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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
者 5 月 30 日获悉，《大连市妇女发
展规划（2021-2030 年）》《大连市
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年）》作
为未来十年大连市妇女儿童发展
的行动纲领近日正式发布实施。

据介绍，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大连市常住人口745.08万人，
其 中 女 性 人 口 374.06 万 人 ，占
50.2%。截至2020年，妇女人均预期
寿命84.04岁，比男性高5.25岁，处
于国内领先水平。妇女儿童受教育
程度显著提升，全域通过国家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市、县）评估，公
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比达48.2%，
位列我省第一位。

两个规划既有策略措施的延
续性，又突出大连特色。目标任务
上基本涵盖国家、省设定的所有目
标任务，具体量化指标均高于或等
于国家和省目标值。增设33项本
地特色指标，如农村妇女宫颈癌和
乳腺癌筛查覆盖率达到 100%、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覆盖率达到
100%等。

在策略措施上，立足本地，加
强女性相关产品质量监督等策略
措施；延伸设置加强农村社区建立
具有养老服务功能的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和站点建设、为符合救助条
件的0-16岁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
助和生活补助等群众关切的策略
措施；提出实施大连市城乡“两癌”
患病低保妇女救助项目、推动建立
贫困危重孕产妇抢救基金、推动提
高妇女生育保障待遇水平、开展

“好家风·她力量”家庭工作品牌建
设等 160 余条具有大连特色的创
新细化举措。

同时，大连市强调重点保障特
殊困难妇女儿童群体权益，缩小妇
女儿童发展的城乡、区域、群体差
距等，如将推动对适龄女性HPV疫
苗接种等妇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
点问题纳入规划，回应妇女儿童的
需求。

大连发布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累计发放失业保险金 23750 人次
3642.30 万 元 ，发 放 失 业 补 助 金
2022 人次 216.28 万元……5 月 31
日，记者获悉，辽阳市坚持兜牢民
生底线的原则，切实将失业保险政
策落到实处，确保失业人员待遇应
发尽发，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为企业纾困解难，稳定就业岗位。

“保生活”，阶段性提高失业保
险金标准，延续受理失业保险补助
金申领工作。辽阳市严格落实阶
段性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的政策，
延长2021年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
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对不符合领
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人员失
业补助金政策受理期限至2022年
6月30日。

“稳就业”，继续实施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政策，推行“免申即享”新

模式。今年以来，辽阳市加强对中
小微企业的倾斜支持，大型企业按
照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
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
业按照90%返还。同时，全面推行
稳岗返还“免申即享”，通过大数据
后台比对，筛选符合享受政策条件
的企业和职工，无须企业主动申
请，实现企业“免跑腿、免材料、免
申报”。

“惠企业”，延续实施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落实部分行
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目
前，辽阳市将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
失业保险费率政策至 2023 年 8 月
31日。针对餐饮、零售等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行业，辽阳市实施缓缴失
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发挥失业保
险的保障功能，助力企业纾困，稳定
就业。

辽阳兜牢民生底线
助企纾困稳就业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连
日来，锦州市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
展涉养老领域非法集资问题排查整
治暨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同时畅通举报渠道，向社会公开了
举报电话。截至目前，全市运营的
219家养老机构全部排查完毕，整治
排查覆盖率达到100%，尚未发现涉
养老诈骗问题。整治行动将持续到
10月中旬。

这次专项行动目标对准以提
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
养老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
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侵
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各类诈骗违

法犯罪，深挖养老诈骗背后的腐败
和“保护伞”，并结合常态化扫黑除
恶依法严惩。锦州市成立了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全面启动
排查处置工作，深入开展自查自
纠、动态摸排、分类处置，并形成排
查整治台账。

此次排查重点整治养老服务
领域涉诈问题隐患，依法查处未经
登记擅自以社会服务机构名义开
展养老服务活动等场所。对因养
老诈骗受害致贫、生活困难的老年
人，将根据有关政策及时落实低保
补助、临时救助、特困补贴等兜底
保障措施。

锦州重拳整治养老诈骗

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5 月 26 日，一男子到铁岭市中心
医院办事，与工作人员发生纠纷，
市医院第一时间通知驻院的巡
逻警务站，巡逻警力快速到达现
场并妥善调解处置，及时阻止了
纠纷扩大升级，就医秩序得以迅
速恢复。

为进一步解决企业群众“急难
愁盼”、破解一线警力不足和社会治
安管理工作难题，铁岭市公安局在
快速巡防处置圈取得较好效果基础
上，又在人员密集、繁华商圈等重点
部位增设3处巡逻警务站，并分别
派驻4名警力常态化值守，实行“有
警出警、无警巡逻”警务模式，确保
接警处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突发
警情第一时间先期处置、矛盾纠纷
第一时间有效化解。

