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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规划新建 12 所中小学校，其中新
引进的 3 所合作校即将落户……
近日，沈阳市于洪区对外发布于洪
新城地区教育资源规划布局。

于洪新城地区城市化水平
发展较快，人口数量激增。为更
好地满足该地区对教育资源的现
实需求，于洪区在于洪新城地区
现有 7 所学校基础上，规划新建
12 所中小学校，建成后将为该地
区新增学位23940个，积极引入名
校长名老师，并将东北英才教育

集团覆盖到于洪新城地区新建学
校，新学校校舍将按照一流标准
建设，计划从 2021 年到 2025 年实
现标准化、优质化办学。

于洪新城12所新建中小学校
中，新引进的 3 所合作校即将落
户，包括两所小学、一所初中，分别
是和平区南京街第一小学于洪新
城分校、和平区铁路第五小学于洪
分校、沈阳市南昌中学于洪分校。
目前合作协议已经签订，相关工作
正在推进中，预计最快于 2024 年
开始招生。

沈阳于洪新城规划
新建12所中小学校

本报讯 日前，丹东市制定了
《丹东市危险化学品“禁限控”目录》
（以下简称《目录》），旨在从源头
上管控、降低城市安全风险，进
一步加强丹东市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该《目录》已正式施行。

丹东市应急管理局通过制定
《目录》，列出国家明令禁止的对人
类健康和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有持
久性危害的危险化学品，在丹东市
予以全面禁止，并对丹东市各相关
区域使用量大的其他危险化学品
实施一定的限制和控制，有助于进

一步管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相关
领域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丹东市制定《目录》，实施危险
化学品清单化管理，既明确了全市
范围内禁止流通和使用的危险化
学品，也明确了在市中心城区、非
中心城区允许工业化使用的危险
化学品，为相关单位提供具体管理
指引，为县（市）区各级政府及各部
门提供监管清单，有助于实施更加
精细、有效的管理，进一步提高丹
东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水平。

秦志刚 本报记者 王卢莎

丹东对危险化学品“禁限控”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对受
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 3 个月
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
策无法覆盖的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
员，未纳入低保范围的，经本人申请，
由经常居住地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
金。近日，我省出台多项举措，做好就
业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畅通线
上线下申领渠道，为符合条件的失业
人员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
金、一次性生活补助或临时生活补
助。2020 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

有困难的灵活就业人员，可按规定自
愿暂缓缴费。对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
人员，及时按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临时救助范围。

合理利用临时性城镇公益性岗
位，合理安置就业困难人员。临时性
公益性岗位在岗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根据实际工作时间等因素合理确定岗
位补贴，全日制岗位补贴不超过当地
月最低工资标准，非全日制岗位补贴
不超过当地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社会
保险补贴根据参加社会保险情况按规
定发放。

与此同时，通过加强政策支持和
载体建设，提供低成本场地支持，减轻
基层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负担，促进灵
活就业和创新创业。

落实阶段性减免国有房产租金政
策，有条件的市可将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闲置空间、非必要办公空间改造为
免费经营场地，优先向下岗失业人员、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提
供。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及出国

（境）留学回国人员、退役军人、返乡入
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贫困劳动
力，按规定相应给予不超过24个月的

创业场地补贴。有条件的市可预拨不
超过 6 个月的补贴资金，返乡入乡创
业农民工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可先
行申领预计补贴资金总额的50%。

对就业困难人员、离校 2 年内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从事非全日制等工作
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高校
毕业生在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期满后，仍从事灵活就业的，享受期限
最多可延长6个月。深入推进大学科
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科
技企业孵化载体建设，进一步拓宽自
主创业和吸纳就业渠道。

我省多举措保障就业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符合条件农民工可申请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
者11月11日获悉，从落实“海上环
卫”机制、严厉打击向海洋倾倒垃
圾违法行为、积极引导村民改变不
良生活习惯等方面入手，大连市明
确年底前要实现入海河流和近岸
海域垃圾常态化防治。

大连市要求相关部门加大村
庄保洁清运和督查暗访力度，开
展入海河流和近岸海域垃圾综
合治理，组织各地区对辖区内积
存垃圾进行集中清理，重点是沿
岸（含海岛）高潮线向陆一侧一

定范围内，禁止生活垃圾堆放、
填埋，规范生活垃圾收集装置，
强 化 对 村 庄 保 洁 队 伍“ 一 日 多
清”“日产日清”等制度性约束，
加强考核力度，确保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落实。通过入村入
户宣传等有效措施，积极引导村
民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提高环境
风险源头防控，确保不发生次生
环境污染事件。努力提高环卫
作业的精细化、标准化、规范化
管理水平，促进农村环境卫生进
一步提升。

年底前大连实现近岸海域垃圾
常态化防治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好好
的柏油路，咋刚建好就挖开了？”“就不
能一次性敷设好吗？反反复复开挖，
出行太不方便了。”在某网络平台，围
绕着“马路拉链”的话题，很多网友在
抱怨。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
展，地下管线管理体制不够完善、管线
建设与道路建设不同步、工程建设行
为不规范、管线信息共享不到位等地

下管线管理问题日益凸显。为解决这
些问题，沈阳市近日出台《沈阳市城市
地下管线管理办法》，从管理、建设和
运行三个方面对部门和单位的职责进
行明确，规范地下管线建设行为，对地
下管线档案信息的报送及共建共享提
出了具体要求。

