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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0平台运行月余接听3.7万来电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经
淼报道 我省将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学生在校期
间开展“试创业”实践活动和参加科技创新活动
纳入政策支持范围。

省政府印发《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实
施意见》，提出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大
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力争到 2020年，全省
培训25万人次，基本满足劳动者培训需要。“十
四五”期间，全省培训累计130万人次。

《实施政策》提出，鼓励企业足额提取和使
用职工教育经费，落实税前扣除优惠政策。全
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度，通过校企合作方式
进行系统职业技能培训，按规定标准落实补贴
政策。面向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职业（工

种），大力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增加高技能人
才供给。

将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学生在校期间开展
“试创业”实践活动和参加科技创新活动纳入政
策支持范围，促进创业创新教育与专业教育深
度整合。鼓励支持各地区新建或利用闲置场地
改造建设一批面向重点创业人群的创业孵化载
体。大力推广“互联网+职业培训”模式，推动云
计算、大数据、移动智能终端等信息技术在职业
技能培训领域应用。发挥技能大师工作室

（站）、劳模和职工创新工作室、青创空间作用，
加大对劳动者创业创新的扶持力度。

鼓励企业建设培训中心、职业院校、企业大
学，推进职业训练院建设，为社会培育更多高技

能人才。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全部向
具备资质的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开放。鼓励支
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行业人才需求发布、就业
状况分析、培训指导等工作。

推行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完善职业资格评
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多
元化评价方式。落实工程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
参加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审或认定政策，促进
各类评价结果互通互认。积极推行企业技能人
才自主评价，支持企业依据职业技能标准，自主
开展技能人才评定和动态聘用。

建立以培训合格率、就业创业成功率为重
点的培训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对培训机构、培训
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管。

建立技能提升多渠道激励机制。支持劳动
者凭技能提升待遇。建立健全技能人才培养、
评价、使用、待遇相统一的激励机制，实现技高
者多得、多劳者多得。指导企业不唯学历和资
历，建立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献的
工资分配机制，强化技能价值激励导向。制定
企业技术工人技能要素和创新成果按贡献参与
分配的办法。各地区要将技能人才落户、学习
进修等政策纳入本地区人才总体政策统筹考
虑，推进技能人才平等享受待遇。鼓励企业对
在聘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含企业自主评
定的工匠技师）在岗位聘任、职务职级晋升等方
面，比照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相
应层级工程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辽宁将高校、职校学生“试创业”纳入政策支持范围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王
月宏报道 今年中秋节假期，沈阳市全市景
区接待总人数 141.8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总收入4139.30万元，同比增长10%。

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2019
年沈阳市中秋节旅游市场经济运行情况
报告》显示，今年中秋节期间（9月13日-15
日），沈阳全市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旅游景
区游览秩序良好。虽然小长假第一天沈
城迎来一场秋雨，但中秋假期的后两天天
气转好，天高云淡，非常适合市民外出活
动。全市景区接待总人数 141.86万人次，
同比增长 27.8%，总收入 4139.30 万元，同
比增长10%。

小长假期间，沈阳市旅行社整体出行
跟去年相比略有下降，省内目的地以丹
东、本溪为主，国内出行以长白山、山东、
华东、云南、湖南等地为主，出境游出行主
要为东南亚、西欧等地区。

小长假期间，沈阳周边乡村休闲度假
游旺盛，沈阳法库、苏家屯、辽中等自然生
态景区的乡村度假游客显著增加。以生
态、探亲、乡村文化等为主题的自驾游、自
助游、短途游等依旧成为众多市民假期出
游主要方式。

虽然小长假第一天下雨，但仍没阻挡
游客的出游热情，沈阳故宫、帅府游客总数
虽有所下降，但平均每天仍呈增长态势。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李娜报
道 昨日是中秋小长假最后一天，中国铁路沈阳
局集团有限公司各大车站普遍迎来返程高峰，
14日发送旅客 69.4万人，昨日发送旅客达到 91
万人。沈阳局集团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在前往
北京、上海、哈尔滨等返程集中方向增开临时旅
客列车 35 对，投入中秋返程运输的列车达到
494对，最大程度为旅客顺利、平安返程提供运
力保障。

中秋假期，为给旅客更充裕的游玩时间，
沈阳局集团公司对部分动车组列车开行时间
进行了优化。在沈丹高铁上，沈阳北至丹东
的首趟动车组列车 D7601 次始发时间为早 5
时 22 分，仅需 1 小时 19 分钟就可以抵达丹东，
游客有更充裕的时间畅玩丹东。在京哈高铁
承 沈 段 上 ，沈 阳 南 至 朝 阳 的 首 趟 高 铁 列 车
G8162 次始发时间为早 6 时 52 分，8 时 37 分就
可以到达朝阳，游客可以前往朝阳鸟化石地
质公园近距离观察千万年前的动物化石，也
可以前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了解人类文
明发展。

为应对集中到来的返程高峰，沈阳局集团
公司各大车站加强售票、候车、乘降、进出站等
各环节引导服务。沈阳、沈阳北、长春、大连等
车站将自助售取票机前移到站前广场和地铁

