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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名单
（按行政区划排列）

中共辽宁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第一批拟命名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名单的公示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始终把法治政府建设作

为全面依法治省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来抓，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重
要进展。为进一步加快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进程，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以点带面、梯次推进，整体提升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水平，按照辽宁省全
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关于开展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的实施方
案》，中共辽宁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委依法治省办)
在全省各市、县(市、区)开展了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各市县高度重视、积极申报，共申报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地区69个，申报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80个。省委依法治省办本着客观公
正、突出质量原则，对标《辽宁省市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评价指标体
系》，经第三方评估、人民群众满意度测评、实地核查等环节，综合考虑法治
政府建设整体推进需要，以及示范项目的典型性、引领性和可复制、可推广
性，确定了第一批拟命名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示范项目名单，共有
7个市、10个县入围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10个市级、10个县级项目入围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

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主动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监督，现将拟确定

名单予以公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如有意见建议，请在公示期间
通过电子邮件向省委依法治省办反映，并提供具体理由、依据以及反映人姓
名或机构名称、身份证件号码、联系方式等，以便核查。

公示时间：2022年5月27日—2022年6月2日
电子邮箱：lnsfdydc.ssft@ln.gov.cn
附件：第一批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名单

中共辽宁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5月27日

1.沈阳市（规范复议 民众信赖 多措并举化解纠纷）
2.大连市（三医联动 医药信息共享 创新智慧监管制度）
3.本溪市（发扬立法首创精神 引领本溪绿色发展转型）
4.本溪市（创新本溪普法新形式 打造本溪普法新天地）
5.丹东市（行政复议助力打造最好法治营商环境）
6.丹东市（强化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 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7.锦州市（打造优秀审计项目 推进审计高质量发展）
8.营口市（深化农业执法改革 护航乡村全面振兴）
9.阜新市（以制度创新促提速提效 打造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3.0版）
10.辽阳市（以科技为引领 促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11.沈阳市和平区（发挥法律服务资源专业优势 高质量推动法律顾问全面覆盖）
12.沈阳市大东区（优化行政审批模式 多元推进“放管服”改革）
13.沈阳市铁西区（打造“五个体系”创新“五化机制”不断提升法律援助工作质效）
14.本溪市溪湖区（溪湖区“2+4”多元化解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15.营口大石桥市（强化领导干部学法用法 推进法治大石桥建设）
16.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多元调解 化解矛盾纠纷）
17.辽阳市弓长岭区（依法监管强化措施 扎实做好事中事后监管）
18.辽阳市辽阳县（深入开展人民调解日活动 推动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19.盘锦市盘山县（“点线面”一体联动 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法治文化环境）
20.葫芦岛市龙岗区（践行依法办事 创建“零证明”城市）

二、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20个）

1.沈阳市
2.鞍山市
3.抚顺市
4.丹东市
5.锦州市
6.营口市
7.阜新市
8.沈阳市铁西区
9.大连市西岗区

10.大连瓦房店市

11.丹东凤城市

12.锦州市太和区

13.锦州市黑山县

14.阜新市彰武县

15.铁岭调兵山市

16.朝阳市朝阳县

17.朝阳北票市

一、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17个）

美日印澳“四边机
制”峰会日前在日本东
京举行，峰会发表所谓

“共同声明”，声称要维
护“印太地区”和世界

和平、维护国际秩序云云。为了推行
所谓“印太战略”，从“四边机制”到

“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可谓使出了浑
身解数。

然而，一个频繁在世界各地制造
动荡、挑起战争的美国，有何信誉能

“维护和平”？美国漂亮的口号后面藏
着什么祸心，国际社会心知肚明。

无论如何变换旗号，美国为一己
之私不惜搞乱世界的本质不会变。制
造“可控的动荡”，一直是美国在世界

“割羊毛”、维护其霸权的重要“法
宝”。正是因为美国拱火浇油，俄乌冲

突升级、欧洲大陆再燃战火，也正是因
为美国挑起战争，中东非洲等地许多
国家陷入动乱。如今，美国分明又想
把亚太地区搞乱，以便从“可控的动
荡”中继续渔利。

美国根本没资格谈论“维护国际
秩序”。肆意对多国发动单边制裁，独
家阻挡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
查议定书谈判，拒不批准联合国《儿童
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等多个国际公约……美国正
是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的头号破坏
者，现在却唱高调要来亚太地区“维护
秩序”，美国会维护什么秩序？无非是
有利于其霸权的所谓“秩序”，而非有
利于亚太和平与发展的秩序。

