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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如何让百姓就医更
方便，转院手续更简单？铁岭市医
保局将方便群众转院列入“我为群
众办实事”重点攻坚内容，打出了
一套政策“组合拳”。

今年，铁岭市全面取消了市内
转诊转院限制。参保人可在全市
1633 家定点医疗机构中自由选
择，且报销范围、比例不降低。针
对需转诊到铁岭以外医院的患者，
铁岭市专门制定了《基本医保转诊
转院病种及诊疗项目目录》。目录
内的196种病种，只要患者出示病
历，医院必须批准转院，报销比例
仅比在铁岭市内就医降低15%；目
录外的病种，只要患者本人有转外

就医意愿，通过市医保局微信公众
号或国家异地就医微信小程序完
成线上自助备案后，即可直接到外
地就医，报销比例比在铁岭市内降
低30%。

铁岭市还延长了转诊转院备
案有效期，由原来的备案后3日内
有效延长至 1 年。同时扩大了备
案范围，由原来的备案到指定医
院扩大为备案到指定城市。考虑
到患恶性肿瘤、尿毒症等 12 种大
病的患者需长期、多次赴医院进
行治疗，铁岭市也放宽了转院备
案限制，年度内只需办理一次转
院即可。

郜玉鑫 本报记者 狄文君

铁岭多项举措方便百姓就医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者7月28日获悉，依托沈阳政务
服务 APP，“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
记”“灵活就业人员缴费中断”“灵
活就业人员缴费接续”三项业务即
日起可在手机APP端办理。

为了给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服务，提升群众办事体
验感和获得感，沈阳市营商环境建
设局联合沈阳市人社局社保中心
共同推进养老保险办理线上线下
一体化服务。

以此次上线的“灵活就业人
员参保登记”为例，原来办理模式
下，需要灵活就业人员本人到户
口所属养老保险分中心业务窗口
现场办理，非本市人员则需要到
暂住证所属养老保险分中心办
理。办理过程相对较为烦琐：灵
活就业人员需要持身份证先到工

商银行开办并签署代扣缴费协
议，然后再携带相关资料到缴费
所属养老保险分中心办理手续，
每月 18 日进行当月缴费。这期
间还不包括乘车、叫号、排队等待
的诸多烦恼。

据介绍，沈阳市每年新增灵活
就业人员办理养老保险的人数近
5万人，实现灵活就业人员登录政
务服务手机 APP 办理养老保险
后，既解决了灵活就业人员“多头
跑”的问题，又确保数据及时、准确
和安全。

下一步，沈阳市社会保险事业
服务中心将继续拓宽“灵活就业办
理社会养老保险一件事”的业务覆
盖范围，“灵活就业人员多重缴费
退费”“灵活就业人员在职转退休
申请”等业务计划年底前在沈阳政
务服务APP推出。

沈阳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三项业务可手机上办理

本报讯 农闲时节，农民们于
晨光中抑或夕阳下，在健身广场打
球、跳舞、散步，如今，这样的健身
生活已经成为盘锦农民的常态。

近年来，盘锦市将完善基层群
众体育设施列入重点民生工程，加
大对体育健身器材投入力度，科学
地运用体彩公益金更新、增补一批
健身器材，实现每年15%的更新率，
公共体育设施大幅增加。其中农民
体育工程工作可圈可点，全市村级
体育健身设施覆盖率达到100%。

农民体育工程不断落地，为农
民就近健身提供了最基本的健身条
件，使农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明

显增加。有场地、有器材、有老师，
农民体育工程强化了政府对农村的
体育公共服务，逐步缩小了城乡间
体育公共服务差距，丰富了农民文
化生活，引导农民逐渐建立科学文
明的生活方式，对于建设文明和谐
的新农村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了更好地指导城乡居民科
学进行体育锻炼，今年，盘锦市将
继续推进一级、二级社会体育指导
员培训工作，扩大社会体育指导员
在各行业、各人群的覆盖面，提高
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全民健身的
整体水平。

张馥郁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盘锦村级体育健身设施实现全覆盖

李女士：我是新闻专业本科毕业，
想利用业余时间修一个中国语言文学
类自考专业。请问大学时学过的课程
可以免考吗？申请免考的程序有哪
些？申请截止时间是什么时候？

省招考办：7 月 26 日，我省发布
2021 年下半年辽宁省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学历审查和课程免考须知，其中
对课程免考有关问题作了详尽规定。

