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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9月1日开海以来，东港市菩萨庙镇
海洋红村渔港就是一派繁忙景象。忙
碌的渔民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他们
把运到岸上的梭子蟹、海螺等海鲜经过
分拣、包装，运送到各大市场。

近几日，丹东市海岸线各渔港返港
渔船日渐增多，大量海鲜纷纷“登陆”，
丰富了人们的餐桌。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出海归来

提醒 TIXING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开
放垃圾处理设施、开放气象科普馆、
开放“云”上科学营……9月19日至
25日，沈阳市将举行2020年沈阳市
全国科普日活动。活动将组织实施
十大科普行动，推出四大主题科普

“云”展览。
为体现科普的全民性、社会性，

全国科普日期间，沈阳市将组织实施
十大科普行动，包括区县科普行动、
中小学科普行动、农村科普行动、社
区科普行动、高校科普行动、科研院
所科普行动等。其中，苏家屯区科普
日活动将举办农副产品展示、科普小
镇揭牌、专家现场技术指导等。

据了解，大辛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及餐厨垃圾处理科普基地，
将开放垃圾处理设施，举办垃圾
分类大比拼等互动体验活动。沈

阳市气象局将开放气象科普馆，
组织科普知识竞答及气象科普知
识进社区等活动。同时，十大科
普行动相关的主要活动也将在做
好线下开展的同时，录制成视频
在网上播出。

活动期间，还将推出“云游中科
院，畅享新生活”“‘云’上科学营”“我
和我的祖国——中国科学家精神主
题展”“2020年国际工业孪生技术视
觉展”四大主题的科普“云”展览。
中国科学家精神主题展和孪生技术
视觉展除在线上播放外，还将在辽
宁省科学技术馆展出。

提示事项：辽宁省科学技术馆除
周一、周二闭馆外，每日9时30分至
16时30分开馆，16时停止检票，群众
可提前在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微信公
众号预约，成功后，自行前往参观。

沈阳十大科普行动邀市民参与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9
月 15 日，伴随着国网辽阳供电公
司促成国网（辽宁）电动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与辽阳县奥隆公交公司
签署专用充电站战略合作协议及
首站建设协议，辽阳市民绿色出行
再添新保障。

辽阳县奥隆公交公司拥有电
动公交车200余辆，月充电量约15
万千瓦时。按照国家倡导的新基
建建设方向，国网辽阳供电公司主
动对接公交公司、物流公司、环卫
公司等优质客户，开拓电动汽车专
用充电站市场，提高新基建业务
市场占有率。

根据协议，这座投资 300 余
万元的快速充电站将成为国网
（辽宁）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在省内经营的首个公交专用站，
也是辽阳市规模最大的充电站，
可同时满足 36 辆混电和纯电动
公交车的充电需求，建成投运后
将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双提升。

为积极响应国家新基建建设
要求，国网辽阳供电公司在供电区
域内已建成并投运电动汽车充电
站点 28 处，基本实现了主城区内
两公里充电服务半径，极大地满足
了电动车主出行需求。

辽阳市民绿色出行再添新保障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9
月 17 日，记者从鞍山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获悉，借力“互联网+”技
术，鞍山市积极探索液化气充装运
营管理新模式，建立可追溯的气瓶
监管体系，有效保障气瓶安全，减
少事故隐患。

据介绍，目前，鞍山市有液化
石油气瓶 20 余万只，体量较大且
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鞍山建立
的追溯体系通过在液化气瓶上装
配智能化瓶阀，由智能充装枪进行
充装作业，并配套气瓶充装信息追

溯平台，可做到液化气瓶基本信
息、检验信息、充装介质、充装人
员、充装日期等信息可查询、可追
溯、防篡改。

与此同时，完整的追溯体系还
包括液化气瓶制造信息追溯平台、
检验信息追溯平台和监管服务数
据平台，建成后可实现气瓶全过程
信息化监管，气瓶来源可查、流向
可追、责任可究。在液化气瓶追溯
系统完善后，这个追溯模式还将逐
步在鞍山全市的工业气瓶和车载
气瓶上推广。

