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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营口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发布《关于全市各级各类学校2020年
春季开学相关安排的通告》，营口市
学校分级分类错峰错时复学。

《通告》中指出，4月中旬，高中三
年级、初中三年级同日分批错时错峰
返校，具体时间待省教育厅通知后确
定。一周后，高中一、二年级，初中
一、二年级和小学四、五、六年级错时
错峰返校。

5月6日起，小学一、二、三年级错
时错峰返校。高等院校按照教育部、
省教育厅确定的开学时间返校，中等
职业学校与高等院校同步返校。各

类幼儿园待疫情得到全面控制后开
始复学。

同时，营口市各级各类学校需健
全完善校园防疫、物资储备、复学复
课、应急处置四个工作方案，备足防
控物资，组织模拟演练。

盯紧抓实学生、教职员工、校园、
家庭四个关键环节，严格落实《春季
开学疫情防控措施40条》。开学前至
少 1 周，教育部门会同卫健、市场监
管、公安等部门，依据《学校开学条件
核验细则》，对各学校开学准备情况
进行联审，合格后方可开学，全力确
保师生身体健康和校园平安稳定。

根据《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令》(第9号)和
《关于印发春季开学总体工作方案等
4 个方案的通知》(辽新疫防指〔2020〕
31号)要求，结合营口市实际，对全市
各级各类学校 2020 年春季开学做出
相关安排。

做好开学前
各项准备工作

《通告》中指出，要健全完善校园
防疫、物资储备、复学复课、应急处置
四个工作方案，备足防控物资，组织
模拟演练。

同时，盯紧抓实学生、教职员工、

校园、家庭四个关键环节，严格落实
《春季开学疫情防控措施40条》。

开学前至少 1 周，教育部门会同
卫健、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依据

《学校开学条件核验细则》，对各学校
开学准备情况进行联审，合格后方可
开学，全力确保师生身体健康和校园
平安稳定。

学校分级分类
错峰错时复学

营口市各级各类学校开学复学
时间这样初步安排：4月中旬，高中三
年级、初中三年级同日分批错时错峰

返校，具体时间待省教育厅通知后确
定。

一周后，高中一、二年级，初中
一、二年级和小学四、五、六年级错时
错峰返校。

5月6日起，小学一、二、三年级错
时错峰返校。

营口地区高等院校将按照教育
部、省教育厅确定的开学时间返校，
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院校同步返校。

各类幼儿园待疫情得到全面控
制后开始复学。

上述安排将根据疫情防控情况
及时调整并提前发布通告。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4月中旬 营口市高三、初三将复学
5月6日起小学低年级错峰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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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逐
渐好转，部分城市的街头又现穿校
服、背书包的学生身影。经历了史上

“最长寒假”后，学生们在草长莺飞的
季节逐渐回归校园。

“老师早！”“一个假期你又长高
了，头低一点，老师给你测体温。”虽
然戴着口罩，师生见面却格外亲热。
阔别 70 多天，初三 19 班的刘家瑞终
于坐进久违的教室。在宁夏银川市
唐徕回民中学就读的他，还剩不到
100天就要中考。

中考和高考是中国学生的两场
“大考”。新疆、云南、青海等疫情低
风险地区的初三、高三学生已陆续开
学。

截至 25 日 24 时，宁夏已连续 22
天无新增确诊病例。这一天，宁夏
251 所学校的 9.6 万余名初三学生和
60所学校的5.8万余名高三学生正式

返校复课。
有 些 从 外 地 返 回 的 学 生 需 要

居家隔离，不能到校上课期间，他
们继续通过线上课堂保持学习进
度。

唐徕回中初三年级原有20个班，
每班约有50名学生。为了避免学生聚
集，现在 20个班被分为 40个，两人一
桌变为单人单桌，彼此拉开一米距离。

拆分班级是学校采取的防疫举
措之一。唐徕回中初三8班班主任苗
慧莹说，开学前，学校组织教师参加
了多次校园防疫培训，模拟学生错峰
入校、就餐、上课等场景，全力确保学
生安全健康。

不少学校都将安排“开学考”，以
便检测线上教学成果，做好线上线下
教学衔接。在银川市第九中学，700
多名高三学生开学首日就迎来模拟
考试。

“上午语文考试的作文，我写的
是‘同舟共济’这个主题。这是这次
全民抗击疫情带给我的最深感触。”
银川九中高三10班的周笛说，一些同
学决心加倍努力学习，今后致力科
研，为人类攻克疫病贡献力量。

考完试，周笛来到学校食堂，在
入口排队刷卡、手部消毒后，到窗口
领走统一配餐的餐盘，坐在一张四人
位的餐桌上。

以往，学生们通常在不同窗口排
队挑选食物，“配餐制”是学校在疫情
防控期间的非常之举。没有了往日
相对而坐，边吃边聊的热闹景象，所
有学生面朝一个方向，安静而快速地
进餐。

经历过此次疫情，“分餐位上”
“公勺公筷”“分餐自取”的“分餐制”
在越来越多地方得到推广。

据新华社

宁夏备考生迎来“最长寒假”后的第一课

“找到活了！”3 月下旬以来，辽
宁地区气温直线上升，今年 45 岁的
农民工杨延辉从老家营口鲅鱼圈回
到沈阳近一个月后，找到了一份活。
一想到马上就有活干了，他忍不住兴
奋起来。

沈阳鲁园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
东北地区最大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之一，这里常年活跃着许多找活干的
农民工。

