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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3 日，沈阳市大东区进
行全面的校车防疫消杀演练，司
乘人员和专业的消杀人员对校车
进行全面消毒，并做好清洁消毒

记录。
现场，消杀人员对车门、把

手、座椅、地面、垃圾桶等依次进
行消毒杀菌，用含氯 250mg/L—

500mg/L的消毒剂对高频接触的
物体表面进行喷洒或擦拭，确保
做到对车内设施设备的全覆盖消
杀。据了解，此次演练是为即将

开始的新学期做好防疫准备，以
确保乘车学生的健康安全。

本报记者 丁 冬 文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校车消杀迎开学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近日，辽宁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抚顺管理站工作人员在辖区
内偶然发现 11 株双蕊兰，其中 10
株以丛状形式生长。由于双蕊兰
本身稀少，且生长期只有20余天，
野外见过它的人寥寥无几。

双蕊兰是珍稀濒危植物，被称
为兰科的活化石。双蕊兰为腐生小
草本，茎直立，不分枝，近圆柱状，无蕊
喙，生长发育期仅20余天，8月中旬出
土，9月初枯萎后腐烂。双蕊兰是辽
宁独有的兰科原始植物，生长于海拔
700米至800米的柞木林下腐殖质厚
的土壤上或荫蔽山坡上，分布于辽宁
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

1979 年，兰科泰斗陈心启在
《植 物 分 类 学 报》上 鉴 定“ 双 蕊
兰——一个极其原始和在系统发
育上有重要意义的兰科新属”。从
那以后，双蕊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
关注，但由于双蕊兰特殊的生长环
境及短暂的生活史，其繁殖方式至
今未知。双蕊兰的发现对第四纪
冰缘气候和燕山运动期间植物消
长有着特殊的科学研究价值。

为了更好地保护双蕊兰，辽宁
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抚顺
管理站已在沟口和居民区设立了
警示宣传牌，对既有双蕊兰的区域
进行保护，重点区域由护林员 24
小时值班看守。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记
者8月23日获悉，沈阳市正在全面构
建“95@66”式批发商业网点空间布
局，计划提升、外迁、改造市内95个
大型批发市场；同时在浑南、铁西、
于洪、大东等地区三四环之间区域，
建设六大现代化市场功能集中区。
今后，二环路以内及周边区域，将不
再新建以批发为主的商品交易市场。

沈阳市将对市内95个规模在
5000平方米以上的批发市场实施提
升、外迁、改造。在提升改造的过程
中，将以流通现代化为方向，引入信
息技术和智慧物流。在重点加强空
间布局调整优化的基础上，拓展物
流配送、产品追溯、电子商务等功
能。强化为上下游企业提供采购、
加工、分销、物流、信息等全程供应
链服务。形成线上线下互动，内外

有机协调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系。
同时，沈阳市还计划将现有优

势市场改造提升为六大现代化市
场功能集中区。以重点商品市场
为核心，重点培育东北部建材、东
部果蔬、东南部日用消费品、西北
部机动车配件和生产资料、西部钢
材、西南部农产品六大商品市场集
群，形成辐射东北乃至全国的商品
交易中心和集散枢纽。

新建市场方面，将在浑南、铁
西等地区三四环之间区域，建设六
大现代化市场功能集中区，重点与
功能区产业发展相结合。在铁西
区、于洪区发展面向东北亚乃至欧
亚的生产资料物流型市场，在西部
副城发展再生资源和节能环保市场
群，在浑南区重点发展“电子商务+
展贸+现代物流”型市场群。

沈阳计划建
六大现代化市场功能集中区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我
之前办理过异地就医，现在回锦州
医保卡用不了。工作人员只用了2
分钟就帮我取消了异地就医，真方
便。”8月23日，在锦州市中心医院
医保服务驿站窗口前，65岁的市民
李爱莲对记者说。据悉，今年7月，
锦州市率先在全省推出医保服务驿
站，把锦州市中心医院、锦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三医院、锦州市中医医院、
太和区医院共4家定点医疗机构作
为首批定点医疗机构的医保服务站
试点，实现了医保服务零距离。

把医保业务窗口搬到群众家门

口，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最基层，这是
设立医保服务驿站的出发点。现
在，医保服务驿站可办理异地安置
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驻
异地工作人员、临时外出住院人员
异地备案业务。此外，锦州医保区
级经办机构各分中心也可办理相关
业务，参保人可就近选择区分中心
经办大厅提交材料办理备案。各区
经办机构和工作站办理异地备案均
为一站式服务即时办结。

接下来，锦州市医保中心将逐
步下沉更多服务，为市民提供更多
就医便利。

便民利民
锦州建4家医保服务驿站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药品经营许可证、社会团体法人
登记证等 25 项行政许可证书到
期前，可以通过电话、短信、微信
等多种形式提醒企业办理许可证
延续……8月23日记者获悉，为深
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辽阳市将为企业和群众
提供更加优质的政务服务体验。

实施行政许可延续提醒服务
的范围为“法律规定被许可人已经
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
后可以经批准延续的情形”。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辽阳市行政审批局
各业务审批科在可以延续的行政
许可有效期届满 45 日前，视情况
选择电话、短信、微信、邮寄提示单
等多种形式，提醒被许可人按法定
时限要求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许
可延续申请。

目前，辽阳市已经梳理出首批
到期预先提醒事项清单，含药品
经营许可证、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等 25
项行政许可，率先开通了到期预
先提醒服务。

