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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SULAN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11
月 12日，记者从鞍山市发改委获悉，
年初以来，鞍山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
重点，把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大力发
展高新技术企业，引导和鼓励企业向
科技型转变，积极激发创新驱动内生
动力。前三季度，鞍山市高新技术产
品增加值实现 51.1 亿元，同比增长
34.3%。

建设高水平的创新载体，是推动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重要创新基
础。鞍山紧紧围绕镁质新材料、装备
制造、精细化工等产业重点领域，着力
提升全市科技创新载体建设水平。

在推进创新平台建设上，中钢集团鞍
山热能研究院煤焦油系新型材料制
备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获得国家批复，重点推进的全市示范
性创谷“哈工大——智谷”，已入驻睿
科光电公司等创业企业18家、导航与
定位技术研发团队等创业团队10个。
同时，全市积极加快众创空间建设，
EGO鞍山通尊创业谷、禾道农业发展
公司获批省级众创空间（星创天地）备
案。目前，全市国家、省、市三级研发
机构总数达到440家。

为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鞍山
持续培育创新主体。全市围绕科技
型中小企业群，按照初创期、成长期、

壮大期逐级提升的发展需求，梯度培
育、差异扶持，按需给予个性化的政
策支持。同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
研发投入后补助，逐步建立“企业决
策、先行投入、协同攻关、市场验收、
政府补助”的组织实施机制，先后出
台了《鞍山市科技创新十条政策》《人
才引领若干政策》等政策，对从事研
究开发和科技服务活动的单位给予
经费补助。目前，2018年兑现科技创
新和研发投入后补助资金近 6000万
元，全市有 100余家企业申报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年内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总数预计达到 210余家。

鞍山还不断提升科技金融服务

能力，助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
展。全市不断提升鞍山科技金融超
市功能，今年以来，已为科技型企业
提供 5680 万元科技贷款。其中，科
技信贷为力邦压缩机等 8 家企业提
供 2680 万元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为爱母医疗等 6 家企业提供 3000
万元贷款，解决了部分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同时，
鞍山紫竹科技型钢有限公司环保型
智能停车库等三个项目申报 2018年
新兴产业三年行动计划，共获得中央
预算内资金 940万元支持，新磁电子
公司等 4 个项目获得 4900 万元第一
批省直投基金支持。

鞍山壮大高新技术产业激发创新动能
前三季度，完成产品增加值同比增逾三成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记者
11月12日从大连艺术学院获悉，在日前
召开的全国高校创新创业典型经验交
流会上，该校被评为2018年度全国创新
创业高校50强。该校目前已有孵化项
目 96项，注册工商企业 112家，去年实
现文化产业产值 2162万元。

大艺跻身全国高校
创新创业50强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11月
9 日，国内首家全国性专业蛹虫草交
易平台——中国蛹虫草交易平台及
蛹虫草产业扶贫金融平台在沈阳启
动。平台建设蛹虫草技术培训交流
推广等 8个板块。沈阳市于洪区正依
托弘侨生物等骨干企业，打造中国蛹
虫草种植主产区及精深加工核心基
地。预计到 2022 年，基地将实现 80%
干草属地精深加工转化，实现税收
1.5亿元。

中国蛹虫草
交易平台落户沈阳

10月份，东北特钢集团围绕释放设备产能降
成本进行全力攻关，重点以工序标准时间跟踪管
理为抓手，强力推进炼、轧、锻等各条生产线效率，
使经济运行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当月，外销商

品入库总量 165978 吨，实现利润总额 2869 万元，
均创下环保搬迁投产8年以来最高水平。图为高
附加值模具扁钢产品顺利下线。

本报特约记者 刘德斌 摄

东北特钢单月利润创8年来新高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日
前，獐子岛集团在大连獐子岛海洋牧
场进行了规模化香螺底播增殖生产，
一枚枚香螺苗种将经过 3 年的自然
成长期后，再进行采捕收获。此举表
明獐子岛集团在规划压缩虾夷扇贝
底播区面积的同时，正在扩大香螺品
种的增殖规模，从而促进海洋牧场多
品种可持续发展。