鞍山借力“互联网+”
建液化气瓶监管追溯体系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记者9
月17日从沈阳市获悉，沈阳市将以专
家工作站设站单位、科研机构（院所）、
高新技术企业等为依托建设“候鸟型”
人才工作站，开展“候鸟型”人才服务工
作，吸引“候鸟型”人才常来沈阳、常留
沈阳、常驻沈阳。据介绍，目前，沈阳市
已经启动工作站的建设，到年底前，计
划建成“候鸟型”人才工作站10家以上。

沈阳市“候鸟型”人才工作站采取
政府引导、设立单位共建、网上集中资
源线下落实、市场化运作模式，依托院
士工作站设站单位、专家工作站设站单
位、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单位、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设站单位、辽宁省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设立单位、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社科类
社会组织等单位为载体进行建设。

工作站的主要职能为，以基础科
研项目、科技创新项目、重大攻关项
目、关键领域“卡脖子”项目和博士后
研究课题为牵引，吸引“候鸟型”人才
来沈开展工作；宣传沈阳市人才政策，
收集需求信息，配合来沈的“候鸟型”
人才办理相关业务；引进高端人才及
团队，促进高水平项目落地沈阳。同
时，还将组织“候鸟型”人才中的党员

亮身份，开展志愿服务、科普讲座、公
益活动，参加所在地党组织生活，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等；开展各类专家服务
活动，积极发挥“候鸟型”人才作用。

沈阳市每年还将对建立的“候鸟
型”人才工作站进行评估，结果为优秀
的给予 3 万元奖励经费，用于改善工
作站基础建设和开展“候鸟型”人才交
流活动。

沈阳创新人才工作站建设吸引“候鸟型”人才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日
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学生塑料
书皮、电热饭盒、老年服饰（鞋）、日
常防护口罩等8种195批次产品开
展了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结
果显示，79 批次产品存在质量风
险，其中，老人鞋、建筑用保温材料
全部发现质量风险。

电热饭盒共采样 30 批次，有
2 批次产品在对触及带电部件的
防护及输入功率和电流项目上存
在质量风险。老年服饰采样 15
批次，老年鞋采样10批次，有6批
次老年服饰存在质量风险，10 批
次老年鞋均存在质量风险。存在
风险的项目主要为纤维成分、外
底硬度和防滑性能。日常防护
口罩共采样 30 批次，有 20 批次
产品在 NaCl 颗粒物过滤效率、
pH 值、通气阻力项目存在质量
风险。建筑防水卷材共采样 20
批次，有 6 批次产品在拉伸强度、
低温柔性等项目存在质量风险。
水泥熟料共采样 30 批次硅酸盐

水泥熟料，有 9 批次产品水溶性
铬（Ⅵ）含量超标。建筑用保温材
料共采样 20 批次，均检出不允许
使用成分六溴环十二烷。防爆电
气共采样20批次，6批次产品在防
爆标志、隔爆接合面参数等项目存
在质量风险。抽样学生塑料书皮
全部符合要求。

省市场监管局提示，消费者在
选购老年鞋时，应谨慎购买概念化
的产品。许多“老人鞋”概念的产
品实际是按旅游鞋或休闲鞋等标
准生产，消费者除查看执行标准
外，可以通过查看鞋底、鞋面等判
断商品是否满足自己的需求，同时
尽量选购一些无气味或气味较小
的鞋子。

针对此次风险监测发现的
问题，省市场监管局将及时向有
关部门通报，有针对性地开展企
业质量帮扶等活动，进一步加强
产品质量监管，督促企业落实产
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
产品质量安全。

省市场监管局提示

老人鞋抽检问题多购买需谨慎

本报讯 记者侯永锋报道 9月
16 日，记者获悉，省司法厅将开展法
律援助活动，助力治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省司法厅印发《关于开展根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法律援助专项活动
的通知》要求，各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职能作用，
以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为中心，
向广大农民工提供普惠、精准、及时、
有效的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依法维
护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

