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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自大连市再度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以来，全市广大青年迅速投入遏制疫情蔓
延的家园保卫战，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者
的旗帜再一次高高飘扬。

7 月 22 日起，包括 22 支核酸检测青
年突击队在内的 115 支青年突击队活跃
在医疗、社区等场所，3000 余名共青团员
火速集结奔赴一线。

同时，大连市志愿者协会第一时间行
动，将筹集到的物资分别送到指定地点，
支持保障抗疫需求。青年志愿者投身战

“疫”一线，辅助社区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维护现场秩序、运送分发防疫物资。

本报记者 吕 丽 摄

守护家园 共同战“疫”
大连115支青年突击队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岗
前培训补贴、转岗转业培训补贴、境
外培训补贴、职业技能竞赛补贴、新
型学徒制培训补贴。7月28日记者
获悉，锦州市为企业职工培训送上
五项补贴政策“大礼包”，补贴标准
在1000元至6000元之间，实现了培
训项目和补贴政策全覆盖。

如今锦州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
项支持计划，拓宽以工代训范围。
对企业新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零就
业家庭成员、离校两年内毕业生、登
记失业人员，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
同，并开展以工代训的，根据招用人
数按照锦州最低工资标准1480元，

按月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
锦州支持困难企业开展以工代

训。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现生
产经营暂时困难导致停工停业的中
小微企业，组织职工开展以工代训
的，根据以工代训人数，按照每人每
月400元标准，按月给予企业职业
培训补贴。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
贸、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
批发零售等行业，补贴范围扩展到
大型企业。锦州还将毕业年度毕业
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灵活就业人员、城乡贫困劳动力
纳入就业重点群体，开展免费职业
技能培训。

最高补6000元
锦州为职工培训送上五项补贴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即日起，大连市医保局全面推行“不
见面”办理模式，市民通过手机端

“大连市医疗保障公共服务平台”或
电脑端“医保网上综合服务大厅”，
即可在家查询办理31项医保业务。

广大市民在微信中搜索关注
“大连市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或在
支付宝生活号中搜索“大连市医疗
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点击“服务大
厅”栏目，即可进入“大连市医疗保
障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实名注册、
刷脸认证，即可随时随地享受 24
小时在线服务。手机端提供的 25
项服务内容主要为医保账户查询、
缴费记录查询等5项个人查询，医

保中心联系电话、药品目录查询等
8 项公共查询，居民参保登记、居
民缴费申报等12项业务办理。

此外，为有效降低患者在疫情
防控期间反复就医购药而产生的交
叉感染风险，同时缓解定点医疗机
构门诊接诊压力，支持定点医疗机
构集中力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大
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临时调
整医保门诊就医结算服务流程，明
确自2020年7月26日起，在保障医
疗安全的前提下，定点医疗机构可
以为参加职工或城乡居民医保的患
者，一次性开具最长3个月的门诊
统筹、门诊规定病种及高值药品诊
疗处方，减少就医购药次数。

大连市民在家即可查询办理
31项医保业务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7
月28日，记者从抚顺县获悉，位于
抚顺县马圈子乡金斗村境内的沈
抚县委旧址纪念馆景区被评定为
国家3A级旅游景区。

2010年6月，沈抚县委旧址被
抚顺县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在此旧址西南200米坡
下，有一株30余米高的大榆树，国

民党反动派曾在此树下杀害我党本
溪地区负责人。大树西侧有建筑
物，曾经是沈抚县委办公场所。
2018年，抚顺县委、县政府投资500
万元，在金斗村大榆树旁建设实施
沈抚县委旧址纪念馆项目，占地面
积32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1平方
米，由旧址复原、历史文化长廊、历
史展陈馆三个部分组成。

沈抚县委旧址纪念馆
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企业招
用员工，涉及参保登记、社保关系转
移、劳动用工备案、缴费人员增减等
11个相关事项，要跑人社部门下属的
社保经办机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
构、劳动用工管理部门、信息化管理机
构等。以后，在沈阳办理招用员工这
件事时，只要到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
料，一次就可以办理。

