确做好退役军人职
业技能培训工作，到 2021 年实现退役
军人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基本健全，有
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退役军人参训
率达 100%。

通知明确，重点抓好高中以下文化
层次退役军人就业能力提升培训，结合
我省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围绕市场急需

紧缺职业，推出中短期培训项目；要加
强职业能力、通用职业素质和求职能力
等适应性、综合性培训，增强培训实用
性。加大中高级技能培训和新产业技
能培训比例，围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有针对性地开
展培训，加强军地职业技能衔接转化；
鼓励具备条件的退役军人接受高级工、
技师、高级技师培训。

对有创业意愿的退役军人，紧紧围
绕服务乡村振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
打造“双创升级版”，重点跟进经营管

理、品牌建设、市场拓展、风险防控以及
产业政策培训，通过培训促进创业带动
就业。将返乡创业退役军人纳入返乡
创业培训计划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
素质提升计划。

通知明确，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鼓励支持建立退役军人职教联盟，
实现学校培养与企业用人的有效衔
接。大力开展项目制培训，采取“工学
一体化”“职业培训包”“互联网+”等培
训方式，融合线上学习与线下实训，打
造具有时代特色、符合退役军人特点的

网络教育培训平台。
退役军人按照相关政策，可选择

接受一次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免学杂
费、免住宿费、免技能鉴定费），培训期
间享受生活补助。教育培训期限一般
为2年，最短不少于3个月。退役军人
可凭退役证件自主选择承担政府补贴
职业培训项目的培训机构参加免费职
业技能培训。符合贫困劳动力、就业
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条件的退
役军人，在培训期间给予生活费（含交
通费）补贴。

我省4部门联合下发通知

明年有培训意愿的退役军人可实现100％参训

鞍山市积极打造文旅产业，
近日开通“千山号”文化旅游观
光列车。

文旅列车集旅游观光、文化
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列车从
沈阳出发，沿途经过鞍山、海城、
岫岩满族自治县3个旅游目的地，
以文旅融合的方式，让游客享受

“上车休闲娱乐观美景，下车游
山玩水品人文”的服务。

图为演员在“千山号”鞍山
文化旅游列车上为乘客表演传
统节目。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文旅融合
一路欢歌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走进辽宁星空钠电电池有限公

司，迎宾石上的这8个大字格外醒目，
公司董事长李用成把这句话当作座
右铭。

有此感悟，和李用成的创业经历
有关。

2002 年，李用成从沈阳工程学院
供用电技术专业毕业，对创业，他信心
满满。他尝试过做销售代理、咨询服
务，还开过小餐馆，先后在不同行业

“试水”，前前后后扑腾了6年，但都没
有起色。到2008年，李用成在亲戚朋
友眼里依旧是一个创业失败者。还是
他姐姐替他投的简历，帮他在鞍山电
力勘测设计院找了一份稳定工作。

“创业需要做好规划。”李用成反
思自己的创业经历，寻找失败的症
结——只去仰望星空，没有明确目
标，更缺乏脚踏实地。

有了新的认识，李用成在设计院
里埋头学习，潜心钻研，他有幸遇到了
手把手教他本领的业界大师，从画第
一张工程图开始，从承揽第一个工程
设计项目做起。一家企业要建设小型
变电所，李用成熬了几个通宵，主动设
计出几套方案，供客户选择。

机遇垂青有准备之人。2011 年，
电力行业改革如火如荼推进，李用成
敏锐地发现，他的创业机会来了。此
时，已积累了扎实功底和丰富资源的
李用成，成立公司，从电力设计和工程
安装起步。

再次创业的9年里，李用成的公司
一年一个变化，一年跃上一级台阶。
头两年，公司专心做工程安装，积累资
本，每年完成目标任务。有了资金积
累后，公司开展配售电业务，开发清洁
能源。

展望新能源科技的发展前景，李

用成稳扎稳打，加大科研投入力度。
他聘请了7名院士、9名博士生导师和
50 多名博士，组建科研团队，建设省
级院士工作站、省级博士后工作站，
投入钠离子电池储能技术研发，目
前，该公司钠离子电池研发能力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

如今，李用成的企业拥有13家分
公司、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新能
源发电、综合能源利用服务、配电网投
资运营及电力储能系统研发等领域发
展，太阳能、风电、制碳余气发电和5G
技术齐头并进，新能源绿色园区形成
品牌，公司规模越做越大。

“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也没有随
随便便的成功。”在省青年企业家协会
组织的一次演讲中，李用成面对青年
创业者说，创业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
实地，不能站在现在空想未来，而是要
站在未来谋划现在。

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
——记辽宁星空钠电电池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用成

本报记者 王 坤 见习记者 刘 璐

本报讯 记者赵英明报道
7月6日，省人大常委会《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执法
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
主任孙轶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保护耕地和加强
土地管理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
策，土地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
基本要素。加强批而未供和闲
置土地消化处置，是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抓
手。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
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的重要意
义，通过执法检查，推动中央及

