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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11月30日，记者从鞍山市人

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获悉，
为缓解招工难和就业难的结
构性矛盾，鞍山市于9月21日
推出了2022年“温暖秋冬”系
列招聘活动，积极促就业稳就
业。活动至今，全市各级公共
人力资源市场共计开展各类
招聘活动31场，参会企业500
家次，提供岗位8436个，初步
达成就业意向842人。

据介绍，鞍山推动市级
市场开展“温暖秋冬”专项活
动的同时，还积极调度各县

（市）区也同步开展。10月31
日，海城市2022年“援助暖民
心，就业解民忧”线上专场招
聘会在“海城人才网”微信
视频号举行，招聘会提供 60
多家企业的 1800 余个岗位
信息。10 月 24 日至 28 日，台
安县“援助暖民心，就业解民
忧”网络招聘会在“辽宁省
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平台”成
功举办，包括辽宁安井食品

有限公司、辽宁雨虹门窗有
限公司台安分公司等企业，提
供车间办公室核算员等就业
岗位80余个。

鞍山“温暖秋冬”系列招聘
活动开展以来的31场招聘会
中，网络招聘会29场（其中直
播带岗11场），占比93%，“互联
网”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招聘的

“主战场”。作为今年鞍山就业
工作的常态化举措，“直播带
岗”活动已经成功举办99场。
鞍山市不断创新开展“直播带
岗”活动，先后探索“白+黑”“请
进来+走出去”“线上+线下”等
工作模式，深入推进“直播带
岗”活动。“温暖秋冬”专项活动
开展至今，11场“直播带岗”活
动的观看总人次高达15.3万，
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

下一步，鞍山“温暖秋冬”
系列活动将继续火热开展，积
极为劳动者求职和用人单位
招聘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就
业服务，精准搭建人力资源供
需对接平台。

鞍山开展“温暖秋冬”
招聘活动促就业稳就业

本报讯 几个月前，盘锦市兴
隆台区居民毕涛购置了一台新能
源汽车。因为所在小区是老旧小
区，无法安装充电桩，“充电难”成
了让他头疼的事儿。而今他家附
近建起新能源充电站后，“我上班
前和下班后都能给爱车充电，非常
方便。”毕涛说。

随着新能源汽车进入千家万
户，低碳出行日益成为市民绿色生
活的新选择，与此同时，他们对公
共充电站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
今年以来，盘锦市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围绕办好群众“急难愁盼”民
生实事，加速推进公共充电站建
设，更好满足市民新能源汽车充电
需求，为绿色出行助力。

盘锦市将公共机构停车场充
电站建设列入今年12件重点民生
实事序列，为广大新能源车主解决
充电难问题。按照“适度超前、布
局均衡、智能高效”总体要求，依托

公共建筑物配建的停车场、社会公
共停车场和路边临时停车位，建设
以直流快充为主的公用充电站。
其中，重点推进商场、超市、广场等
大型公共建筑停车场和交通枢纽
等各类社会公共停车场公用充电
站建设。

为了让公共机构停车场充电
站建设驶入快车道，盘锦市坚持市
场化原则，积极鼓励国有资本、社
会资本参与充电站的建设与运营，
并与国网辽宁综合能源服务有限
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制定
市域充电站建设实施方案和充电
站标准，保证新能源充电站在盘锦
市的合理布局和工程质量。

截至目前，盘锦市已利用公共
机构停车场建成新能源充电站 13
处，安装充电桩99个，既达到了节
约型社会建设的目的，也为新能源
汽车的推广打下了坚实基础。
郑世伟 张 林 本报记者 刘立杉

盘锦加快建设公共充电站
助力市民绿色出行

本报讯 记者佟利德报道
近日，营口大石桥市镁都街道办事
处 振 兴 社 区“ 爱 心 银 行 ”正 式 成
立。今后，志愿者为社区提供志愿
服 务 就 能 获 得 相 应 积 分 兑 换 奖
品。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
游说：“虽然志愿者们提供志愿服
务都不图名不图利，但我们还是想
通过这种方式对他们的善举表达
一份感激之情。”