7月28日，记者从沈阳市人社局获
悉，年底前，沈阳市力争实现企业招用员
工、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十个

群众眼里的“一件事”打包办理，同时，9
月底前，力争实现10个以上高频服务事
项在规定办理时限基础上提速50%。

“打包办”的意思就是把过去流程
相似、材料相近、结果关联的一些事项
打包成“一件事”。此次沈阳市推出打
包办理的十个“一件事”包括：企业招
用员工、企业与员工解除终止劳动合
同、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含灵活就
业）、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创业、职
工退休、申领工亡人员有关待遇、退休
人员过世、领社会保障。原先，企业、

群众在办这些“一件事”的时候，需要
跑多个窗口，提交多份材料，打包之
后，企业、群众申请办理这些“一件事”
时，只需要到一个服务大厅、一个窗
口，提交一套材料，一次办理即可。

提速办理方面，各相关机构将在“提
速办”服务事项备选清单中选取10个以
上事项，大力推进提速办理，“提速办”清
单中涵盖了工伤认定申请、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稳岗返还（稳岗补贴）申领、
失业保险金申领、创业补贴申领、职业资
格证书补发申请等。同时，对即办事项

也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从接收材料到
办结，原则上不超过30分钟。

为了方便企业、群众线上办理“打
包一件事”，沈阳市将加大标准化、信
息化的建设力度，整合各类网上经办
系统的登录入口，实现“单点登录、一
次认证、全网通办”。鼓励具备条件的
人社服务事项推进全程网办，暂不具
备条件的事项可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办理方式，年底前，实现政务服务事
项网上可办率达100%，全程网上可办
率达50%。

沈阳年内实现十个“一件事”打包办
企业招用员工、毕业生就业创业等事项只需跑一个窗口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7月28
日，记者从沈阳市房产局获悉，在旧住
宅区环境整治行动中，沈阳市利用五
种模式全面提升整治 3072 个老旧小
区，老旧小区真正“有人管”了。

为提升旧住宅区综合管理水平，给
百姓提供优美的居住环境，沈阳市结合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开展全市旧住
宅区环境整治行动。按照整治方案，沈
阳市分别围绕公益宣传、环境卫生、共
用部位公用设施、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提升综合管理水平等五大专项内容开

展整治行动。截至目前，沈阳市共整改
各类问题10915个，整改率达100％。

为能按时保质恢复路面、绿地，减
轻因施工和延期恢复给居民造成的影
响，沈阳市加大住宅区内给排水、燃气、
供暖等涉及道路和绿地挖掘的工程管
理力度，下发《关于加强住宅区内挖掘
工程管理的通知》，对工程实施登记备
案、施工现场管理、恢复质量及挖掘恢
复标准及恢复方式等内容进行规范。

为确保整治“不反弹”，沈阳市成
立23个暗访组，每日就“宣传氛围、消

防设施规范、消防通道畅通、垃圾分类
定点投放、垃圾及时清运、园区绿化、
居民文明行为”等七类25项内容开展
暗访巡查，目前已检查小区 17238 个

（次），对发现的问题均当天反馈、限期
整改、隔周“回头看”。

排查、整改的下一步是如何管理，
沈阳市积极征求民意，对老旧小区利用
五种模式落实服务主体，对符合条件的
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计划实施保障型
物业管理1507个、专业化物业管理45
个、业主自治物业管理205个、社区服务

中心管理926个、产权单位自管389个。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旧住宅区环

境整治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沈阳市
今年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对
63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工程，对老旧
小区园区配套设施、建筑物本体、服务
设施等进行全面改造提升，工程将于
8月底完工。沈阳市房产局城市公用
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工程
根据群众需求确定改造内容，逐个小
区形成效果图，并在园区显著位置公
示，做到“小区改造百姓做主”。

沈阳对3072个老旧小区进行提升整治

“那些有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皮影
戏，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值得欣慰的
是，在凤城市爱阳镇爱阳城村还有着像
王桂文这样一群人，他们饱经沧桑，依
旧热爱和痴迷着皮影戏。”这是凤城市
摄影师栗粟为爱阳城皮影戏班拍摄摄
影作品《最后的皮影戏》时的感触。