北纬 39°獐子岛海域出产的海螺
被称之为香螺，是长海县獐子岛海域
本地品种，以其特有的品质，在市场
上价格高于同类产品，深受消费者青
睐。鉴于市场需求前景，獐子岛集团
多年前就开始对香螺进行人工繁育
研究，针对香螺特性制定了相应的底

播标准和增殖策略，并在近几年持续
进行了适量增殖生产。通过“海洋资
源养护为主，育苗底播为辅”的生态
养殖模式，平衡生态系统，提高獐子
岛海域的香螺产量。

在采捕过程中，獐子岛集团对香
螺的规格也严格把关，规定只采捕
8.5 厘米以上的香螺，实现科学有序
采捕，确保市场供给产品品质。在今
年的香螺采捕中，生产单位还创新模
式，利用采捕生产附带的小红蟹当作
饵料进行香螺笼钓生产，而不再从外
部购买钓饵，此举在稳定香螺产量的
同时，明显节省了成本。依据 9月份
香螺产量测算，当月就节省饵料成本
50多万元。

獐子岛扩大香螺底播规模促增收

本报讯 记者姜义双报道 俺
家算不算贫困户，应得多少扶贫款？
村集体收入都干啥用了？以往，在西
丰县，对诸如此类民生问题，群众要
想知道个究竟就得多跑腿。如今，群
众再遇到这些问题，只需登录“心系
民生查微腐公众号”，不仅能查清楚，
若发现问题，还能直接投诉举报。

维权和监督能如此便利，得益于
西丰县委建立的民生监督大数据平
台。当地干部评价说，平台开辟了群

众维权监督最便捷的“绿色通道”。
今年 4月，西丰县纪委把大数据

引入民生监督工作，建成西丰县民生
资金大数据监督平台。平台包括前
台和后台，前台设有终端查询机，群
众既可以查询民生政策的落地、项目
安排、资金使用、责任落实情况、村务
公开情况，也可以提出意见建议，投
诉举报。后台主要对民生项目资金
分类、数据录入，全程跟踪民生资金
发放和项目资金投入情况，即时比

对，即时发现问题。
目前，西丰县已经在乡镇社区和

县便民服务大厅投放了 20台大数据
终端查询机，供广大群众查询。为方
便群众使用，西丰县通过大数据平台
建立了“心系民生查微腐公众号”和
民生监督网站，群众打开手机或上
网，就能直接查询到有关事项。

截至 10 月中旬，平台已录入 49
项涉及民生项目资金数据 243万条，
涉及金额 13.4亿元。目前，已转入相

关部门比对出的问题数据有 2636
条，已整改 2518条，核查 118条。

大数据平台运行半年多来，已经
取得了多重成效。其一，信息公开，
大幅度扩大百姓知情权。其二，登录
微信公众号就能发表意见、提建议、
投诉举报，显著缩小了基层监督盲
区，确保了群众的监督权。其三，各
级政务及时公开，群众身边不公平、
不公正的微腐败问题逐渐减少，长期
积压的一些基层矛盾正逐渐化解。

引入“大数据” 开办公众号

西丰为群众维权监督开辟“绿色通道”
“今年，我家秋收省时、省钱又省

心。玉米棒子给送到家，秸秆粉碎拉
走，地还给旋耕一遍，明年种地得老
省事儿了。”11 月 10 日，记者在西丰
县郜家店镇洪来村采访，村民李爱林
高兴地说。

在秸秆饲料加工厂，贫困户刘
国正在和 3 名农民一起将粉碎的
玉米秸秆送进打包机。刘国告诉
记者，这些秸秆经添加发酵剂、压
缩打包成型，都将变成饲料。“合作
社成立后，我就到加工厂打工了。
每天工资 70 元，一个多月下来已
领到 1800 多元了，干到年底还能挣
3000 多元。”