包括地区各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知
道，美国打着维护地区“自由开放”的

旗号，实质干的是“分裂对抗”的勾当；
脑子里充斥着冷战思维，搞的是零和
博弈那一套。其目的就是让一些亚太
国家充当其霸权的“马前卒”，企图围
堵中国。所谓“印太战略”本质上就是
一个制造分裂、煽动对抗、破坏和平的
东西，不管用什么包装、换什么马甲，
其丑恶阴险的本质没有改变。

亚太地区是全球发展速度最快、
潜力最大、合作最活跃的区域，共同发
展的前景不可限量。地区主流声音是
希望各国和睦相处、合作共赢。中国
是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是本地区绝
大多数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同地区各
国的利益早已深度融合。地区国家普
遍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选
边站。而“印太战略”无视地区绝大多
数国家的期待，不惜制造分裂对抗、破

坏开放合作，其动机之不义，其行为之
自私，决定了其必将失败的命运。

印度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前主
席库尔卡尼表示，美国只关心自身安
全和利益，“四边机制”对亚洲很危险，
对全世界也很危险。东日本国际大学
客座教授西园寺一晃指出，美国拉帮
结派的做法与地区和平繁荣背道而
驰，这种过时的冷战思维只能带来分
裂与对立、排挤与仇恨。

一言以蔽之，美国在亚洲维护和
平自由是假，制造动荡不安是真；促进
开放合作是假，维护其政治经济霸权
是真。美国作为世界“动乱之源”的本
质早已天下皆知，无论其打着如何光
鲜的旗号，都再也欺骗不了世人。

记者 华 义 郑汉根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搞乱世界的美国有何信誉“维护和平”
新华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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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弗洛伊德的家人参加哀悼活动，纪念弗洛伊德遇害两周
年。2020年5月25日，“无法呼吸”的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于白人警察膝下，成为美国人权史上的耻辱
一页。在弗洛伊德遇害两周年之际，美国各界近来再次展开对种族主义、暴力执法等顽症的反思。 新华社发

美国民众纪念弗洛伊德遇害两周年

5月25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工作人员在载人飞船
“星际客机”旁忙碌。美国波音公司的载人飞船“星际客机”25日成功返
回地球。“星际客机”19日发射升空，进行不载人试飞，并携超过500磅（约
合226公斤）的美国航天局货物、宇航员补给以及超过300磅（约合136公
斤）的波音货物前往空间站。 新华社发

“星际客机”飞船成功返回地球

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数据
显示，今年美国中小学几乎每天都
在发生涉枪暴力事件，校园涉枪暴
力处于空前水平。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国土防御与
安全中心旗下中小学涉枪暴力数据
库研究员戴维·里德曼说，今年年初
以来，美国中小学校已发生137起枪
击事件，相当于几乎每天都发生；去
年全年数字则为249起。

这一数据库长期追踪美国中小
学校涉枪暴力现象，包括开枪、挥舞
枪支等行为。

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罗布
小学 24 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
少 19 名儿童和 2 名教师丧生。就
在美国公众震惊之际，多名专家警
告：人们普遍关注这类伤亡惨重的

校园枪击案，却对日常发生的校园
涉枪暴力视而不见，殊不知后者愈
演愈烈，越发威胁到学生乃至公众
安全。

里德曼说，在罗布小学枪击事
件前，今年美国已有包括7名学生在
内的27人死于各类中小学涉枪暴力
事件，另有77人受伤。

美国暴力预防项目研究中心
联合创始人詹姆斯·登斯利注意
到，发生在美国中小学校的群体性
枪击事件日益恶劣，造成伤亡人
数越来越多。其中致死人数最多
的 3 起校园枪击事件均发生在近
10 年。

除罗布小学枪击事件，另外两
起分别是2012年康涅狄格州纽敦镇
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一名20岁

男子枪杀 20 名学生和 6 名教职人
员；2018 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玛
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中学枪击事
件，一名19岁男子持枪行凶，造成17
人丧生、17人受伤。

