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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

本报讯 记者孔爱群报道 为全
面提升我省科技特派员覆盖面和工
作质量，打造请得来、留得下、干得好
的科技特派员队伍，以科技服务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发
展，日前，省科技厅下发了关于组织
开展2022年科技特派行动专项计划
申报的通知，继续加大对省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和脱贫人口所在乡（镇）、
村帮扶力度，今年拟派驻100个左右
科技特派团（组），向每个涉农县（市、
区）派出1到2个特派团。

2022 年科技特派行动计划由科

技特派团、特派组、首席特派员以及
农民技术员培训等专项计划组成。
科技特派团围绕我省县域农业特色
产业发展需求，依托高校和科研院
所，派出5人以上团队，开展定向攻克
关键技术，研发新产品、转化科技成
果、适用技术推广和技术人才培训，
为做大做强产业和改善农民生产生
活条件提供科技支撑。

科技特派组以企业为主体，以小
规模团队 2 至 5 人成组，围绕农事企
业技术需求，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
开展定向攻克关键技术，研发新产

品、转化科技成果及适用技术推广。
首席特派员专项围绕水果、食用

菌等市场需求旺盛、经济效益较好的
产业，以及相关产业链下游方向，由
省内学术研究水平高、实践操作能力
强、产业对接能力强、有口碑和威信
的农业科研专家牵头，在本研究领域
牵头负责若干科技特派团（组）的技
术支持、学术指导、产业对接、专业培
训等工作，解决专业方向分散、沟通
效率不好、资源利用不高、创新链与
产业链对接不畅等问题。

农民技术员培训专项主要依托

省内具有较强师资力量、能够提供农
业生产所需实用技术培训的涉农高
校院所，通过专业理论学习和实践技
能培训等方式，加强我省农村实用技
术人才的培育、引领、指导和服务，培
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
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
提供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科技特派团对脱贫村、
脱贫户持续开展精准的科技帮扶，聚
焦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技术需
要，持续送技术、送服务，促进产业提
质增效、脱贫群众收入稳定增长。

今年我省拟派驻百个左右科技特派团（组）
向每个涉农县（市、区）派出1到2个

本报讯 记者赵英明报道 为提
升我省城镇燃气管理法治化水平，促
进燃气事业健康发展，以法治的力量
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
全，5月13日至20日，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张铁民带队，开展《辽宁省城
镇燃气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组赴沈阳、抚顺、铁岭3
个城市，深入沈阳“10·21”事故善后
处理现场、沈阳市和平区老旧燃气管
网改造工程现场，抚顺中石油昆仑燃
气有限公司东洲塔湾液化气站、抚顺
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抚顺俏
阿妹川菜馆，铁岭港华燃气公司调度

指挥中心等处，实地检查燃气安全生
产和安全制度、设施、管理人员落实
情况等，并召开由地方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基层执法
人员、燃气企业代表等参加的座谈
会，听取情况汇报及意见建议。同
时，对有关市共 11 个单位进行了暗
访，并开展法规知识问卷调查。执法
检查组对各地贯彻《条例》取得的成
效予以肯定，并指出了发现的问题。

执法检查组指出，2021年2月正
式实施的《条例》对全省城镇燃气规划
建设、经营与服务、使用、设施保护、安
全事故预防与处理以及相关管理活
动，作出了明确规定。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安全至上、生
命至上，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条例》。
知法是守法、执法的前提，管理者、执
法者、行业参与者尤其是专业人员要
带头学法、普法。要加大宣传力度，组
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对燃气
管理部门、企业、用户等加强宣传和培
训，切实提高全社会的燃气安全意识。

执法检查组强调，要加强领导，
完善管理，明确职责，严格执法，依法
落实燃气管理的产、销、运、用等各方
面全链条责任。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加强设施巡查维护、老旧管网改造、
瓶装燃气专业化全流程管理。严格
审批监管，依法查处燃气经营企业违