加大办案力度。各地要坚决执行
涉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确认劳

动关系、工伤赔偿等案件免予审查经
济困难证明规定，持续为农民工群体
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把建
筑领域及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障条件
差、易发工伤事故的行业作为维权服
务重点，着力解决拖欠工资、工伤赔偿
和劳动合同纠纷等事项，有针对性地
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推出专项服务
措施，开辟绿色通道，简化申请流程、
缩短审批时间，推行“即时受理”“即时
指派”制度，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工的合
法权益。

拓展服务方式。建立部门协作机

制，与财政、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老龄办等部门进行沟通与协调，做
到信息互通、工作互动，形成合力。
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探索与各级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建立对接工作机制，
构建农民工维权平台，认真做好群体
性劳动争议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做
到及时介入，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积
极推行电话申请、网络申请、邮寄申
请、上门受理等服务方式，深入企业、
施工现场等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巡回
受案；根据案件性质、法律援助人员
特长等因素指派案件，推行点援制；

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制，方
便当事农民工异地申请并获得法律援
助，降低维权成本。

强化制度保障。各地要注重总
结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法律援助工
作中的经验，将行之有效的措施上升
为制度规范，建立长效机制，以制度
建设推动工作开展。要充分利用中
央专项、中彩金和地方配套资金，加
大涉及农民工案件资金保障，建立办
理重大疑难案件经费保障机制，做到
专款专用，确保办案人员及时足额领
取补贴。

省司法厅为农民工讨薪提供法律援助

推出“即时受理”“即时指派”制度

今年初，几乎同时被选派为驻村
“第一书记”后，赵景东和妻子刘凤妍
便在调兵山市调兵山街道尚三家子村
租下一间小院，带着老人和孩子到农
村扎了根。

赵景东被选派到尚三家子村，刘凤
妍被选派到大冮村，夫妻二人成了两个
邻居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赵景东告
诉记者，把家搬到村里，不仅是为了方
便驻村，也是为了挖掘一段红色历史。

赵景东说，自结婚时起，就经常听
岳父讲述战争时期的故事。1947 年
冬，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四师六团和六
师十团、十一团分别驻扎在大冮村和
尚三家子村。当时两村的村民自发成
立支前的队伍，为前线战士送粮、抬伤

员、运送烈士遗体……
“没有记忆就没有未来，未来是从

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岳父语重心
长的话语一直在赵景东的耳畔回响。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眼见老革命、
革命烈士子女等红色历史亲历者、见
证者年龄渐高，越来越少，赵景东也愈
发坐不住了。

“岳父口中的两个革命村庄，由
我们夫妻俩任‘第一书记’，就好比
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我必须抢
救这些红色文化。”在赵景东心里，
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让红色文化发
扬光大，也是汇聚乡村振兴的强大动
力。想法一提出，刘凤妍全力支持，
夫妻俩开始走上了收集红色历史记

忆的道路。
“走访老革命、烈士家属，每人至

少要走访两次。年龄最大的都 97 岁
了，很多事情需要慢慢回忆。每次聊
天获取的有效信息可能很少，最多的
需要去十五六次。”赵景东说，走访录
下老人的口述，夫妻俩经常要整理到
凌晨两三点钟。

为准确记录历史，赵景东每次都
要把整理下来的资料念给老人听，进
行再确认，并查阅相关资料和地方县
志一一核对。驻村以来，夫妻二人已
走访百余户村民，搜寻出当年支前村
民50余人姓名，整理出文字资料5万
多字，拍摄照片 1000 余张，收集红色
物件近百件。

今年 8 月，尚三家子村举办了一
场特殊的主题党日活动。村民根据赵
景东夫妇挖掘的红色文化，还原历史
场景，像当年支援前线一样用扁担挑
来窝头、盐豆、玉米、南瓜汤等，并以舞
台剧形式将支前故事搬上了舞台。感
人的故事，还吸引调兵山市多个部门
主动参与进来。

