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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下
发《关于 2020 年度省直机关事业
单位工勤人员技师及以下技术等
级晋升考核组织实施工作的通
知》，对考核方式、考核时间等内容
进行了明确。

本次通用工种晋级考核工作，
根据各工种报名人数分布情况，归
类划分为汽车驾驶员、汽车修理工、
计算机操作员、电工、商品保管（采
购）员、中式烹调师、收银员和综合
共8个工种，各工种考核均采取笔
试形式。笔试试卷包括理论知识

（职业道德等）和实际操作（专业技
能），其中理论知识为客观题（选择

题和判断题），实际操作为主观题
（问答题），达到合格分数线视为考
核合格。农艺工、果树工、蚕业工3
个行业特有工种晋级考核工作由省
农业科学院制订具体考核方案，报
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同意后
组织实施。对于已按规定申请并办
理复核认定的报名人员，不需参加
本次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

本次考核按工种分两批进行。
第一批为汽车驾驶员、汽车修理工、
计算机操作员工种，考核时间为10月
31日9∶30-11∶30；第二批为电工、商
品保管（采购）员、中式烹调师、收
银员和综合工种，考核时间为10月
31日13∶30-15∶30。

8个通用工种晋级考核
采取笔试形式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今
年，凌海市充分发挥湿地自然资源
优势，通过大力实施大凌河口生态
修复工程，有效修复生态湿地自然
资源，筑造“红色海洋”，使湿地自
然生态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日前，大凌河口生态修复项目顺利
通过省级验收。

大凌河口生态修复项目建设地
点位于凌海市大凌河口西侧岸段，
工程总投资2134.45万元，主要包括

构筑物拆除、湿地植被恢复、潮沟疏
通等。凌海市通过大力实施大凌河
口生态修复项目和碱蓬草种植工
程、大凌河口“红滩绿苇+海洋牧场”
工程，持续强化红滩绿苇管护和24
小时自动化检测监管工作，工程进
度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

修复后，此地物种会进一步丰
富，水资源得到净化，鸟类等生物的
栖息环境将逐步改善，海岸线生态景
观和岸边人居环境得到极大的提升。

大凌河口生态修复项目
通过省级验收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随着天气转冷，辽阳市更换高效节
能环保炉具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
进中。10月14日，记者获悉，为解
决21个重点区域散煤燃烧环境污
染问题，辽阳市筹措资金564万元，
更换高效节能环保炉具4279台。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减少散煤
使用量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持续改

善环境空气质量，辽阳市从 2016
年开始，逐步开展节能炉具推广工
作。截至 2019 年底，辽阳市推广
节能炉具总投资 1152.76 万元，分
别在白塔区、太子河区、宏伟区安
装节能环保炉具万余台。目前，辽
阳市财政局正按照采购合同实际，
加快支出进度，确保炉具更换工作
顺利完成。

辽阳筹措资金更换节能环保炉具

本报讯 记者侯永锋报道 10
月 14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通安全
管理局获悉，日前发布的《辽宁省
轻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实
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明 确 规 定 ，今 后 在 我 省 行 政 区 域
内，对未影响道路通行和安全、经
当场指出后能够立即改正的 29 种
轻微违法行为，只给予口头警告，
不予处罚；对驾驶机动车有 10 种情
形之一的，责令其立即或者限期改
正，予以警告处罚。

《办法》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道
路通行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
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或者个
人。《办法》规定，行人有 5 种情形之
一，经教育立即改正的，可给予口头警

告。这包括不按照交通信号指示通
行，倚坐道路隔离设施，不在人行道内
行走或者没有人行道不靠路边行走，
在车行道内坐卧、停留、嬉闹，在车行
道内有擅自销售或者发放物品等影响
交通安全行为。

驾驶非机动车有不按规定停放，
不按规定载物，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
道路上不靠道路右侧行驶，驾驶自行
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
过机动车道时不下车推行，在道路上
学习驾驶非机动车，驾驶电动自行车
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等 10 种情形
之一，经教育立即改正的，可给予口
头警告。