法违规行为；加强管道燃气特许经营
监管，大力打击燃气建设工程“三包
一靠”等违法行为。依法保障燃气安
全投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做到
政府投入、企业投入、用户投入有机结
合。要强化预防为主意识，不断提升
智能化、科学化的现代管理水平。建
立城市燃气在线监测系统等，强化信
息采集，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做好燃气报警装置安装以及空置房、
出租房等的燃气设施管理，实现“能监
测、会预警、快处置”。要强化“隐患就
是事故”的风险意识，完善行业管理制
度体系，强化联合执法力度，对发现的
隐患依法查处，确保燃气安全。

省人大常委会开展《辽宁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执法检查指出

加强宣传 完善管理 严格执法 确保安全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重点
查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司
法工作人员不正当交往接触、进行利
益输送、影响案件依法公正办理等行
为；查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人员冒
充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招揽业
务等行为……日前，省司法厅、省法
院、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省律师协会、省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协会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
整顿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秩序优化

法治环境专项行动方案》，部署开展
专项行动，对违法犯罪行为、“黑律
师”“黑中介”等问题出招整治。以
此提升全省法律服务市场建设水
平，提升法律服务质量，护航经济社
会发展。

据介绍，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秩
序，促进法律服务行业健康发展，是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要求。近
年来，全省法律服务市场总体规范有
序，但一些机构和个人不择手段获取

案源、收费不公开不透明等问题时有
发生，亟待解决。

专项行动从整顿入手，重在规
范。整顿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在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从事法律服务
的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律师、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的从业行为。整顿法
律咨询（服务）机构注册登记、监督管
理缺失的违法违规行为，规范法律
（咨询）服务机构的市场活动。整顿
假借法律服务侵害民生利益的突出

问题，规范涉及民生领域法律服务秩
序；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代
理、辩护案件中不认真履责等行为都
在整顿范围内。

同时，全面清理全省法律服务市
场工作制度，废止与新时代法律服务
政策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政
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通过对法律
服务主体审批、监管执法工作进行整
顿、规范，进一步健全全省法律服务
市场制度体系。

我省开展整顿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秩序优化法治环境专项行动

提升法律服务质量 护航经济社会发展

葫芦岛兴城市碱厂乡朱家村积极发展特色产业，打造群众“家门
口”就业平台，每年可为村民提供200个就业岗位，每人每年平均增收
4万多元。图为村民在村里的泳装厂生产线上加紧生产。

本报特约记者 杨 兵 摄
家门口好就业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近
日，省林长制办公室印发了《辽宁省
林长制考核工作方案（试行）》（以下
简称《方案》），明确在总林长的统一
领导下，由省林长制办公室组织实施
对各市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情况进
行考核，并明确了林长制考核的范
围、组织实施、内容、方式、时间、计分
方法，以及考核结果运用。

《方案》明确，考核方式分为规
划期考核和年度考核。规划期考核

每5年开展一次，时间与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期相对应。主要
考核内容为：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
量、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沙化土地治
理面积、湿地保护率 5 项约束性指
标。规划期末利用全省林草生态综
合监测评价等成果对各市期末目标
任务进行考核，并结合年度考核进
行综合评定。

年度考核每年开展一次，主要围
绕国土绿化、资源保护管理、自然保

护地建设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执
法监督、基层基础建设、森林草原灾
害防控、林长制运行8项林草重点工
作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分。对发生
涉林涉草重大案件、重大火灾、重大
有害生物灾害等情况，考核中予以扣
分；对做出突出工作成效的，考核中
予以加分。

为确保考核工作更科学、更规
范、更具可操作性，《方案》优化了考
核内容，细化了考核指标和赋分标

准：在承接国家考核指标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全省林业草原工作实际，
增设了个性化年度考核内容，并进
一步细化成 48 项二级考核指标以
及每项指标的赋分标准。同时强
调，将考核结果作为地方有关党政
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推进构
建党委领导、党政同责、属地负责、
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
效机制。