为抢救红色文化，赵景东夫妇已
自掏腰包1万多元。“看到那段历史的
情景再现，党员干部和孩子们受到了
革命洗礼，好多老人感动得落了泪。
抢救红色文化，就是对先烈最好的祭
奠。”赵景东说，他会和爱人沿着这条
路继续走下去，让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让中华记忆历久弥新。

为挖掘红色历史夫妇俩把家搬到村里
常诗谣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这下好了，我们再也不用天天引
井接水了，拧开水龙头就可以喝上
放心水，实在是太感谢党和政府的
好政策了！”9月16日，铁岭县阿吉
镇石砬子村村民张宝德脸上洋溢
着喜悦，向记者介绍。看着清澈的
自来水从水龙头里喷涌而出，他舀
起一瓢一饮而尽。

阿吉镇位于铁岭县西南侧，占
地面积100多平方公里，共有13个
行政村。此前，全镇只有几个村铺
设了自来水管线，但由于设施陈
旧，技术有限，供水常常采取分时
段进行。而没用上自来水的村子，
村民都采用打井饮水，饮用的主要
是浅层地下水。“俺们村几年前铺
设了自来水管线，但是因为到期需
要维护换件，几万元的费用村民们
负担不起，就停止了供水。”石砬子
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海说。

饮用浅层地下水，水质和水量

受降水和径流影响较大，解决饮水
问题已成了阿吉镇村民生存和发
展的首要问题。2019年，好消息终
于传来，省地债资金农村饮水安全
脱贫攻坚项目落户铁岭，并与阿吉
镇签约。

今年4月，投资2000余万元的
乌巴海水厂和阿吉水厂正式开工
建设，打钻深水井、修建蓄水池、滤
水池、配电房，并将引水管道铺到
各农户家中。4 个多月后，全镇
7000余户常住村民就喝上了安全
放心的自来水，阿吉镇也成了全县
首个自来水全覆盖的乡镇。“用上
安全放心的自来水，俺们这心里老
暖和了。”石砬子村村民李艳红说。

阿吉镇镇长丁国彬表示，农
村饮用水工程事关百姓的切身利
益，我们要真正把它建成一项实
实在在的惠民工程，今后，我们要
每个月进行一次水质检测，确保
7000余户村民饮水安全。

石砬子村村民喝上放心水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9月
16日，记者从南航北方分公司了解到，
为迎接“十一”黄金周的到来，该公司
近期对部分航线、运力提前进行了优
化、调整。

从当日起，南航北方分公司在沈
阳—成都航线上投入宽体机运营。9月
以来，该航线每天有两个航班运营。由
于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南航北方分公
司决定，将8时45分起飞的CZ6401/2

沈阳—成都—沈阳航班，由原来的空客
A321飞机改成由空客A330飞机执行。
空客A330飞机是双过道、宽机身、中远
程客机，共有285个座位，其中，公务舱
28个，普通舱257个，比空客A321飞机
多出100个座位。据介绍，这是该公司
在此次航线上，首次用该型客机定期运
营。调换机型后首班旅客达到262人，
客座率接近92%。

备受市场欢迎的沈阳—厦门往

返航班的出发时间也有调整。目
前，沈阳—厦门往返航班CZ6517/8，
沈阳始发时刻由原来的 16 时 15 分
调整为 11 时 10 分。调查数据显示，
调整后的航班出行时段，更受市场
追捧。

从9月20日起，南航北方分公司
还在沈阳—珠海航线上，每日增加1个
航班，沈阳出港时刻为18时5分，次日
7时55分从珠海返回。届时，南航在沈

阳—珠海航线上航班量达到每日3班。
另悉，自9月7日南航北方分公司

恢复沈阳—武汉往返航班以来，武汉
成为辽沈旅客出行的热门城市，当前
平均客座率达到83%。

随着“十一”黄金周临近，国内旅
游市场逐步升温，南航北方分公司紧
盯市场变化，不断优化航线网络、调整
航班运力，以满足辽沈旅客假日出行
需求。

迎“十一”南航调整沈阳出港航线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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