辽阳25项行政许可事项延续
有了提醒服务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我省
经济系列职称设置10个专业类别，经
济专业人员各级别职称分别与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相对应。近日，
省人社厅、省工信厅印发了《关于深化
经济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通过规范经济专业人员职称设
置，建立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

我省经济系列职称设置工商管
理、农业经济、财政与税收、金融、保
险、运输经济、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经
济、建筑与房地产经济、知识产权10个

专业类别。其中，原工商管理、商业经
济合并为工商管理专业，商业经济吸
纳电子商务、流通管理、批发零售、贸
易（含国际贸易、国际商务）、会展（含
国际展会）、国际经济合作（含外商投
资、对外经济合作）等专业方向。

实现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有效
衔接，专业技术人员取得经济专业技术资
格、房地产估价师、拍卖师、资产评估师、
税务师和工程咨询（投资）、土地登记代
理、房地产经纪、银行业等领域相关职业
资格或会计、审计、统计等属性相近职称，

可对应经济系列（专业）相应层级的职称，
并可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条件。

突出评价能力、业绩和贡献，增加
创新成果、成果转化、技术推广、标准制
定、软课题研究报告、决策咨询、公共服
务等评审指标的权重。科学引文索引、
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论文引用榜单
和影响因子排名等仅作为评审参考条
件之一。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不作统一要求，由用人单位或评审机构
根据需要自主确定。

建立绿色通道，在创新经济活动

方式、构建新业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和重点领域创新能力提升等方
面作出重大贡献，取得显著的经济效
益或社会效益的经济专业人员，放宽
学历、资历等条件限制，可直接申报评
审高一级职称；对在艰苦边远地区和
基层一线工作的经济专业人员，实际
工作业绩和贡献突出，适当放宽学历、
科研能力要求，可直接申报评审高一
级职称；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
需紧缺人才，根据能力水平和突出业
绩，可直接申报相应层级的职称。

我省经济系列职称调整为10个专业类别
作出重大贡献人员可直接申报评审高一级职称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者 8
月 23 日获悉，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
通事故，推动安全文明出行，大连市
近日发布通告，规范电动自行车登记
管理。

通告明确，大连市以满足民生服
务行业刚性需求为主，采取“总量控
制、分批注册、分区通行、区域限行、
专车专用、综合治理”的方法，对行政
区域内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实施登记上牌管理。对新标准实施
前在用的不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设置过渡期，登记并发放过渡期标
识，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自
2021 年 8 月 23 日起对中山区、西岗
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

（即核心区）实行总量控制，分批上
牌，优先限量办理民生服务行业使用
的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民生服务
行业电动自行车号牌实行总量控制，
确因工作需要提出增加号牌数量申
请的，由大连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根据工作实际核准后，企业统一购
车、统一办理。

电动自行车登记时，公安交管部
门在行驶证上签注准许行驶的区域，
并通过牌照样式号段加以区分，其中
市内核心区号牌颜色为“绿底白字”，
其他地区号牌颜色为“蓝底白字”，过
渡期标识为“黄底黑字”，便于分区通
行，优化管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后纳
入非机动车管理。电动自行车应在
签注准许行驶的区域内使用，不得跨
区域行驶。电动自行车号牌有效期
为 4 年，自注册登记之日起计算。车
辆所有人可以在有效期满前 90 日内

申请延长有效期，每次延长时间为 1
年。2021年 9月 30日起，核心区禁止
无号牌及悬挂其他地区号牌的电动
自行车通行。

通告还明确“民生服务行业电动
自行车应当统一标识，按登记用途使
用，不得交由其他企业或人员使用。”
民生服务行业包括：医疗卫生行业，
邮政、快递、报刊投递，电力、供水、燃
气、通信等公共设施抢修，环卫清洁，
外卖配送及瓶装燃气、桶装饮用水、
鲜奶运送。

大连规范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

快递等民生服务行业可优先上牌

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刘放报道 “试试
看，没想到‘试’出两份惊喜。”从企业
退役军人服务站出来，任迪长长地舒
了一口气，脸上露出笑容。

任迪是辽宁津大肥业有限公司的
一名职工，也是一名退役军人。为了
给常年瘫痪在床的父母治病，任迪卖
掉了家中唯一的住房，还欠下不少外
债。在一筹莫展时，他抱着试试看的
心理，向所在企业的退役军人服务站
求助：一是看能不能为其提供住房（公
寓），二是能不能先垫付他父母住院抢
救期间的医疗费。

申请材料递交后，让任迪没想到
的是，“同意”的批复很快就下来了。
在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帮助下，任迪一
家人又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退役军人任迪得到及时救助，是
我省企业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升
精细化服务水平的一个缩影。据了
解，这样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在
我省已有30家。

目前，我省有 20 余万名退役军
人在国有企业工作。为将服务保障
延伸至企业退役军人身边，近年来，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积极推动在全省

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站），并向具备条件的民营企
业、事业单位延伸，为退役军人职工
提供权益维护、技能提升、困难救助
等服务。

“真办事、办实事。”记者走访建
有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的多家企
事业单位，常听到退役军人职工这
样说。

事有专管之人，人有明确之责。
全省建有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的
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和事业单
位，积极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建

成退役军人诉求反映的“便捷站”、权
益维护的“服务站”、解疑释惑的“宣
传站”，截至目前，已直接服务退役军
人职工万余人。

前不久，我省还成立了首家省直
事业单位退役军人服务站——省检验
检测认证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将继续拓展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的覆盖面，深化
各项服务工作，激励退役军人发挥作
用，进一步增强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归
属感和获得感。

权益维护 技能提升 困难救助

我省建30家企业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

民生·服务 珍稀濒危植物双蕊兰
现身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