湿地保护率等5项约束性指标纳入林长制考核

本报讯 记者孔爱群报道 5月
20日，为期一周的辽宁省第十六届

“5·15 政务公开日”活动圆满落
幕。据统计，全省参加线下活动的
各级行政机关超500家，省市11个
行业 678 位专家做客 12345 热线平
台，接听企业群众来电965次，现场
解答904件，转办61件。

今 年 的 政 务 公 开 日 活 动 以
“坚持依法行政，深化政务公开，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为主题，开展
了灵活多样的线上主题活动和安
全有序的线下实地宣传，营造了良
好的政务公开氛围。“重要工作部
门谈”活动，全省共有 195 个部门
的214位领导、专家，录制了 221 期
在线访谈；沈阳市举办“春风送暖
政策落实月”云上宣讲会，围绕最
新出台的《沈阳市应对疫情影响

支持企业加快复工复产若干政策
措施》中的惠企政策进行解读，超
30 万人次收看直播、参与互动；大
连、本溪等市在政府门户网站设
立专栏，集中公开与群众工作、生
活和利益息息相关的防疫政策、
复学计划、重大项目开复工信息
等；朝阳市政府分别就消费券、疫
情期间教学活动、减费降税等问
题进行专题新闻发布，第一时间
将政策精准推送。

省政府办公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组织贯彻落实好全省
2022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部署的
各项任务，重点围绕助力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提
高政策公开质量、夯实公开工作基
础等方面深化政务公开，更好发挥
以公开促落实、强监管功能。

辽宁省第十六届“5·15政务公开日”落幕

超500家各级行政机关参与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5月
23日，省卫生健康委通报，5月22日
0 时至 24 时，辽宁省新增 1 例本土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由无症状感染
者转为确诊病例），为沈阳市报
告。当日，治愈出院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1 例；解除医学观察本土
无症状感染者52例、境外输入无症

状感染者4例。
截至5月22日24时，全省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1672例（含境外输入
212 例），治愈出院 1665 例，死亡 2
例，在院治疗5例（本土4例、境外输
入1例）。目前，全省尚在医学观察
的无症状感染者 233 例（本土 228
例、境外输入5例）。

5月22日我省新增1例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云游中科院、科学公开课、科技影
音厅……5 月 21 日，中科院沈阳分
院及系统各单位以“爱科学，向未
来”为主题，以线上活动为主，共同
举办第十八届中科院公众科学日
活动，弘扬科学精神，营造科学氛
围，厚植科学文化，激发公众尤其
是青少年对科学的关注和兴趣，活
动将持续至5月28日。

据了解，公众科学日是由中
国科学院举办的大型公益性科普

活动。中科院沈阳分院及系统各
单位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充分发
挥科普资源优势，向社会公众全面
展示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近年来
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展现科学研
究在国家重大战略中的关键作用，
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科学的
热爱和科技创 新 的 热 情 。 下 一
步，中科院沈阳分院将持续践行
科学普及社会责任，助力科普事
业发展，打造新时代发展的“科普
之翼”。

中科院沈阳分院
举办公众科学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笑梅报道
近日，由省科协主办的“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扶持计划”线上培训暨
2022 首期辽宁省技术经理人培训
班开班。培训重在提升技术市场
服务能力和水平，普及知识产权知
识，加快我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

本次专题培训班邀请了国内
知名专家学者，为来自省内企事业
单位、高校院所的广大科技工作
者，以及从事知识产权管理、科技
研发、成果转化等工作的人员进行
了培训。

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缺
口是制约我省科技成果转化的一
大瓶颈。切实加强技术转移队伍建
设，充分发挥技术经理人的桥梁纽
带作用，规范有序开展技术经理人
队伍培育，已成为当前全省专业化
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自2019
年起，省科协就启动了专业化的技
术转移人才队伍培养建设，先后在
沈阳、鞍山、本溪、辽阳等地市组织
开展了技术经理人培训活动。目
前，我省已初步形成了培育科技成
果转化人才的良好氛围，同时打造
了一支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