营口大石桥市镁都街道办事处
振兴社区“爱心银行”由振兴社区
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市支行联
合 成 立 ，社 区 计 分 ，银 行 提 供 奖
品。志愿者每在振兴社区提供志
愿服务 1 小时，可以获得 1 个爱心
积分，累积一定积分可以兑换水
杯、电水壶等奖品。

11 月 28 日 9 时许，来自大石
桥市冲锋者救援队的志愿者梁有
为正在振兴社区核酸检测点为居
民扫码录入。受寒潮天气影响，
当天不仅下起了小雨，气温也骤
降到零摄氏度左右，2个小时下来，
梁有为双手冻得通红。周游告诉
记者，最近几天，梁有为一直坚守
在志愿服务一线，“爱心银行”里的
十多个积分是他这些天志愿服务
的有力见证。

对于振兴社区设立的志愿者
“爱心银行”，梁有为表示自己做志
愿者就是单纯想服务社会奉献一
份爱心，“有没有奖品不重要，但社
区的做法让我们志愿者感到心里
挺温暖。”

营口社区“爱心银行”
情暖志愿者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日
前，大连市印发《大连市美丽海湾建设
工作方案》，明确将围绕“水清滩净、鱼
鸥翔集、人海和谐”美丽海湾保护与建
设目标，以金石滩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为示范，着力推进“十四五”期间全市
5个美丽海湾建设，到2025年，老虎滩
湾、星海湾、红土崖子湾、塔河湾、普兰
店湾 5 个海湾将率先建成美丽海湾；
到 2035 年，全市 80%以上大中型海湾
将建成美丽海湾。

根据方案，美丽海湾建设需要
满足三项“硬条件”：海湾环境质量

好。湾区内各类入海污染源得到有
效控制，入海河流断面水质达标、入
海排污口实现达标排放。近岸海域
水质保持稳定或持续改善，且达到区
域考核目标要求。海岸、海滩长期保
持洁净，海洋垃圾得到有效管控，无
明显可见的漂浮垃圾。建成后，试
点区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海水清
澈澄碧，岸滩干净整洁，实现“水清
滩净”。

海湾生态系统健康。湾区内生
态良好，自然岸线保有率高、生态连
通性良好，鸟类栖息地等重要环境、

滨海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濒
危的海洋哺乳类、鸟类等海洋生物多
样性得到有效保护，海湾生态功能得
到维持或恢复，海洋风光与鸟语花香
融为一体，林密鸟众，草茂流清，实现

“鱼鸥翔集”。
亲海环境品质优良。湾区内景观

优美、品质优良。具有充足的亲海空
间（亲海岸线），亲海区域生态环境品
质优良，基础设施完善、能够持续满足
群众在景观、休闲、赶海、戏水等亲海
方面的需求，公众亲海满意度高，实现

“人海和谐”。

方案明确建立奖惩机制，按照《辽
宁省美丽海湾建设工作方案》，对入选
国家级和省级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的沿
海市，下一年度优先安排生态环境治
理和生态修复项目入库，并通过相关
专项资金给予支持。

同时，建立美丽海湾退出机制，原
则上以 3 年为周期开展评估，对湾区
内生态环境质量出现严重退化、群众
反映生态环境问题强烈并长期得不到
有效解决、发生重大生态环境事故导
致海湾内生态环境质量严重退化等情
况，取消美丽海湾资格。

到2025年大连将建成5个美丽海湾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近
日，省医保局就《辽宁省健全重特大疾
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进行了解释说明。实施意见明确了我
省医疗救助对象范围、医疗费用保障
范围、医疗救助待遇标准以及完善大
病保险扶贫倾斜政策、健全高额医疗
费用支出监测预警机制、优化经办管
理服务等政策措施，将自 2023 年 1 月
起施行。

与现行政策比较，新政策医疗救
助对象范围更加清晰，并有所扩展。
从参保类型看，既覆盖了职工医保参
保人员，也覆盖了居民医保参保人
员；从人员类别看，既包括民政部门
认定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边缘家庭成
员，也包括乡村部门纳入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同
时，实施意见还明确了一类新的救助
对象，即不符合低保、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或低保边缘家庭条件，但因高额
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
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简称“因病
致贫重病患者”。