口，方便旅客就近就便取到车票。
在此，沈阳局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提醒广

大旅客，中秋返程客流较大，请旅客尽量提前 1

小时到达所在车站，选择网上购票的旅客请尽
量在就近的自助售取票机提前取票，以免耽误
行程。

昨日返程高峰沈铁送客91万人
增开北京、上海等返程集中方向临客35对

中秋假期沈阳景区
接待游客超141万

中秋小长假两端，铁路客运迎来客流高峰。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今年7月，辽宁省原民心网正式下线。在
沈阳，8890平台于8月1日正式完成整合，运
行以来已接听群众来电 3.7 万次，即时答复
1.6万次，转办2.1万件，截至8月底，办结率
达96.3%。在大连，8890热线平台自今年3
月正式运行至8月底，共受理市民和企业各类

诉 求 307282 件 ，诉 求 按 时 办 结 率 达
97.84%。

9月 12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
会，由辽宁省营商局、辽宁省公安厅、沈阳
市政府、大连市政府介绍 8890 平台建设运
行情况。

大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介绍，8月16日，省、
市平台实现连通，22日实现数据对接，目前基础数
据传输量至9月2日已达28291条，日均2572条。

大连市8890热线平台自今年3月正式运行
至 8 月底，共受理市民和企业各类诉求 307282
件，其中咨询建议 187806 件、投诉 63269 件、举
报 39701 件、求助 16094 件、表扬 412 件。平台
直接答复办结 179825 件，直接答复率 58.52%，

派发工单 127457 件，其中已办结 116563 件，诉
求按时办结率达97.84%。与营商环境有关的效
能 诉 求 共 计 14309 件 ，按 时 办 结 率 98.52% 。
8890热线已成为大连市营商环境建设工作不可
或缺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大连市通报的破坏
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大多数是从8890平台投诉、
举报的线索中筛查出来的。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经淼

大连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多数来自8890平台线索

原民心网全面升级并入8890平台
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局介绍，截至目前，

省、市8890平台共计受理各类群众诉求176.9万
件，即时答复 100.5万件，转相关部门办理 76.4
万件，即时答复率为56.5%，办结反馈率为89%。

在“全省一个号码管服务”目标基础上，辽
宁又将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省委书记板
块”“省长板块”《省长信箱》、国务院“互联网+

督查”、省政府网络回应人平台、省直机关作风
监督平台、省检察院公益诉讼平台、12315市场
监督平台、96100 民政服务平台等整合并入
8890综合服务平台。

原民心网于7月31日正式下线，全面升级
并入8890平台，顺利完成了群众诉求受理工作
的过渡，目前运行情况平稳有序。

公安部门将为高频事项提供办理流程一键查询回复

辽宁省公安厅党委成员、政治部主任王念
洪介绍，自8月1日8890平台上线运行以来，全
省公安机关共办结群众各类咨询等 1.4 万余
件，有效诉求办结率达到 99.87%，办理优秀率
达到98.9%。

下一步，将在 8890 话务端设置公安政务
服务语境库设置公安专席，为人民群众在公
安机关经常办理的高频事项提供办理流程一
键查询回复，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咨

询服务。
对群众诉求进行重点筛查，对涉警违纪

举报、营商环境问题举报等重点问题，通过下
发《诉求问题交办单》《民意诉求督办单》等措
施，对责任单位进行全力督办，责令限期处理
并要求群众满意，对群众诉求做到事事有回
音、件件有结果。注意发现影响社会稳定和
治安大局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
工作预警。

8月以来 沈阳8890平台接听群众来电3.7万次
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陈佳标介绍，去年6月，

沈阳市作为全省8890平台建设三个试点城市之
一，率先完成8890平台建设并开通运行。今年
初，完成了12345市民热线和8890热线话务系统
改造升级,建立了高效便捷的网络服务平台。

今年 5月 10日，沈阳市将原市政府办公室
市民热线管理处人员编制及职能统一划转至市
营商局，负责统筹推动8890平台整合及运行管
理工作，与省营商局管理机构及工作职能保持
一致，实现归口管理的工作目标。今年 8 月 1
日，8890 平台正式完成整合，运行以来已接听
群众来电 3.7 万次，即时答复 1.6 万次，转办 2.1
万件，截至8月底，办结率达96.3%。

沈阳 12345 市民热线开通运行已超过 10
年，在群众中的认知度较高，特别是从近3年的
受理情况看，诉求量平均每年上升超过 15%。

目前，沈阳将两个平台进行有机整合，实行双线
并行的运行模式，群众拨打两个号码反映问题
没有区别。从话务量看，在 3.7 万个群众来电
中，12345 市民热线接听群众来电 2.8 万件，即
时答复 1.1万件，转办 1.7万件。8890平台接听
群众来电 0.9 万件，即时答复 0.5 万件，转办 0.4
万件，其中，8890平台的即时答复率超过50%。

陈佳标介绍，下一步，沈阳将围绕四个方面
开展工作，包括力争在法律事务、医疗卫生、家
政服务等方面为群众提供内容更丰富、数据更
完善的服务信息；在政策咨询、办事指南等方面
为群众提供查询更便捷、解答更权威的政策信
息，力争平台信息量突破10万条。加大群众诉
求受理、办理、反馈的各个流程监管力度，进一
步加强热点、难点问题的跟踪办理，及时回应群
众诉求，确保满意率超过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