“有警出警、无警巡逻”，通过
“警医、警企、警商”联动，极大增强
了警情处置实效。医患纠纷明显
减少，企业有了安心经营环境，商
圈巡逻警务站警力在加强日常巡
逻、妥善解决矛盾纠纷的同时，还
积极向商户和顾客开展反诈宣传，
帮助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实现
了“一警多用”。

在警力无增长的前提下，铁岭
市通过强化快速巡逻防控及接处警
工作效能，对应急处置、立体防控体
系形成了有效补充。今年以来，全
市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24.34%，治安案件同比下降41.69%，
治安侵财案件同比下降61.37%，交
通事故同比下降45.74%，电信诈骗
案件同比下降32.16%，企业群众安
全感、满意度持续提升。

铁岭密织快速巡防处置圈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在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沈阳
市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儿童节消
费提示，引导家长科学、理性为孩
子选购儿童节商品。

沈阳市消协提示消费者，购买
食品要到正规实体店或网站购
买。选购预包装食品时，要注意查
看“SC”标志及保质期、生产日期、
配料表等内容。购买进口食品，要
看有无中文标识的商品名称、产
地、生产日期等相关信息。要注意
按照标签所示保存方式、储存条件
合理保存，在保质期内食用完毕。

在购买玩具方面，据沈阳市消
协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
对童车、电动玩具、塑胶玩具、金属
玩具、弹射玩具等6类玩具产品实

施“3C”强制性产品认证。购买这
些玩具时在查看“3C”认证标识的
同时，注意查看警示语及适用年龄
范围，特别是为3岁以下儿童选购
玩具时更要慎重，要按照警示语指
导孩子使用玩具。

沈阳市消协还特别提醒，购
买儿童化妆品时注意查看儿童化
妆品标志“小金盾”，同时可通过
登录国家药监局网站，或“化妆品
监管”手机 APP 来查询所购买产
品标签标识信息与其产品注册或
者备案信息是否一致。据了解，
儿童化妆品是指年龄在 12 岁以
下儿童使用的具有清洁、保湿、爽
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包括洗
面奶、润肤露、防晒霜、护臀油等
系列产品。

沈阳市消协发布“六一”消费提示

给娃购物要注意看准标识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桐报道 施
工企业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施工
过程偷工减料弄虚作假、施工后工程
质量达不到施工标准……近日，沈阳
市“城建质量随手拍”微信小程序上线
运行，一旦发现工地存在工程质量问
题，可直接用手机拍照后，发送问题情
况和现场照片，相关部门将第一时间
核实调查。

“城建质量随手拍”小程序，是依
托沈阳市城建城管系统“解民忧、纾民
困、暖民心”专项行动投诉受理平台新

开发的功能模块，利用微信小程序更
加简便可用的交互优势，邀请沈阳市
民积极参与到城建工程质量监督中
来。如发现工程质量问题或有相关意
见、建议，市民可使用微信搜索“城建
质量随手拍”，或者扫描二维码进入小
程序，按照系统提示模板填写存在问
题情况，发送问题情况和现场照片。

据了解，沈阳“城建质量随手拍”
主要针对本年度背街小巷工程、口袋
公园工程、城市道路更新工程、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绿化维修养护工程、

城乡接合部提升改造工程等 6 项具
有代表性的城建城管领域工程的建
设质量问题。

“系统平台接到市民的问题、意见
信息后会在第一时间派单至相关责任
部门，由其在规定时限内进行答疑、整
改并反馈办理结果，市民可通过手机
小程序进行全流程跟踪、监督和评
价。同时，行业主管部门将对各责任
主体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考核，
保证问题切实得以解决。”沈阳市城乡
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城建质量随

手拍”平台的开发，是践行“振兴新突
破、我要当先锋”专项行动，将“工程质
量年”与城建城管系统“解纾暖”专项
行动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作
为城市社会监督员的功能，让普通市
民随时随地通过微信小程序推送建设
工程质量相关问题信息，参与到城建
工程质量管理当中，进行多维度建言
献策，对城建工程质量进行监督、建议
和评分，实现全社会共同努力打造精
品城建工程，进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沈阳“城建质量随手拍”小程序上线运行

今年 4 月以来，辽沈大地遭遇
罕见的少雨天气，给农业生产带来
不少麻烦。

5月 24日至 25日，利用一次东
北冷涡天气过程，辽宁省气象局组
织开展了大范围的人工增雨作业，
累计增雨 4.12 亿立方米，为缓解全
省旱情和降低森林火险等级发挥了
重要作用，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5月 29日至 30日，我省再次
实施了人工增雨。

“为什么不早点进行人工降
雨？”“这次雨是你们打下来的吧？”