将按费用和病种相结合的救助模
式，统一调整为按费用救助模式。目
前，我省针对救助对象医疗费用的直
接救助主要包括门诊救助、住院救助
和重特大疾病救助。其中，门诊和住
院救助实行按费用救助模式，重特大
疾病救助实行按病种和费用相结合的

救助模式。我省统一的重特大疾病病
种仅有儿童白血病、终末期肾病、重症
精神病、耐药性结核等8种，各市在此
基础上虽有所增加，但政策的局限性
仍比较大，很多范围外病种的医疗费
用很高，但不能享受重特大疾病救助
待遇。改革后，不再区分病种，而是将
救助对象符合规定的住院费用以及门
诊慢特病、高值药品等门诊费用，统一
纳入基本救助和倾斜救助保障范围。

三重制度综合保障能力进一步增
强，特别是医疗救助待遇有明显提
高。大病保险待遇进一步向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等重点救助对象倾斜，报
销比例将由 70%提高到 75%。医疗救
助年度救助限额明显提高，对高额医

疗费用的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改革
前，我省多数市重点救助对象的年度
救助限额在 2万元至 3万元；改革后，
重点救助对象年度救助限额普遍达到
4 万元以上，沈阳、大连、本溪等市不
设年度救助限额。医疗救助待遇稳中
有升，救助对象医疗费用自付比例进
一步降低。改革后，救助对象合规自
付医疗费用通过基本救助和倾斜救助
梯次减负。基本救助和倾斜救助累
加，各类救助对象合规医疗费用综合
救助比例普遍有所提高，特困人员、孤
儿救助比例普遍达到 90%以上，低保
对象综合救助比例达到 80%左右，低
保边缘家庭成员综合救助比例达到
70%左右。

我省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统一调整为按费用救助模式

本报讯 记者刘桐报道 11月
29日早晨7时许，沈阳市二环白山路立交
桥上车水马龙，桥下运动休闲人群热闹非
凡。“以前我们打乒乓球，球场离家远，有
时还得花钱。现在这边桥下空地建成了
公园，还有专门的运动场地，运动设施齐
全还淋不着雨雪，我们玩得非常尽兴。”
家住于洪区陵西小区的唐先生说。

唐先生能在“家门口”享受便捷运
动时光，得益于沈阳市实施城市更新
中活化利用桥下的“灰空间”。所谓

“灰空间”就是指桥下存在的大量上方
有遮盖、四周半开放的闲置空间，导致
缺乏日照和雨水，极易形成荒裸，成为
城市美化的死角。通过综合改造利
用，唤醒“沉睡的土地”，推动城市桥下

“闲置空间”打造成为布局合理、设施
齐全、功能完善的“金角银边”，提升城
市治理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近年来，沈阳城建飞速发展，新建
多座高架快速路、跨河桥。据统计，沈
阳三环内跨浑河桥、跨铁路桥、高架桥
及立交桥等桥下空间面积合计271.78
公顷，现以交通、停车为主，可利用的

桥下空间或为闲置，或被违法停车及
违法搭建所占；已利用的桥下空间品
质较低，存在设施缺少、老旧现象，严
重影响城市环境品质。

今年，沈阳市结合桥体实际情况，在

东北地区首次系统性与综合性尝试通过
对桥下闲置土地的高标准利用和改造，
提高土地和空间利用效率。今年计划建
设4处桥下空间设施，增加活动空间、服
务设施和色彩，融入文化元素，实现从

“灰空间”到“打卡地”的蝶变，为周边居
民提供便民服务、休闲活动的场所。

“白山路立交桥周边居民密集，缺
少活动场地。在改造中，结合青年友
好、全龄友好理念，设置满足不同人群
需求的运动场地，增加了健身慢道，桥
下设置篮球场、笼式足球场、休憩广场
和棋牌广场等。”白山路立交桥下公园
施工负责人介绍，还利用桥柱进行功能
化涂鸦，展示沈飞工业文化，完善便民
设施，打造文化景观和一桥一景。

目前，沈阳桥下空间改造一期点位
设计及施工正有序进行，白山路立交桥、
沈海立交桥下空间将于今年年底建成，
铁西公和桥、浑南金阳桥将于明年5月
末完成。明年沈阳还将继续对三环内
桥下空间进行大范围普查，挖掘和利用
桥下空间资源，将桥下空间以景观绿化、
便民服务、运动休闲、综合公园及停车等
进行分类提升改造，打造城市亮点空间。