省委关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决
策部署深入落实。

会议强调，要把握检查重
点，以更大力度推动土地管理
法在辽宁有效实施。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依法监
督。要突出问题导向，找到问
题症结，提出解决问题的建
议。要紧扣检查重点，聚焦重
点领域、关键环节，着力推动全
省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消化处
置工作，推动辽宁经济高质量
发展。要践行务实作风，提升
工作实效，加强协同联动，切实
保障执法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省人大常委会部署
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工作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7月6日，省卫生健康委通报，7
月5日零时至24时，我省新增
1例境外输入（来自俄罗斯）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为沈阳市报
告病例，属普通型病例；新增无
症状感染者3例（境外输入，来
自俄罗斯），为沈阳市报告病
例；无治愈出院病例。

新增确诊病例胡某某，男，
46岁，浙江温州人。当地时间7
月3日18时45分乘坐CA910航
班从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飞
往中国，于北京时间7月4日7
时21分抵达沈阳桃仙机场。按
照入境人员疫情防控规定，机
场海关采集鼻咽拭子和血清
标本后，在防护措施下将其转
运至指定酒店进行集中医学隔
离观察。7月4日18时58分，沈
阳海关反馈核酸检测结果呈
阳性，患者立即被转运至省
集中救治中心沈阳中心隔离治
疗。经沈阳市疾控中心核酸检
测复核结果为阳性。7月5日，结
合临床症状，经省级专家组会
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普通
型确诊病例，目前病情平稳。
该患者入境后采取闭环管理。

新增3例无症状感染者情
况：患者周某某，女，21岁，山西
太原人；患者戴某某，女，52岁，
浙江温州人；患者陈某某，男，
20岁，新疆乌鲁木齐市人。3人
均于当地时间7月3日18时45

分乘坐 CA910 航班从莫斯科
谢列梅捷沃机场飞往中国，于
北京时间7月4日7时21分抵
达沈阳桃仙机场。按照入境
人员疫情防控规定，机场海关
采集鼻咽拭子和血清标本后，
在防护措施下将 3 人转运至
指定酒店进行集中医学隔离
观察。7月4日 18 时 58 分，沈
阳海关反馈3人核酸检测结果
均为阳性，立即被转运至省集
中救治中心沈阳中心隔离治
疗。经沈阳市疾控中心核酸检
测复核结果均为阳性。3位患者
无临床症状，肺部CT未见肺炎
改变，7月5日经沈阳市专家组
会诊均为无症状感染者。3人
入境后均采取闭环管理。

截至 7 月 5 日 24 时，全省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57 例，治
愈出院150例，死亡2例，在院
治疗 5 例。确诊病例中，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26例，治愈出院
22例，在院治疗4例；本土确诊
病例 131 例，治愈出院 128 例，
死亡2例，在院治疗1例。

全省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
者76例，解除隔离出院 44 例，
转为确诊病例27例（治愈出院
26例，正在定点医院治疗1例），
正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5例。

全省累计追踪到确诊病
例密切接触者4419人（含境外
输入病例密切接触者），还有
10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7月5日我省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和3例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财政部关于扩大失业保险保
障范围的通知》，提出扎实做好
失业保险扩围工作，并就相关事
项进行了明确。

通知要求，各地不得随意缩
小受益人员范围，要根据基金结
余情况、参保缴费年限等科学测
算，合理确定失业补助金标准。
对于通知下发前已领取失业补助
金的参保失业人员，各统筹地区
要做好政策衔接。领取失业补助
金不核减参保缴费年限，按照原
来通知已核减的参保缴费年限
应予以恢复。失业补助金领金期
限统一为6个月，自申领当月或次

月起按月发放，根据申领时间，实
际发放时间最长可至2021年6
月。本通知下发之日前已按照原
来通知申领失业补助金的人员，
此前核定可领取失业补助金月数
不足6个月的，应延长至6个月；
超过6个月的，按6个月执行。

失业补助金标准最高不超
过当地对应档次失业保险金标
准的80%；其中，对参保缴费不
满1年和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
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标准可按
最高不超过当地失业保险金标
准（缴费满1年不足10年对应档
次）的50%执行。失业补助金只
能申领享受一次，不得跨统筹地
区重复申领享受，不得与失业保
险金同时发放。

我省失业补助金
领金期限统一为6个月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7月6日，聚丙烯、聚氯乙烯和线
型低密度聚乙烯期权同时在大
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这是大
商所首次上市塑料化工品期权，
也是我国首次在一家期货交易
所同步上市3个期权产品。