“ 天 太 热 能 不 能 搞 个 雨 避
暑？”……日前在省科技馆举行的
科普活动上，不少市民也抛出了类
似的疑问。

那么，人工增雨到底有什么玄
机？人工增雨带来的效益如何？飞
机增雨是如何开展的呢？本报记者
走进辽宁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简称“省人影办”），为大家探秘人
工增雨背后的故事。

增雨需与时间赛跑

人工影响天气包括人工增雨
（雪）、防雹、消雾、消减雨等，而人工
增雨只是人工影响天气的重要内容
之一。

省人影办高级工程师房彬说：
“不少人对人工增雨有认识误区，以
为可以随时随地增雨，其实在大自然
的面前，人类还是很渺小的。人工增
雨不可能凭空造雨，而是对空中可能
下雨或者正在下雨的云层施加人工
干预，以达到增加降水的目的。”

面对瞬息万变的气象条件，
人工增雨往往需要与时间赛跑，
因 为 增 雨 作 业 的 时 机 选 择 非 常
重要。

“在实施人工增雨前，以水汽、
动力、凝结核为主的气象条件是人
工增雨的重点监测内容，只有当各
方条件符合一定标准时才会启动增
雨作业。”省人影办高级工程师秦鑫
解释。

简单来说，人工增雨原理就是
让云中的粒子长大变成雨滴掉落到
地面，需要将含有碘化银的催化剂
通过火箭或飞机带到云中，碘化银
在高空扩散，这种人工冰核实际上

“冒充”自然冰晶起到了成云致雨的
作用。

增雨带来大效益

目前，人工增雨作业的方式主
要有飞机增雨、火箭增雨、地面烟炉
等，均是向积雨云释放碘化银。

在省人影办，记者看到增雨火
箭弹模型约 1.5 米高。以 WR-98
型火箭弹为例，每枚火箭弹重约 8
公斤，其内部所携带的碘化银不到
40 克。“因为火箭弹在云中播撒的
时间仅为几十秒，别小看这几十克
的碘化银，其在空中可产生几十万
亿至几百万亿个冰晶。”秦鑫说。

5月 24日至 25日的人工增雨，
已是我省今年以来第三次大范围的
人工增雨。据测算，本次累计增加
降水 4.12 亿立方米，若按水资源每
立方米0.5元计算，可带来2亿元的
直接经济效益。

据介绍，我省人工增雨作业常
年年均增雨量在20亿立方米以上，
为保障粮食安全生产、降低森林火
险等级、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等起
到了积极作用。

飞机增雨专挑云里钻

飞机增雨是通过燃烧烟条增加
云中冰核，起到增雨的作用。目前，
我省常年使用三架人工增雨作业飞

机，分别停靠在沈阳、阜新和朝阳，
其中停靠在沈阳的这架飞机为国产
新舟飞机。

坐着飞机去增雨，是不是很
酷？但对参加飞机增雨的气象工作
者来说，家常便饭的颠簸并不轻松。

增雨飞机的乘坐体验与大家乘
坐的民航客机明显不同，客机在更
高的高度并绕开恶劣天气飞行，而
增雨飞机只能在 3000 至 6000 米高
度上入云飞行和作业，气流颠簸是
常见现象。若遇有强对流等不利飞
机飞行的天气，只能取消飞机作业，
采用地面作业进行补充。

安全是开展人工增雨作业的生
命线。“气象飞机即使没有增雨作业
任务，也要保持平均每周起降一次
的频率，以保障飞机性能的稳定。”
秦鑫说。此外，无论是飞机增雨还
是火箭增雨，气象部门还需要与民
航、机场等多部门配合，严格遵守空
域管理等相关制度。

省人影办高级工程师孙丽说：
“飞机增雨受各方面的制约因素较
多，比如5月24日这次增雨，沈阳起
飞的飞机完成第一架次作业后，虽然
铁岭上空云汽条件还有增雨潜力，但
因沈阳上空强对流天气较强影响飞
机起降安全，多部门分析研判后只能
取消了第二架次的飞行。”

近期，我省两次“成云致雨”为大地“解渴”，本报记者带您一同探寻——

人工增雨背后的那些故事
本报记者 胡海林 刘 璐

关注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
省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孩
子们在温馨的气氛中感受节日的快乐
和祝福。

③ ④

⑤

②

①

①②⑤朝阳市龙城区教育幼儿园开展篮球宝
贝比赛以及旱地龙舟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孩子们
在运动中快乐成长，喜迎“六一”儿童节的到来。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③本溪市明山区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欢聚在操场
上，举办“声入人心”梦想最强音演唱会，用歌声庆祝自
己的节日。

本报特约记者 林 林 摄

④新宾满族自治县各界爱心人士走进响水河乡
九年一贯制学校，与孩子们一起在巨大的画纸上画梦
想、画未来，画出自己眼中美丽的世界，共庆“六一”儿
童节。

本报特约记者 门 莹 摄

多彩活动
庆“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