由于枪支泛滥，美国中小学生
定期举行如何应对枪击事件的演
习活动，比如关灯、用桌椅等物件
堵 住 教 室 门 、藏 身 课 桌 下 等 等 。
不 少 学 校 不 但 常 年 锁 住 校 园 正
门，就连教室门都锁得很勤，就是
为了在行凶者闯入时“尽量增加
路障”。

美国校园涉枪暴力频发，还催
生新的消费需求：许多学校给教学
楼安装防弹窗户、防弹门、特制锁，
还在校园四处部署金属探测仪，并
配备持枪保安。

几乎每天都发生！

美国校园涉枪暴力处于空前水平

新华社新德里5月 26日电
据印度媒体 26 日报道，印度比哈
尔邦过去5天里陆续有13人因饮
用假酒死亡。

报道说，这次事件发生在比哈
尔邦南部的奥兰加巴德和格雅地
区。这些受害者在饮用假酒后出

现呕吐、胃痛和视力模糊等症状。
警方正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

印度时常发生不法商人兜售
假酒导致消费者中毒的案件，这类
假酒常掺兑工业酒精。2020 年 7
月底，印度旁遮普邦曾发生一起重
大假酒案，造成100多人死亡。

印度比哈尔邦
13人因饮用假酒死亡

据新华社喀布尔 5月 25 日电
（记者邹学冕）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
北部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 25
日发生4起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
32人受伤。

巴尔赫省警方发言人阿西夫·瓦
齐里 25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马扎里沙里夫第五和第十警区当
天连续发生3 起面包车爆炸事件，造
成9人死亡、15人受伤。

阿富汗发生4起爆炸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图为2021年5月5日拍摄的中国援建的所罗门群岛2023年太平洋运
动会体育场馆项目练习跑道和足球场开工奠基仪式现场资料照片。今年
4月下旬，中国援建的所罗门群岛2023年太平洋运动会体育场馆项目练
习跑道和足球场正式完工并交付所方。 新华社发

中国援建项目助力所罗门群岛
筹办太平洋运动会

据新华社北京5月 26日电
美国司法部门 24 日说，一名移民
美国的伊拉克男子谋划行刺美国
前总统乔治·W·布什，即小布什，
以报复后者发动伊拉克战争，造成
伊拉克分裂和大批伊拉克人死亡。

这名男子名为谢哈布·艾哈迈
德·谢哈布·谢哈布，现年52岁，先
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法官
24日下令不得保释。

美联社援引起诉书内容报道，
谢哈布两年前持旅游签证抵达美
国，在美期间申请政治避难。2021
年4月开始，联邦调查局通过线人
掌握谢哈布的行刺计划。谢哈布
告诉线人，他在伊拉克期间参与杀
死美军士兵，他与一些伊拉克人希
望杀死小布什，因为后者“对大批
伊拉克人之死和伊拉克四分五裂
负有责任”。

谋划刺杀小布什
一伊拉克男子在美国被捕

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突尼
斯海岸警卫队25日通报，一艘从利比
亚出发的偷渡船在突东部港口城市斯
法克斯附近倾覆，已造成1人丧生、75
人失踪。

海岸警卫队一名发言人告诉媒体
记者，初步调查显示，这艘充气船 22
日晚从利比亚出发，船上有大约 100
人。截至25日，突尼斯海军和海岸警
卫队已救起24人，打捞起1具尸体。

一偷渡船
在突尼斯海域倾覆

●墨西哥东南部尤卡坦州政府与
中国华为公司、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25日在该州首府梅里达共同
宣布，启动人工智能技术合作项
目，加强当地红树林生物多样性
保护。

●在美国本月以来发生多起枪支
暴力惨案的背景下，美国媒体25
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半
数以上美国人支持立法收紧枪支
管控。

●也门政府一名官员26日说，也
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个市场
当天发生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
少4人死亡、25人受伤。另据当
地目击者说，一名男性袭击者在
人群中引爆了手榴弹。

●总部位于瑞士的罗氏制药公司
25日发布消息说，该公司及其子
公司TIB Molbiol已开发出一组
可用于检测猴痘病毒的系列化检
测工具。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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