报考专科段、本科段专业，获得国家承
认的有关等级证书者报考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等共有27种情况可申请免考。

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自学考试
网上服务平台，提交课程免考申请。
申请免考时间为 8 月 20 日 9 时至 8 月
24日17时。

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段专
业的，有以下免考规定：各类高等教育
本科以上(含本科)毕业生和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专科毕业生可免试已学过的
课程名称和要求相同的课程；各类高
等学校的专科毕业生、普通中等专业
学校毕业生可分别免试已学过的课程
名称和要求相同的公共基础课、公共
政治课等；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肄业

生、退学生可免试已取得合格成绩的
课程名称和要求相同的课程。

报考本科段（含独立本科段）专业
的，有如下免考规定：各类高等教育本
科以上（含本科）毕业生、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专科以上（含专科）毕业生可免
试已学过的课程名称和要求相同的课
程。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结业生、各
类高等教育专科以上（含专科）毕业生
可分别免试已取得合格成绩的课程名
称和要求相同的公共基础课、公共政
治课等。

此外，各类高等教育专科以上
（含专科）毕业生获得国家承认的有
关等级证书者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可免考。主要包括中国语言文学

类、新闻、文秘及相近专业，外国语言
文学类、经济学类毕业生，可分别免
考大学语文、公共外语、政治经济学

（财）。凡各类高等教育专科以上（含
专科）毕业生报考自学考试专科以上

（含专科）者，可免考与毕业专业名称
相同的课程。

获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
证书者、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合
格证书者、辽宁省大学英语考试合格
证书者、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证书者、高
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A 级证书
者，可根据不同等级免考相应课程。

需要提醒的是，各类高等学校的
专科肄业生、专科退学生，各类高等学
校考查课不能申请课程免考。

下半年自学考试有27种情况可申请免考
本报记者 葛红霞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向在沈
阳就业高校毕业生发放最长三年生活
补贴；将首次购房补贴标准提高 1 万
元；在校大学生吃、住、行等方面可享
受礼遇……7月28日，沈阳市推出“人
才新政 3.0版”，对原有人才政策进行
全面升级。

高校毕业生补贴方面，按照“同城
同待遇”原则，对在沈就业的沈阳户籍
应届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高校毕业
生发放最长三年的生活补贴（含租房
补贴），其中，博士 3 万元/年、硕士

1.44 万元/年、本科 0.72 万元/年。首
次购房补贴标准较原政策分别提高1
万元，达到博士7万元、硕士4万元、本
科 2 万元。向在校大学生发放“盛京
新阳卡”，在吃、住、行等方面给予礼
遇。同时，对创业的高校毕业生给予
最长2年最高6万元场地或场租补贴。

对引进培养的高层次人才，鼓励
人才在产业链上找贡献点，根据实际
贡献，给予奖励支持。其中，A类最高
500 万元奖励、“一人一议”解决首套
购房问题；B类最高250万元奖励、150

万元首套购房补贴；C类最高 50万元
奖励、100 万元首套购房补贴。高层
次人才创办企业，启动阶段给予最高
1000万元启动资金；发展阶段年主营
业务收入达到 100 万元以上的，累计
最高奖励 2000 万元。战略科技人才
项目团队，“一事一议”资助。

对技术转移平台、引才中介服务
平台的支持上，沈阳市采取提前奖补
的方式，鼓励中介机构和个人引进“带
土移植”的“项目+团队”。承办创新
创业大赛、团队项目对接的，可获3万

元至6万元奖励；项目对接落地的，再
给予 5万元至 10万元奖励。开展“带
土移植”人才项目对接活动，择优奖励
最多9万元；成功引进创业团队，最高
奖励50万元。

沈阳市还将提高人才认定的时效
性，对符合标准的高层次人才，可直接
认定为相应层级；对持“盛京人才卡”
的高层次人才，给予子女入学、医疗保
障等相应待遇；优化补贴资金拨付方
式，压缩补贴兑现时限，由市级财政先
行全额垫付。