作为目前全球主要的三大通
用树脂产品，聚丙烯、线型低密度
聚乙烯和聚氯乙烯是重要的塑料
化工品。2007年，大商所上市首

个工业品——线型低密度聚乙烯
期货，标志着大商所从农产品期
货交易所向综合性商品交易所
转型。2017年，国内首个商品
期权——豆粕期权在大商所挂
牌上市，标志着我国商品期权市
场发展拉开序幕。包括此次上
市产品，目前，大商所已有20个
期货产品、7个期权产品，覆盖
农业、化工、黑色、能源四大板
块的期货、期权和互换交易。

三大化工期权
在大商所同步上市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日前，我省首批 31 家“辽宁省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正
式启动运行，实现知识产权维
权援助工作站全省覆盖，成为
推进维权援助体系建设的有力
抓手。这是7月6日记者从省
知识产权局了解到的。

据悉，31家维权援助工作
站分布在全省县（市、区）市场

监管（知识产权）局、重点产业
园区和行业组织，开展协同服
务，实行规范化管理。维权援
助工作站的设立，将有助于提
升我省维权援助公益服务水
平，形成全省维权援助机构上
下联动、横向协同、合作共享的
运行新机制，扩大知识产权维
权援助覆盖范围，完善知识产
权维权援助网络。

首批31家“辽宁省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工作站”启动

（上接第一版）
靠着这“干”出来的家底儿，大梨树

人“过上了让城里人都羡慕的好日子”，
也真实感受到了“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
大梨树”。

孙全志的大儿子孙长华高中毕业
后回到大梨树村发展，用当地的农产品
进行深加工，酿制五味子酒和饮料，再
通过父母的旅游商品土特产店销售，一
步步发展至今，已经拥有一家酿酒厂，年
产值达七八百万元。“现在的生活不愁吃
不愁喝，之所以继续经营发展，就是觉得
必须‘干’下去。”孙长华说。

孙长华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就读于
辽宁大学即将毕业，二女儿正在读高
中。他说：“孩子们有志气能飞多远就飞
多远，在大梨树村，不需要养儿防老。”

大梨树村为 65 岁以上老人每人每

年发放600元养老金，为80周岁以上老
人每人每年发放 1000 元养老金，为 90
岁以上老人每年定制新衣服。在老人
过生日时，还会送去生日蛋糕、水果等
礼物祝寿。

魏玉凤是大梨树旅游公司党支部第
四党小组组长，在她家，党报党刊等学
习资料完整齐全，党员平时都在她家学
习、活动。遇到旅游旺季，游客经过这
里，党员便成了义务讲解员，将大梨树
村的“干”字精神、发展历程向游客娓
娓道来……

昔日的大梨树穷得让人心痛，现在
的大梨树幸福得让人心动。“大梨树让我
们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我们也要力
所能及地回馈村民、回馈社会，让我们的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提高。”对未
来，魏玉凤和村民们有了更新的追求。

“干”字当头再出发

大梨树村，远近闻名。记者
曾多次采访，一次次走近大梨树
人，一次次感受到流淌在大梨树
人血液里的“干”字精神，感动于
他们脸上的幸福笑容。

日新月异的大梨树，始终不
变的是“干”字精神。

“ 不 夸 张 地 说 ，俺 们 现 在
不 缺 钱 ，想 买 啥 就 能 买 啥 。”
这 是 大 梨 树 人 话 语 中 的 自 豪
和底气。

多年开办酿酒厂的孙长华在
不断发展。他说：“大梨树人就是
闲不住，就得干活，‘干’，才是

‘活’着。”
如今，到大梨树村生活、养

老，是许多城里人的想法。张其
华和老伴儿郝莹娟2003年从本溪
来到大梨树，“当时看中大梨树的
空气好、水好，现在更感觉这里人
好、秩序好，在这儿生活，来了就
不想走了。”

赶上了好时代，变化一天一
个样。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这就是大梨树人真实而美好
的生活。

走 · 想

本报讯 记者刘佳报道 7月6日，
省应急厅启动第二轮危险化学品重点
县专家指导服务，以深入推进全省危化
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实施，确
保危化品企业安全生产。

2019年，省应急厅对全省11个危化品
重点县开展了第一轮专家指导服务，共深
度检查49家危险化学品企业，排查问题和
隐患3000余项。据悉，第二轮专家指导
服务组将分赴锦州市太和区、阜新市阜新
蒙古族自治县、鞍山市台安县、营口大石
桥市4个重点县（市、区）进行专家指导
服务，重点围绕4个方面展开：针对第一
轮专家指导服务发现的重大隐患和突
出问题进行“回头看”，核查整改情况和
企业举一反三预防措施情况；将涉及危
化品罐区、库区等储存场所的重大危险
源企业作为指导服务重点，帮助企业消
除安全隐患和解决实际问题；组织安全
管理、工艺设备、仪表电气等方面的专家
和业务骨干，对危化品企业开展深度检
查；在重点县开展风险管控、应急处置、
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等教育培训。

我省启动第二轮危化品
重点县专家指导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