按照规定，沈阳市将根据城市总
体规划编制城市地下管线综合规划，
地下管线工程建设计划与城市道路年

度建设计划相衔接；新建、改建、扩建
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 5 年内，大修道
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开挖敷设城市地
下管线；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施工处于
停滞状态超30日的，应当采取路面恢
复措施。

在建设管理方面规定，地下管线
的走向应当平行于规划道路中心线，
并与地下隐蔽性工程相协调，避免交
叉和互相干扰；同类管线应当合并建

设；拟建管线避让已建成管线，临时性
管线避让正式性管线，分支管线避让
主干管线等。

同时，加大建设单位的法律责任，
对未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要求进行建设、在城市地
下管线工程覆土前未按照规定进行竣
工测量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未对地
下管线隐蔽工程进行监理并做好管位
监理记录的，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沈阳规范地下管线建设，解决“马路拉链”问题

新建道路5年内不得开挖敷设管线

“走，又到了打卡的时间啦，一起
去做运动吧！”

在“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工作
过的地方——大连理工大学，哪里人气
最旺，在校园里转一圈儿就会发现，一
个是图书馆，另一个就是体育馆。学子
们正用实力演绎“文武全才”。

走在人来人往的大学校园里，24
岁的陈军儒回头率总是那么高。从大
一时起，他就成了全国大学生游泳锦
标赛和中国大学生阳光体育游泳比赛
冠军领奖台的常客。运动天赋极好的
陈军儒，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
2019 年，陈军儒在报考研究生时，跨
专业来到大工体育与健康学院攻读运
动人体科学，专攻游泳技术方面的生

物力学仿真研究。他的研究课题虽然
是体育大类，其实还涉及生物学，甚至
于当下最火的人工智能领域，没有本
科时的学科基础，他也不敢贸然挑战
这个国内少人问津的课题。记者了解
到，该校体育与健康学院 50％的研究
生本科都是非体育专业。

还是在大一的时候，能动涡轮机
专业的叶志旋偶然路过操场，被一个
个正在打盘、争盘的身影迷住了。通
过选拔，叶志旋顺利进入大工极限飞
盘校队蓝精灵队。叶志旋说，自己的
课余时间不是在操场就是在健身室。
大工蓝精灵队于2019年登上全国大学
生极限飞盘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叶志
旋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他被队友

们封为“叶神”。密集的训练并没有拖
累叶志旋的课业，成绩一直在班级十名
左右。叶志旋说：“运动是让人开心的，
开心的状态下，学习的效果反倒很好。”

左手是学霸，右手是金牌。这在
大连理工大学不是少数，而这得益于
学校多年对体育工作的重视。

早在2007年，大连理工大学便提
出“健康工程”理念。今年 5 月，又在
全国率先制定了体育课改方案：大一
至大四全学段开设体育课。学生可
根据自己的身体素质、需求和兴趣选
学相应的课程，要求每学期必修一门
体育课。大一新生第一学期需要进
行体育分级选课，体育课也由原来的
128 学时增加至 160 学时。同时，学

院制定了课余锻炼管理办法，试行全
员参与、每周 2至 3次的课余锻炼，最
终要逐步建立起“运动健康知识+基
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的高校
体育教学模式。

大连理工大学要求大学生要掌握
1至2项专项运动技能。但这些年，每
年只有 30％左右的新生体能能够达
到直接进入大学阶段体育专项课学习
的要求。实行大学体育课四年一贯
制，目的就是逐步提升学生的体质健
康水平。“这里的几代体育人有一个共
同的梦想，希望有一天，别人提到大连
理工大学时，不只是一个工科强校，还
是一个体育强校。”大连理工大学体育
与健康学院院长李芃松说。

左手是学霸 右手是金牌

大连理工学生用实力演绎“文武全才”
本报记者 杨丽娟

眼下，大连地区黄海和渤海人
工养殖的海蛎子进入收获时节，妇
女成了分拣海蛎子的主力。在夕
阳的映照下，忙碌的身影和彩色头
巾、花花绿绿的衣服，成了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
图为11月9日，裹着五颜六色

头巾的妇女在精选刚捕捞上岸的
海蛎子。

本报特约记者 吕文正 摄

拥有 400年古老历史的沈
阳中街经过全面升级改造旧貌
换新颜，被列为国家首批试点
步行街。

改造后的中街古风古韵犹
存，古老与现代高度融合，既能
让人感受到盛京皇城的历史文
化底蕴，又能让人体验现代中
街的文、商、旅新场景，新视
角。中街成为外地游客来沈阳
必游之地。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老街新貌
引游人

民生·服务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11 月 11 日，记者从辽阳市医保局
获悉，本月起，辽阳将执行第三批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至此，辽
阳今年3次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已
累计节约资金5882万元。

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中选药物共计 55 个品种，治疗
疾病种类涉及非常广，除了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一些恶性
肿瘤、精神类疾病的治疗药品也
在范围之内。这些药品平均降价

达 53%，最高降幅达 95%。以盐酸
二甲双胍缓释片（规格为 0.5g×
64 片）为例，集采前价格为 29.45
元，集采中选后价格为 4.35 元，降
幅达85%。

根据辽阳同通用名药品采购
情况进行测算，第一批国家集采中
选药品平均降幅达 87%，第二批国
家集采中选药品平均降幅达 85%，
第三批国家集采中选药品平均降
幅达 79%，3 次集中采购累计节约
采购资金5882万元。

辽阳国家药品集中采购
节约资金5882万元

海边忙碌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