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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英明报道 5月
31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表决通过《辽宁省精神卫生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2022年10月1
日起施行。当天，省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刘骋
介绍，在全国的省级法规中，《条例》
有6项规定是首次提出：省、市、县政
府设立精神卫生专项资金；救助受益
方式实现“靶向”对接；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免费服药；建立全省统一的精神
卫生大数据管理平台；对有关医疗机
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财政补助资金、
社会救助资金等进行督查；加强资金

监管、加大事后失信惩戒与处罚力度。
《条例》共二十条，具有较强的针

对性、操作性和地方特色。
在提升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方面，

《条例》规定，省、市、县政府设立精神
卫生专项资金，并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以保障公立精神卫生机构精神专科建
设、人才培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
服药、医疗救助费用和公立精神卫生
机构人员经费补助；省、市、县分级分
类设置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保障精神
医学专业人才供给、强化职业培训等；
精神卫生专科医疗机构人员薪酬不低
于同级医疗机构相应岗位平均水平。

在减轻精神障碍患者医疗费用

负担方面，《条例》规定，医保部门将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门诊慢特病保障范围，取消精神障
碍患者住院治疗起付标准等；精神障
碍患者住院期间的相关社会救助资
金，经患者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
直接转移到其所在医疗机构，用于支
付伙食费用；省、市、县政府应实现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服药，卫健部门
制定免费服药目录，明确免费服药的
药品质量、种类和相关标准、发放渠
道等具体措施。

在强化精神卫生医疗服务监管方
面，《条例》规定，建立全省统一的精神
卫生大数据管理平台，为开展流行病

学研究、疾病经济负担研究、患者救治
救助、分类管理服务等提供数据支撑。

为建立健全精神卫生工作协调
机制和工作责任制度，《条例》规定，
医保、卫健、财政、民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等部门对有关医疗机构使
用医疗保障基金、财政补助资金、社
会救助资金以及薪酬待遇制度、标准
进行监督检查，及时提出改进建议和
作出处理决定。

《条例》还提出了加强资金监管、
加大事后失信惩戒与处罚力度的要
求，对侵占、挪用、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财政补助资金以及克扣精神障碍患者
社会救助金等，规定了相应的罚则。

《辽宁省精神卫生条例》10月1日起施行
6项规定为全国省级法规首次提出

本报讯 记者刘乐报道 “2019
年至2021年，未成年罪犯在全部罪犯
中占比逐年下降。被判处五年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的未成年罪犯人数在
未成年罪犯总数中占比为 7.44%，被
判处缓刑、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
刑的人数在未成年罪犯总数中占比
为34.9%。受理的未成年人民事案件
中，抚养费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等六类案件占比超过 65%。
受理的未成年人行政案件中，治安管
理类、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类案
例数量最多。”这是记者从 5 月 31 日
省法院召开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近年来，全省法院坚持未成年人

利益最大化原则，全面筑牢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屏障，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为推进未成年人审判专
业化建设，省法院成立少年法庭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省法院未成年
人审判和司法保护、犯罪预防、法治
宣传教育等工作，通过采取独立建
制、挂靠审判庭以及设立专门合议庭
等多种方式，全省共97家法院建立少
年法庭工作机制。目前，全省法院少
年法庭归口管理格局基本形成。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各地法

院积极规范和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与当地团委、司法、妇联、教育等相
关部门组成社会调查员队伍，在开
庭审理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个性特
征、家庭情况、社会交往等背景情况
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为法
庭教育和准确定罪量刑打下坚实基
础。对于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各地
法院与当地妇联等相关部门积极沟
通，及时高效妥善处理涉未成年人
家事纠纷，切实帮助未成年当事人
解决困难，修复失衡的家庭关系，积
极探索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特色审
判模式。在对未成年罪犯开展回访

帮教工作中，各地法院积极联合相
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对未成年罪犯
进行帮教，最大限度地维护涉案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各地法院还紧扣未成年人
身心特点，通过法治进校园、进社
区、进网络等方式，开展各具特色的
法治宣传教育。截至目前，全省法
院共有 270 名法官干警担任中小学
法治副校长。今年3月，省法院还专
门下发通知，组织全省法院开展“辽
法护蕾2022”专项行动，进一步推动
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常态化
制度化。