记者曾在 3 月初来到鲁园市场
走访，那时受疫情影响，刚从老家回

到城里“碰运气”的农民工“一活难
求”，然而，记者日前再访这里时，形
势已发生很大改变。得益于疫情防
控形势的不断好转，以及政府出台的
各种复工复产扶持政策，这里的农民
工正在从一个月前“根本找不到活”
的状态慢慢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希望。

“疫情防控形势趋好，许多家庭
开始筹备装修，当前及过后一个时
期，正是大量用工的时候，肯定会有
活干的。”杨延辉平日里干得最多的
是力工。记者在鲁园市场见到杨延

辉时，他正坐在电动车后座上和同伴
们一边聊着天，一边等活，彼此互相
打着气。

鲁园农民工工会工作人员刘艾
东介绍，每年春节后是求职旺季，往
年每天约有 2000 人来此求职，今年
受疫情影响市场延期开业。为了帮
助农民工度过这段求职“严冬”，鲁
园农民工工会还与当地的劳动力市
场、人力资源市场联手，利用微信公
众号等平台，开展一系列农民工网上
就业服务活动。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趋好，原
本计划五一恢复开业的鲁园市场提
前开业了。目前，每天到市场等活的
农民工已达200余人。

3 月 21 日，辽宁省出台政策，全
省住宿餐饮全面恢复正常营业。不
止鲁园市场，在沈阳市皇姑区长江
南街的大型家具装潢商业街、浑南
区临波路等农民工求职聚集较多的
地方，往日热闹的场景也正在慢慢
恢复。

在长江南街上规模最大的金龙

装潢材料城，顾客较 3 月初多了不
少，商户们也忙碌了起来。一个卖灯
具的商户告诉记者，这几天来选料备
货的顾客明显变多了，一些家庭已重
新启动装修计划。

靠着一辆价值不到 500 元的“倒
骑驴”，今年 69 岁的沈阳市民冷晏已
在金龙装潢材料城拉了 4 年脚。提
起这些天一点点变好的生意，他很高
兴，“春天来了，日子会一天天好起
来的。”

据新华社

“春天来了，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一只放生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大鵟被毒死，GPS定位锁定元凶，并牵
出猎捕野生动物惯犯……辽宁检察
机关对非法狩猎、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严重破坏国家野生动物资源和
生物多样性，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行为，主动出击，重点打击，
全省首例涉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
案近日在辽阳县人民检察院提起。

2019 年 8 月，沈阳市猛禽救助中
心接到了大兴安岭林业部门送来的
一只幼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鵟，其
因身体虚弱无法自行进食。

经救治，于同年 11 月将大鵟放
飞。在大鵟被放飞前，为了实时了解
其身体情况和野外生存能力，工作人

员 给 它 安 装 了 GPS 定 位 跟 踪 器 。
2020 年 1 月 2 日，大鵟的跟踪器停止
不动，位置在辽阳县和本溪满族自治
县交界处，救助中心工作人员根据
GPS 信号找到位置时，大鵟已经死亡
多日。

接到报警后，辽阳县森林公安经
现场勘查断定，事发地附近有人非法
猎捕野生动物。警方对村民进行走
访和排查后，锁定辽阳县甜水乡李家
村的袁某。袁某到案后交代，2019年
8 月，其在辽阳县甜水乡李家村行家
沟铺野生动物栖息地非法猎捕野生
动物。警方在其车库查获 14 只野生
动物，包括红隼 1 只、鹌鹑 1 只、山斑
鸠 2 只、松鸦 4 只、雉鸡 4 只、草兔 2

只。经鉴定，红隼系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其余的属国家保护的有
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袁某还交代，其将
这些动物毒死后私下进行买卖交易。

辽阳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袁某的
行为已经涉嫌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遂
依法提起公诉。根据侵权责任法相
关规定，本案属于民事公益诉讼受案
范围。该院公益诉讼部门依法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力求在追究
野生动物资源破坏者刑事责任的同
时，使其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责任。

据新华社

放生大鵟被毒死 辽首提涉野保公益诉讼
记者从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获悉，疫情发生以来，在国家和辽
宁省的支持下，辽宁人社系统以“减、
免、缓”社保基金、发放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就业补助等形式，合计为企业减
负超过360亿元。

疫情发生以来，辽宁省一直把稳
就业当成重点工作来抓。目前全省各
地通过开展 24小时重点项目企业用
工调度、“人社干部进企业解难题”活
动，为86家企业解决用工3600余人，
通过“点对点”服务保障，帮助3万多
名农民工返岗复工。举办网络招聘
521场，为1.9万家企业发布就业岗位
26.9万个，累计线上求职22.9万人次。

据了解，今年全省普通高校毕业

生总数为29.1万，较2019年增加3000
人，就业压力仍然较大。为此，辽宁省
将继续开展在线招聘工作，建立校地、
校企合作对接平台，积极引导高校毕
业生参军入伍，加大高校毕业生补充
教师队伍力度，精准帮扶困难家庭毕
业生就业创业等就业项目，为毕业生
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就业机会。

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严格做好稳
就业相关资金管理使用，最大程度发
挥资金效益。并加强就业形势分析
和就业失业监测，力争全年帮助 38
万失业人员再就业、6万就业困难人
员 实 现 就 业 、零 就 业 家 庭 动 态 清
零。 据新华社

辽宁人社系统为企业减负

3月25日，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初三年级学生在教室内早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