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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起辽宁执行新城乡低保标准

全省城市及农村低保标准平均提高5%以上和7%以上
5 月 8 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提
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和 60 年代精简退
职职工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辽宁城市低保标准平均提高 5%
以上，其中沈阳市提高 4%以上；全省农村
低保标准平均提高 7%以上，沈阳市提高
6%以上。
新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将
从今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辽宁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
准平均提高 5%以上
《通知》明确，全省城市低保标准平均
提高 5%以上。其中，沈阳、大连市提高
4%以上，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
口市提高 5%以上，阜新、辽阳、铁岭、朝
阳、葫芦岛市提高 6%以上。全省农村低
保标准平均提高 7%以上。沈阳、大连市
提高 6%以上，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
州、营口、辽阳、铁岭市提高 7.5%以上，阜
新、朝阳、葫芦岛市提高 8.5%以上。盘锦
市城乡一体化提高 6%以上。
全省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平

均提高 5%以上，农村集中、分散救助供养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平均提高 7%以
上，且确保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
当地低保标准的 1.3 倍。有条件的地区可
将集中、分散救助供养标准统一。

辽宁各市 60 年代精简退职职工
生活补助标准将提高 7%
同时，全省将集中供养和散居孤儿基
本生活养育标准平均分别提高 5%、7%以
上。沈阳、大连市集中供养和散居孤儿基
本生活养育标准提高 4%以上；鞍山、营
口、铁岭市集中供养基本生活养育标准提
高 6%以上，散居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
提高 10%以上；其余各市集中供养基本生
活养育标准提高 5%以上，散居孤儿基本
生活养育标准提高 7%以上；辽宁省光明
学校按照沈阳市集中供养基本生活养育
标准执行。
《通知》要求将全省 60 年代精简退职
职工生活补助标准提高 7%。
低保标准调增后，全省各地区要同步
做好低收入家庭（原低保边缘家庭）界定
标准的调整工作。

5 月底前 全省各市将公布最新
低保标准
新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孤儿基本生活养育
标准和 60 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助标
准从今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通知》明确，全省各地区要从今年 7
月 1 日起，对新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特困救
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和 60 年代精简
退职职工生活补助的对象按照新标准进
行审批，给予保障、供养或补助；对已经在
册的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 60
年代精简退职职工按照新标准重新核算
低保金、供养金或补助金，并按规定发放
到位。
全省各市要在今年 5 月底前制定并向
社会公布新的城乡低保标准、孤儿基本生
活养育标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和 60
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助标准，确保 7
月 1 日如期执行。省内由各级企业、事业
单位负责发放生活补助金的 60 年代精简
退职职工均按此标准执行，中直驻辽单位
可参照以上标准。
据《辽沈晚报》

周日冷空气来袭
或有雨水
“光顾”
□记者 包颖
本周下半段以来，暖气团“势力”见长，最
高温度更是达到了 30℃！不过，温度蹭蹭升
高，天气就变得干燥，柳絮也开始轻舞飞扬，
给人增添了一丝烦恼。从目前的预报来看，
本周末受东北冷涡影响，有可能出现一场小
雨或阵雨天气，有望为久旱的春播大地送来
甘霖。
周五的天气也分外热情，最高温度依然
保持在 30℃，最低温度则在 13℃上下。周六
晴间多云，气温与周五不相上下，提醒出门的
朋友注意防范五到六级的南风。到了周日，
随着一股冷空气的到来，一场阵雨有望“光
顾”，最高温度下降到 23℃上下，最低温度则
降到 9℃左右。提醒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
时调整着装。广大农民朋友要做好春耕生产
的准备，
抓住时机，
适时播种。

我市开展重大危险源排查工作
□记者 常延春
记者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获悉，4 月
25 日至 5 月 30 日，我市在全市范围内组织
开展重大危险源排查工作。
此次排查工作以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为重点，旨在掌握危险化学品重大
危险源的数量、状况、分布和备案情况，
危险源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别，以加速建