机动车乘车人有在机动车道上从
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不按规定使用安

全带，在机动车道上拦乘机动车，乘坐
两轮摩托车不正向骑坐的等6种情形
之一，经教育立即改正的，可给予口头
警告。

驾驶机动车有在车门、车厢未关
好时行车，实习期驾驶人未按规定粘
贴、悬挂实习标志，学习驾驶中不按指
定路线、时间上道路学习驾驶，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未按
规定使用安全带，对因雨雪天气、道路
等客观原因来不及清洗车辆导致机动
车车身及其号牌被泥浆遮挡或者载货
汽车装载货物影响车辆号牌识认等8
种情形之一，经教育立即改正的，可给
予口头警告。

《办法》规定，驾驶机动车有下列
情形（共10种）之一的，责令其立即或

者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处罚。这包括
对于临时来本地的外地驾驶人驾驶
外地号牌车辆（运输危险化学品车辆
除外），由于不熟悉市区道路，误入单
行线、禁行路线、禁止左（右）转弯、时
间限行路线、车辆种类限行路线的；
在限速低于 60 公里/小时的公路上

（不含 60 公里/小时）超过规定车速
50%以下的；驾驶中型以上客货车、
校车、危化品运输车以外的机动车，
超过规定车速 10%以下的；驾驶机动
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低于规定的最
低车速 20%以下的；因号牌被盗、丢
失等原因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且当事
人能够出具报警记录或者受案回执
单等相关证明的，自报警之日起10日

（工作日）内被查处的等。

29种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只口头警告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锦
州市多措并举开展再生资源回收
站集中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全市
主城区共治理实际废品经营回收
站 153 户，其中取缔、注销 56 户，
暂停经营 16 户，经整改后在营的
81户全部达到A级、B级标准。

锦州市成立了废品收购站集
中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建账销号处
置，通过市场监管一体化监管系统
数据调取废品、废品回收、再生资
源等登记信息进行分类统计，分类

处置，同步推进整改。锦州起草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量化分级评定
表》，从场地设置、经营行为、消防
安全、生态环保、治安管理、安全生
产六个方面设置 34 项评分项和 4
项否定项，综合评定结果设置为提
质升级、整改提高、停业整改三个
等级，为对应废品收购站监管方
式、监管频次提供重要依据。通过
完善市场监管措施，制定常态管理
规则项，为今后废品收购行业的日
常监管工作提供保障。

锦州取缔56户再生资源回收站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记者
10 月 14 日获悉，为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沈阳市出台海绵城
市建设管理办法，通过“渗、滞、蓄、净、
用、排”等综合措施，将 80%以上的降
雨就地消纳和利用，构建全市域推广、
全流程管控的海绵城市建设格局。到
2030 年，城市建成区 80%以上的面积
达到海绵城市目标要求。

在规划管理方面，沈阳市将组织
编制市级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明
确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内涝防治目
标、城市水体环境质量目标、面源污染
物控制目标和雨水资源化利用目标等
内容。同时，沈阳市编制道路交通、园
林绿化、排水防涝、城市水系等相关专
项规划时，也将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
设理念，并将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作为刚性建设管控指标。

在建设管理方面，沈阳市规定
老城区要结合城镇棚户区和危旧房
改造、老旧小区环境提升，以解决城
市内涝和黑臭水体治理为突破口，推
进区域综合治理，避免大拆大建。建
设单位要按海绵设施与主体工程同
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
使用，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贯穿于
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建设、验收等
各个阶段。

为加强海绵城市设施的运行维
护，沈阳市规定城市道路、绿地、广
场、水系等市政海绵城市设施，由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市政公用等部门
负责维护管理。城市雨水行泄通道
及易发生内涝的路段、地下通道等
设置海绵城市设施的区域，要配建
必要的警示标识、预警系统和应急
处理措施，确保暴雨期间人身财产
安全，避免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

沈阳出台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

80%以上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
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
相远……”在本溪满族自治县高官
镇偏岭村，诵读国学经典的童声每
天都会回荡在大山的晨曦里，或黄
昏的晚霞中。

琅琅的读书声由设在农户家里的
国学课堂传出，一袭古典旗袍装扮的
辽宁省作家协会下派干部、女作家周
晓楠，每次都精心准备，除了个人形象
更贴近传道授业的老师，她还总是提
前做好课件，以便在课堂上更好地辅
导山村里的孩子学习国学知识。