全省法院全面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屏障

推进审判专业化建设 全方位保障合法权益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5月31
日，省检察院以“携手落实‘两法’共
护祖国未来”为主题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辽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
皮书（2021）》，《白皮书》通报了未成
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实施一年来，我省检察机关履职情
况；2021年，全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84人，起诉1005
人，为未成年人撑起司法“保护伞”。

我省检察机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零容忍”，依法从严从快打击。同时

强化未成年被害人身心健康和个人隐
私保护，推行“一站式”办案机制，全省
建成41个“一站式”办案区，避免未成
年被害人遭受“二次伤害”。2021年，全
省对333名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司法救
助，累计发放司法救助金525.1万元。

据介绍，我省检察机关宽严相济
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体贯彻

“保护、教育、管束”办案理念。对主
观恶性深、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
的未成年犯罪决不纵容，2021 年依
法批捕352人，起诉515人，保持必要

的司法震慑。同时坚持“少捕慎诉慎
押”，依法惩戒和精准帮教结合，助力
涉罪少年改过自新。2021年，共对刑
满出狱的141名未成年人提供职业技
能培训、帮扶就业、帮扶复学或入学，
防止“一放了之、一罚了之”。

2021年，全省检察机关聚焦监护
缺失，共制发“督促监护令”340份，有
效监督“甩手家长”依法带娃。聚焦未
成年人公益保护，推动办理对涉及众多
未成年人利益的食品药品安全、个人信
息安全等重点领域公益诉讼案件474

件。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全面推行未
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和入职查询制度，
有效促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早发现、早
制止、早惩治；2021年对新录用的6839
名教职员工开展入职查询，从源头上严
防教育行业从业人员带“病”上岗。在
校园配餐专项整治行动中，全省检察
机关联合相关部门排查校园配餐供餐
单位272个，中小学校、幼儿园自有食
堂1579个；制发检察建议63件，整改问
题108个；汇聚家庭、学校、社会、网络、
司法等方面合力，保护未成年人安全。

我省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

惩戒帮教结合撑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伞”

5月31日，记者在大连恒力
石化产业园码头看到，一批批
PTA（精对苯二甲酸）产品正在
装船即将运往各地。

据介绍，恒力产业园是目前
全球规模最大的PTA生产基地，
也是首批国家级绿色工厂之一。
今年前4个月，该产业园产值达
768.79亿元，同比增长39.58%。
以创建世界一流石化园区为目
标的恒力产业园，开创了我国炼
化一体化发展的崭新局面，实现
了全产业链布局。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打造全产业链
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刘乐报道 5月
31日，全省政法系统政治建设工作
会议在沈阳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法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不断
筑牢政治忠诚，坚决肃清流毒影
响，持续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
果，为推动新时代辽宁政法工作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
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于天敏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全省政法系统要提
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加强政治建
设的极端重要性，不断提升政治建
设能力和水平，把全面从严管党治
警进一步引向深入。要保持政治
清醒，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全面把握当前我省政法系统政治
建设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发
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直面问
题、绝不“绕道”。要突出政治建警，
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切实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法系统要
切实肩负起政治建设责任，加强组织
领导、健全制度机制、强化督导问责，
把政治建设工作与各项政法重点工
作紧密结合、相互融合、一体推进，
做到两手抓、两促进，以维护国家政
治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的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艺主
持会议，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
察长出席会议并传达有关会议精
神、解读相关制度文件。

全省政法系统
政治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刘璐报道 5月
31 日，省安委会召开 2022 年全省

“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辽沈行”
活动动员视频会议，推动各地区各
部门认真落实活动安排，压紧压实
责任链条，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有
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省委常
委、副省长王健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安全生产宣传对于
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防
范化解安全风险，提升公众安全意
识具有重要意义，要切实增强责任
意识，围绕“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