沈阳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激活桥下闲置空间

让“灰空间”蝶变成新景观
关注

民生·就业

本报讯 日前，丹东市中级人
民法院联合丹东市工商联、市司法
局共同协商，共建“人民法院+工
商联”丹东地区涉企纠纷在线调解
对接机制。

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
求，也是其良性运行的根本保障，丹
东中院持续深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
设，为市场主体良性运行厚植法治
土壤。丹东中院与丹东市工商联在
前期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
强协作，达成充分发挥商会调解优
势，共同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
商会调解服务平台对接互通信息共
享，充分发挥商会调解在化解民营
经济领域纠纷的优势。

此次，丹东中院与工商联携手
共建涉企案件在线诉调对接机制，

在丹东地区实现“工商联商会调解
服务平台”进驻人民法院调解平
台。通过平台对接，当事人可以在
线选择商会调解组织提请调解、在
线申请司法确认，商会调解组织可
以在线受理调解案件，应用音视频
在线调解等功能开展调解，可以进
一步深化涉企纠纷诉调对接机制
建设，推动涉企纠纷通过调解方式
得到化解。

涉企纠纷在线调解对接机制
的建立，实现了多部门联手，共同
发挥人民法院在多元化解纠纷中
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共同促
进和引导民营企业依法经营、依法
治企、依法维权，推进民营经济领
域纠纷多元化解。

李玉美 本报记者 王卢莎

丹东中院联合市工商联共建
涉企案件在线调解对接机制

日前，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盘锦市森
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和盘山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在盘山县森林公园组织开展了盘锦市 2022 年冬
季森林草原灭火演练。盘锦市消防救援支队、盘山
县消防救援大队、盘锦浩业化工有限公司消防队、盘
山县森林公园扑火队 4 支队伍，共计 7 车 40 人参加

了此次演练。
据介绍，此次演练正式拉开了今冬明春森林草

原火灾防控工作的序幕，是对盘锦市防灭火队伍进
行的一次实战检验，进一步提高了消防队伍在突发
火情时的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以演促练 防患未“燃”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今年，锦州市投资 21 万元建
设了标准化、智能化就业直播
间，创新实施了线上线下双驱
动促就业新模式。在每周一、
三、五现场招聘会的基础上，
于每周二和周四开展“直播带
岗”活动。截至11月30日，锦
州市累计举办各类线上线下
招聘会 321 场，提供岗位 9.31
万个，服务企业7465家次，达
成就业意向6275人。

锦州市依托“锦州市人社
服务网”数据中枢，以抖音、快
手为牵引，微信视频、锦州通、
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协同
发力，精心打造省市县三级纵
向互通，省内14市横向联网的
锦州就业云矩阵。创新开通
了“斯邈带你逛市场”“小璐带
你找工作”“时嘉播报”“大宾
聊工作”4个直播板块和“李大
姐讲社保”政策宣传板块。市
民足不出户便可以参与直播
找工作，大大提高了群众找工
作的便捷度和满意度。

依托网络直播平台，锦州

市人社部门创新开展了“春暖
校园，雁栖锦城，锦州市空中
双选招聘”系列活动和百日千
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成效显
著。面向渤海大学、辽宁工业
大学等驻锦州的 7 所高校创
新开展了“人社局长、主任进
直播间带岗”专场直播招聘
会，与高校毕业生面对面了解
就业需求，“一对一”推介就业
岗位，进一步加强校企对接精
准度。锦州市邀请企业代表
走进直播间开展带岗活动。
在“请进来”的同时，采取主动

“走出去”的方式，探访企业，
深入一线，对锦州市的沈阳银
信、金慧科技等 11 家重点企
业上门开展网络招聘服务，创
新了招聘模式，得到供需双方
的一致好评。

如今，“锦州人社服务”各
短视频平台粉丝量已达6万，
点播量超过240万次以上，累
计编辑短视频360多条，多平
台累计直播超过130场，播报
参会企业 2000 余家，提供就
业岗位2.51万个。

锦州今年举办
各类线上线下招聘会321场

沈阳市二环白山路立交桥下公园新安装的棋牌设施。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