沈阳原有人才政策全面升级

在沈就业高校毕业生享三年生活补贴

讲政事

第一发布

7 月，正是大连市长海县海
洋牧场鲍鱼、海胆、牡蛎等海鲜
出货的旺季。7月27日凌晨4点，
大长山岛最东头，杨家村“老虎
尾”山下一处海湾早已“苏醒”，

工人们已经各就各位开始当天
的工作。岸上堆满了刚刚收获
的鲍鱼、牡蛎等。按照当日订
单，工人们将人工养殖的海胆、
鲍鱼、牡蛎等包装好，并用早班

滚装船运出海岛，直供大连以及
江浙沪等更远的市场。

近年来，长海县全面统筹规
划，推广绿色养殖，在大连海洋大
学的技术支持下，利用新科技创

新发展，构建了一整套立体生态
循环养殖区，达到理想的生态健
康养殖模式。绿色养殖富了当地
百姓。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华 摄

绿色养殖富渔家

入夏以来，大连市各级工会广泛开展慰问职工送清凉活动，他们深入到
企业一线车间、道路、桥梁等建设工地，看望在高温下作业的一线职工。

吴庆国 本报记者 吕 丽 摄

炎炎夏日送清凉

北方重工用责任和担当为家乡交通网建设当好“工程兵”
一阵欢呼伴随着墙体贯通，位于桃仙机

场附近的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全运路站
竖井中，一台隧道掘进机打穿了墙体破土
而出，与计划位置丝毫不差。“在没有影响
地面任何活动的情况下，从今年 3 月初开
始，北方重工盾构机从地铁二号线全运路
站开始了隧道挖掘工作，解决了大大小小
数百个难题，完成了高全区间的双线地下
贯通任务。”北方重工隧道工程技术公司副
总经理许成发在现场自豪地说。据了解，
目前有 8 台北方重工的隧道掘进设备同时
驰骋在沈阳的地下，为家乡城市交通网建
设作贡献。

立足长远
成功掌握世界先进技术

盾构机被誉为工程装备界的“皇冠”，研
发制造涉及机械、电控、液压、材料力学等众
多领域，掌握了盾构机的研发和制造技术就
意味着有资格跻身制造业强国行列。

2007 年，北方重工成功掌握了世界先进
的盾构机研发、制造技术。2016年，北方重工
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硬岩、泥水平衡、土压

平衡等多种工况条件下隧道掘进技术的企
业，为我国破解了盾构机领域多项难题。

服务家乡
助力城市综合管廊建设

从北方重工为沈阳地铁提供第一台盾构
机开始，15年间 24台不同规格的盾构机先后
服务于沈阳的城市建设，为家乡的道路交通
和管廊工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次贯通的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全长
14.2 公里，是二号线沿城市“金廊”敷设的南
北向骨干线路，线路建成后，将沈阳北站和
桃仙国际机场两个一级交通枢纽紧密衔接，
实现“空铁联运”目标，这对于完善沈阳综合
交通体系、拉动产业升级，扩大内需投资，促
进沈阳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除此之外，北方重工还将生产 13 台盾构
机投入地铁三号线、六号线和一号线东沿线
的施工中。

沈阳市是全国首批10个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试点城市之一，目前已竣工 5个项目，其中
南运河区间管廊采用了北方重工生产的盾构
机。南运河段全长12.6公里，共设置7座盾构

井和6个盾构区间，是全国第一条全线盾构工
法施工的城市老城区地下综合管廊，途经南
湖公园、鲁迅公园、青年公园、万柳塘公园和
万泉公园，内含给水、中水、天然气、电力、通
信、供热六种管线，设置天然气仓、热力+通信
仓、水仓和电力仓。该项目被评为“2018年度
中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十大示范项目”。

凝心聚力
不断创造新产品新技术

北方重工党委书记卜睿介绍说：“7月12日，
北方重工联合沈阳地铁、沈阳盾构等主要市政建
设单位开展了‘力从地起，躬耕前行’活动。”

目前，北方重工在优秀科技骨干团队的
带动下，企业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如盾
构机这样的传统优势产品，也研发出煤矿硬
岩巷道掘进机这样的新产品。正像北方重工
厂歌中唱的那样：“百年重机百年强，共和国
长子勇担当。”这样的北方重工，将在未来的
沈阳城市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林 琳

全断面掘进机正在北方重工厂房内装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