立重大危险源数据库。同时，督促生产
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进行
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制定应急预案，告
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
当采取的应急措施，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将本单位重大危险源及有关安全措
施、应急措施报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

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市、县（区）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市煤
炭改革发展部门、发改部门、工信部门、
生态环境部门、住建部门、交通运输部门
等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对口负责排查工
作。目前，排查工作已经部署完成并相
继展开。

高速公路巡逻用上无人机
□记者 姜海军 摄影报道

记者日前获悉，
“ 五一”小长假
期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所辖高
速公路采用了无人机巡逻等科技手
段，助力营造安全、便捷的假期出行
环境。

市妇联携手爱心企业
救助贫困
“两癌”
患病妇女
□记者 王颖丽
5 月 9 日，在母亲节来临之际，市妇联携
手辽宁新中诚建筑有限公司开展走访慰问
活动，为我市 5 名在 2018 年度城市困难家庭
妇女“两癌”免费检查项目中确诊的患病妇
女每人捐助 5000 元救助金，帮助她们解决
就医及生活困难。
据了解，妇女“两癌”免费检查项目是省
政府民生工程之一。2012 年，我市启动农村
妇女“两癌”免费检查项目，2018 年在城市低
保、特困、低收入等困难家庭妇女中开展“两
癌”免费检查。截至目前，我市已组织 11.2 万
名妇女进行“两癌”免费检查，争取救助资金
539 万元，对 566 名农村“两癌”患病贫困妇女
实施救助。
走访慰问中，两家单位工作人员详细询
问了患病妇女们的身体情况、家庭状况，鼓
励她们树立战胜疾病和困难的信心。受助
妇女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民生项目，
感谢妇联组织和爱心企业的关爱，自己一定
积极配合治疗，乐观生活回报社会。
另据了解，下一步，市妇联将进一步加
大对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和救助工作的力
度，广泛发动企业、团体和社会爱心人士积
极参与患病贫困妇女救助工作，让她们拥有
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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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这16趟动车浮动票价 最低6.5折

6 月 1 日-30 日期间，中国铁路沈阳局
集团有限公司将对沈丹客专、丹大、长白乌
线和长珲城际吉林至珲春段的 16 趟动车组
列车特、一等座实行浮动票价，
最大浮动折
扣达 6.5 折。其中，
大连至庄河北一等座折
后最低75元，
较之前节省21.5元。
实行车票折扣的动车组列车，将按照
“4+3”开行模式，每周划分为周中、周末两
个时间段，其中周二至周四为“周中”，周
五至周一（包括端午小长假期间）为“周
末”，根据不同列车的车次分别实行相应
的票价折扣。通过互联网预购以上 16 趟
动车组列车的车票，系统将自动对票价实

行折扣。
以庄河北-大连的 D7724 次动车组列
车为例，
6 月 1 日-30 日期间，
每周周二至周
四3天内的车票实行7.5折优惠，
如果购买6
月 4 日（周二）庄河北至大连的一等座，
原价
票为 96.5 元，
打折后票价为 75 元，
可为旅客
节省 21.5 元。每周五至下周一的车票实行
8 折优惠，如果购买 6 月 3 日（周一）庄河北
至大连的一等座，
原价票为 96.5 元，
打折后
票价为79元，
可为旅客节省17.5元。
此次实行票价折扣的 16 趟动车组主
要集中在沈丹客专、丹大、长白乌线和长
珲城际吉林至珲春段，大部分列车实行周

中 8 折的优惠票价。
4 月初，沈铁就对沈丹客专、丹大、长
白乌线和长珲城际吉林至珲春段的 25 趟
动车组列车实行优惠票价，打折至 6 月末，
最低折扣 6.5 折。也就是说，6 月 30 日之
前，共有 41 趟动车组实行优惠票价，将满
足市民出游、工作的需求。
据介绍，对部分动车组列车特、一等
座票价实行折扣优惠，是铁路部门积极服
务社会、主动让利于民的一项惠民举措，
高性价比的特、一等座票价让动车组列车
运能得到充分利用，也为旅客乘车出行提
供更多便利与选择。
据《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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