凤 城 爱 阳 城 皮 影 戏 班 创 立 于
2004年，其成员由居住在凤城市爱阳
镇爱阳城村的退休工人和农民组成，
平均年龄超过65岁。现如今，前任班
主王桂文已经去世，现任班主李永财
仍在坚守着这种古老文化的传承。

曾在煤矿工作的李永财爱好文
学，他在业余时间创作的小品和表演

唱剧本多次获奖。1999年，李永财从
煤矿退休，在与邻居老大哥的闲谈中，
激发了他对皮影戏的浓厚兴趣。

李永财便召集村里有着共同爱好
的村民，从皮影戏的唱腔开始学习研
究。后来，有村民提出：“咱们能不能
也组织一个皮影戏班，正儿八经地演
演。”这时，有人推荐说，村里有个叫王
桂文的老人，年轻时跟皮影戏班学过
唱戏，不如找他来担任班主。王桂文
接受邀请后，爱阳城皮影戏班便正式
组建。戏班成员里，除了李永财从煤
矿退休，二哥李永贵从镇供销社退休
外，其他成员均为地地道道的农民。

刚开始，唱腔不标准，王桂文就根

据自己当年学习的记忆，一句句地给大
家纠正；没有影卷（剧本），李永财就根
据评书和传统民间故事自己改编；没有
影人（皮影），他们高价买回一批百年老
影人，然后一边用老影人演，一边再模
仿老影人自己动手刻新的。经过一段
时间的排演，像《呼延庆打擂》《薛丁山
和樊梨花》《三国演义》《杨家将》等传统
剧目，戏班已能完成整场表演。

2006年至2007年，爱阳城皮影戏
班的演出进入高峰期，每年能演十几
场，从村里一路演到镇里，又演到凤
城、丹东、沈阳。

2007 年 1 月，爱阳城皮影戏班被
评为“丹东市十大民间艺术社团”；

2009年，班主王桂文被确定为辽宁省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013年和2017年，李永财和李文华陆
续被确定为丹东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2019 年，王桂文因
病离世后，李永财被大家推举为新任
班主，并开始物色发展新成员。2020
年春，受疫情影响，虽然戏班的演出暂
停，但排练并未中断……荣誉的背后，
一方面让皮影戏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
焕发生机，另一方面，也考验着戏班成
员能否做好传承，让这门古老艺术长
久地发展下去。

多年来，为了那份执着的传承，爱
阳皮影人始终在坚守。

爱阳城皮影戏班16年的坚守和传承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民生·服务 FUWU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7月28日，一架无人机在东港市壮
大畜禽原种开发有限公司上空盘
旋。地面上，两名环境执法人员目
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操作台屏
幕。这是丹东市生态环境局东港
分局采用“无人机+环境执法”模
式对养殖场进行现场勘验。

受疫情影响，东港市壮大畜禽
原种开发有限公司实行封闭式管
理。为确保畜禽养殖区域生态环
境安全，环境执法人员利用无人机

深入场区进行执法检查。通过场
区绕飞航拍、悬停观察堆粪场、化
粪池等重点区域，快速了解养殖场
的粪污处理及排污情况，有效避免
感染风险。

据了解，“无人机+环境执法”模
式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立体监管体系，
能有效解决执法人员视野无法触及的
地方难以近距离勘验的难题，丰富了
执法取证手段。经实践检验，这种模
式有利于迅速锁定污染源，节省了执
法勘验时间，便于执法人员观察取证。

东港环境监察执法引入无人机

暑假来临，阜新市海州区河北
街道社区学校开学了。

阜新市海州区河北街道下辖9个
社区，并与辖区的矿工街小学开展共
驻共享，建立起了“社区、学校、家庭”
三结合教育体系。假期里社区为孩

子们提供活动场所，社区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为孩子们开展课外教学活动，
并利用社区党建活动室为孩子们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孩子们度过
一个健康、有意义的暑期生活。

本报特约记者 朱学著 摄

学校放假 社区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