2019年，周晓楠从辽宁省作家协
会下派到本溪满族自治县高官镇，协

助镇党委开展宣传工作。驻镇以来，
周晓楠发现村里的孩子放学后大多跟
着家长跳广场舞或者沿街疯跑打闹。
有感于农村国学教育的缺失，周晓楠
萌生了在工作之余给山里的孩子办国
学班的想法，她想让孩子们从国学中
汲取文化营养，体味孝道亲情，帮助孩
子们塑造健康人格。

今年 8 月初，国学课堂在偏岭村
一户农民家里开班了。教材是周晓楠
自费购买的，教具是周晓楠自己制作
的。没有黑板，她用一手漂亮的楷书
把国学内容誊写在宣纸上，挂在农户
家的墙面上，一句一句地教孩子学。

一开始，村民并不理解，渐渐地，

见自己的孩子争着抢着去听周老师的
课，村民越来越感兴趣了，来上课的孩
子也越来越多。

日积月累，山里的孩子们在周老师
的课堂学到很多国学经典，不仅长了知
识，还从中学到了不少明理做事的道理。

“周老师从省城抛家舍业来到小
山村，平时工作那么忙，还利用业余时
间办学习班，在家门口免费教孩子们
学习传统文化，丰富孩子们的知识
面。我们家长都非常感谢周老师。”学
童朵朵的奶奶李秀玲说。

“我们农村孩子放学了，没有地方
去，不是玩手机就是在家看电视，要不就
是到处疯跑。自从周老师来了，利用业

余时间办起了国学班，孩子认识了很多
字，学会了很多知识，更懂事了。作为家
长，我看到了孩子的变化，心里有说不
出的感动。”家长时岩说。

“我不仅是一名下派干部，还是一
个母亲，我知道孩子们的时间都很宝
贵。驻镇工作以来，我发现山村里既
没有幼儿园，也没有早教班，孩子受教
育的机会特别少。为了走进孩子们的
世界，我先跟他们玩，处朋友，取得信
任后提出带他们学习的想法，孩子们
特别高兴。”周晓楠说。

周晓楠表示，在驻村工作的业余时
间，她要珍惜每一天，力所能及用自己
的微薄之力为山里的孩子做更多的事。

省城女作家山村里教孩子读国学诵经典
本报记者 丛焕宇

挺进的队旗、嘹亮的歌声……10月13
日，沈阳市沈河区文萃小学举行了“红色领
航，领巾飘扬”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
71 周年主题活动，161 名小学生在爸爸妈
妈的见证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妈妈为我戴
上红领巾，我今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传承
好红领巾精神。”刚入队的李若熙拉着妈妈
的手，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相关负责人表示，把家长请进学校，亲
手为孩子佩戴红领巾，既是让家长能够见
证这个值得铭记的时刻，也是希望通过这
种传承，在孩子和家长心中激发共鸣，深化
学校立德树人的活动意义。

本报记者 陶 阳 摄

妈妈为我
戴上红领巾

第一发布 FABU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10 月 14 日起，大连市生态环境局
对907家企业开展环境信用评价。

此次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
参评范围为 2019 年重点排污单
位、2018 年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
单位或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的
单位、2018 年受到生态环境部门
行政处罚的单位、2019 年开展服
务工作的自动监测（监控）设施运
维及环境监测等社会环境服务机
构、2019 年在重污染天气应对期
间未落实减排措施的企业、中央生
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
中涉及的企业、危险化学品企业环
保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中涉及的企
业，共计907家。

环境信用分为四个等级，由优
到劣依次为守信企业（绿标、环境
信用分值10分及以上）、一般守信

企业（蓝标、环境信用分值7分至9
分）、失信企业（黄标、环境信用分
值 1分至 6分）、严重失信企业（红
标、环境信用分值0分及以下）。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坚持
“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由大连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归集、管理，并
将相关信息录入到企业环境信用
评价管理系统，通过信用记分、确
定信用等级、向社会公开等程序，
将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守环
保法律法规、环境标准和履行其环
保责任等方面表现以信用评价进
行管理，针对失信企业，大连生态
环境部门将加大环境监管随机抽
查频次，取消参加环保评先评优活
动，针对严重失信企业，生态环境
部门将实行严格监管，将其列入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会同有关部
门实施联合惩戒。

大连对907家企业
开展环境信用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