2022首期技术经理人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为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更
好地满足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人才需求，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
教育厅、省人社厅联合发文，2022
年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
培养招生计划为95人。

2016年，我省首次启动农村订
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至今
已连续完成6届招生。农村订单定
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由省教育厅
列入202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
业招生计划。定向培养承办院校为
辽东学院，定向培养专业为临床医
学专业专科（三年制）。通过订单定
向免费培养模式，为我省农村欠发

达地区培养一批“下得去、留得住、
用得上、干得好”的卫生人才。

报考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医学
生免费培养招生计划的考生须参
加 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
试。定向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免
除学费、免缴住宿费，适当补助生
活费；完成学业、取得专科毕业证
书后，经招聘考试，按成绩由高到
低的顺序，在定向就业县拟聘用人
员的乡镇卫生院范围内依次选择
就业单位，确保有编有岗。定向医
学生毕业后在乡镇卫生院最低服
务年限应满 6 年。聘期满后，可按
规定续聘，鼓励其继续留在乡镇卫
生院工作。

我省今年继续实施农村
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

（上 接 第 一 版）要 把 改 革 创 新 精
神贯穿政协工作始终，探索完善
制度机制，切实开展好建言资政
和 凝 聚 共 识 工 作 。 积 极 探 索 数

字 化 背 景 下“ 互 联 网 ＋ ”的 工 作
新 模 式 ，组 织 好 远 程 协 商 、网 络
议政。要搭建更多协商平台，加
强省市县三级政协联动履职，合

力 打 造 政 协 工 作 品 牌 。 要 通 过
多种形式加强委员培训，教育引
导委员强化一线意识，增强履职
本 领 ，发 挥 主 体 作 用 ，为 辽 宁 全

面 振 兴 全 方 位 振 兴 贡 献 智 慧 和
力量。

调研期间，周波还走访慰问了当
地困难群众。

发挥委员主体作用 提高履职能力水平

★ 日前，我省组织完成了食
品安全抽检552批次，涉及粮食加
工品、酒类、方便食品、速冻食品
等八大类，发现不合格 17 批次。
本次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盘锦市
双台子区佳家临蛋糕店销售的枣
糕、凌海市大凌河张策海鲜摊床
销售的青蟹、葫芦岛市龙港区果
东伟生鲜超市销售的鸡蛋、沈阳
市沈河区家涛紫运来生态果蔬超
市销售的拉皮、大连三麦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大馒头等。

赵 铭

★ 5月15日至21日，是第31
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我
省各地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节水宣传活动，用实际行动
传递科学用水、主动节水理念。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一直高度重视节
约用水工作，近年来，供水管网漏
损率逐步下降，再生水利用率不断
提高。沈阳市、大连市被评为“国
家节水型城市”，营口市、铁岭市、
盘锦市被评为“省级节水型城
市”。全省214家单位被评为省级
节水型企业（单位）、小区（社区）。

赵婷婷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日前，根据2021年全省林业有害生
物发生与防治情况及主要林业有
害生物发生发展规律，结合气象资
料，综合分析预测，省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检疫站发布 2022 年林业有
害生物发生趋势预测报告：今年全
省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约
760万亩。

据介绍，2021年全省林业有害
生物发生面积为 759.93 万亩，比
2020 年发生面积减少 70.94 万亩，
防治作业面积达985.75万亩，无公
害防治作业率达 98.89%。今年我
省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与

2021年相比总体平稳，其中预测病
害发生55万亩，虫害发生697万亩，
鼠兔害发生8万亩。松材线虫病发
生呈下降趋势；松毛虫的大发生周
期开始回落，但在局部地区仍会造
成较重危害；美国白蛾发生面积比
上一年有所下降，突发性虫害在部
分地区有暴发成灾的可能。

省林草局要求各地根据预测
报告，结合实际情况，及时掌握本
地区虫情发生动态，准确发布短期
生产性预报，全力做好防治工作。
加强防治检疫监测队伍建设，开展
技术培训，提升森防人员工作能力
和水平。

今年林业有害生物
发生趋势预测报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