第一责任人”主题，采取有力措施，
广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
深入宣传安全生产法，深化培训教
育，强化企业第一责任人守法履职
意识，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加
强活动的组织领导和协调联动，强
化激励保障。要充分发挥基层宣传
平台的优势，推动安全生产宣传资
源和力量下沉，畅通群众参与安全
生产宣传与监督的渠道，加强安全
生产各领域法律法规、安全常识的
宣传普及，确保活动有声势见成效。

我省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月”
“安全生产辽沈行”活动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5月
31日，省委召开全省深化城市基层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视频会议
暨全省基层组织建设协调小组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重要论述，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
工作要求，细化落实城市基层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工作重点任务，推动
全省城市基层治理水平进一步提
升。省委高度重视，研究确定会议
内容。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熊茂
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
提高政治站位，把抓基层、打基础
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以高水
平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要深化

社区网格化管理，优化社区网格设
置，建强社区网格党组织，加强专
职网格员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精细
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要加强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选优配强社
区工作者，强化社区工作者薪酬保
障，拓宽社区工作者成长渠道，持
续推动工作力量下沉，打造城市基
层治理坚实力量。要建设高水平
智慧党群服务系统，深入推进党群
服务中心建设，加强管理和应用，
用信息化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强组织领导，
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工作机制，整
合各方资源，加强督促指导，确保
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
取得扎实成效。

省委召开会议部署推动城市
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

一、免去许明的辽宁省高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职务。

二、免去刘宏伟的辽宁省高级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
判第二庭庭长职务。

三、免去金莹的辽宁省高级人
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2022年5月31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大连市选出的辽宁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大南调离
辽宁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
大南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辽宁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85人。

特此公告。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5月31日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三届〕第九十五号

辽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
陈强辞去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
规定，陈强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辽宁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84人。

特此公告。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5月31日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三届〕第九十六号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5月
31日，省卫生健康委通报，5月30日
0时至24时，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新增12例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均为丹东市报告。当日，
解除医学观察本土无症状感染者8
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1例。

截至5月30日24时，全省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1675例（含境外输入
214 例），治愈出院 1671 例，死亡 2
例，在院治疗 2 例（均为境外输
入）。目前，全省尚在医学观察的
无症状感染者88例（本土82例、境
外输入6例）。

5月30日我省新增12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上接第一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他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充分肯定中
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40年来取得的
成绩，对基金会在新时代担负的使命
任务提出明确要求，体现了党中央对
基金会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
为新时代基金会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
方向。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守政
治底色、体现时代特色、彰显公益本
色，推动新时代基金会事业迈上新台
阶。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作为党领导下
的人民团体，必须把宋庆龄先生“永远
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作为立会之
本，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
聚力作为工作的根本立足点，汇聚起
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圆共享中国梦的磅
礴力量。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更好成为拓展民
间外交的重要平台、推动祖国和平统

一的重要桥梁、发展青少年事业的重
要力量、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团
体。要不断加强基金会自身建设，坚
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坚持开门办
会，提高理事会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抓
好理事、志愿者、机关干部三支队伍建
设，努力把工作越做越好。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
部部长尤权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
贺信。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主席李斌致辞。全国政协副
主席郑建邦出席大会。

会上，有关方面代表致贺词，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致贺信。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负责
同志，孙中山宋庆龄有关纪念机构代
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名誉理
事等参加会议。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于 1982
年，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40 年
来，基金会践行“和平·统一·未来”宗
旨，为促进中外民间友好、推动海峡
两岸暨港澳交流、发展青少年事业等
积极贡献力量。

秉承宋庆龄先生“永远和党在一起”的信念
为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上接第一版）做到分区分类、精准保
护。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推动
我省黑土地保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
轨道。

周波强调，黑土地保护是一项
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大家共同努
力，持续深入开展下去。要坚持问
题导向，扩大黑土地保护技术、模式
推广应用，强化典型示范引领，推进

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要鼓励社
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黑土地保护，
强化社会力量监督，营造全社会关
心、支持黑土地保护工作的良好氛
围。省政协要发挥人才和智力优

势，持续深入开展调研，积极建言献
策，助推我省黑土地保护工作取得
新成效。

副省长王明玉、省政协副主席高
科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政协举行“加强我省黑土地保护”专题协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