据了解，今年 9 月，西丰鹿宝堂
有限公司通过申报实施国家秸秆综

合利用项目，公司 22 名员工牵头成
立了鹿宝堂农机合作社。他们投资
400 多万元购置了玉米收获机等配
套设备，开始为农民代收玉米，并将
秸秆加工成黄贮饲料供给当地养殖
户。合作社引入壮大村集体经济资
金 50 万元，吸收当地 150 户贫困农
民入社，每年将向村集体上交资金
使用费 7 万元，给每个贫困户分红
500元。

秋收实现机械化，村集体经济有
了新来源，贫困户可打工、有分红，玉
米秸秆也得到了综合利用，鹿宝堂农
机合作社的做法可谓一举多赢。目
前 ，合 作 社 已 经 代 收 玉 米 面 积 达
666.67公顷，利用玉米秸秆加工出的
1.5万吨饲料可获利 75万元。

合作社吸纳农民一举多赢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本报讯 11 月 12 日记者获悉，
辽阳石化公司企业精神教育基地日
前建成，“辽化四种精神”同时发
布。辽阳石化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机关处室负责人作为首批观众参观
了基地，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政治思
想教育。

总面积 500 多平方米的辽阳石
化企业精神教育基地，于去年开始筹
划建设。基地通过文字、图片、实物、
影像等多种方式，通过“红色基因 精
神之泉”“时代价值 精神之树”“基业
长青 精神之梦”三部分，再现了辽阳
石化第一、二、三次创业的 46年奋斗

历程，再现了历届国家领导人对辽阳
石化的殷切期望。

辽阳石化企业精神教育基地还
通过历史回顾，发布了形成于创业初
期，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一脉相承
的“辽化四种精神”，即“七尺布精神”

“站排头精神”“北方炉精神”“硬骨头
精神”。辽阳石化公司党委要求各级
党组织用好教育基地，叫响“辽化四
种精神”，不断赋予“辽化四种精神”
新的内涵，选树“辽化四种精神”新的
传人，用“辽化四种精神”不断鼓舞员
工前行。
董新光 李晓娟 本报记者 严佩鑫

辽阳石化建成企业精神教育基地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11 月
12日，记者从诚信建设万里行（沈阳
站）启动仪式暨“信用沈阳”论坛上获
悉，沈阳市将在多个领域广泛开展

“互联网+民生+信用”的探索，推进
以“信易贷”“信易租”等“信易+”行
动，让诚实守信的企业和个人在多方
面获得实惠和便利。

作为国家首批创建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示范城市，沈阳市积极建设社
会信用体系。目前，沈阳市已经正式

启动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该平台
支持信用信息查询、失信投诉举报等
20种功能，涵盖了企业法人信用库、
非企业法人信用库、个人信用库、行
业信用库四种信用信息资源库。

同时，沈阳市将在教育、医疗、养
老、医保、家政、食品、餐饮、劳动用
工、旅游、房地产等领域广泛开展“互
联网+民生+信用”的探索，大力推进

“信易贷”“信易租”“信易行”“信易
游”“信易批”等“信易+”行动。

沈阳开展“信易+”行动
助力信用惠民

核心
提示

这里是脱贫攻坚的第一线，这里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北票市马友营蒙古族乡属重度贫困乡，共有9个村，

其中贫困村8个，贫困户1052户,2472名贫困人口，贫
困户占比率25%。近年来，马友营乡党委、政府坚持把

实施脱贫摘帽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完成产业发展与脱贫工作的有
机结合，在产业发展上因地制宜，精心谋划，以产业增收保障贫困户
脱贫销号，走上致富之路。

马友营乡以自己的方式所绘就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宏图正在渐次展开。

每户一个稳定的项目

初冬的阳光照耀着小勿兰村家家
户户院里的辣椒，辣椒是当地的特色产
业。这个850户、2552口人的村庄，三年
前还穷得叮当响。“年轻人都外出打工，
外村的姑娘不愿意嫁到这里来。”马友
营乡小勿兰村党支部书记张国锋说。

“自2014年按照乡党委、政府制定
的贫困户‘人均两亩椒’的产业扶贫计
划开始，未脱贫的建档立卡户种植辣椒
每户补助2000元，另外还有种子补助，
截至2016年底我村已经实现贫困村摘
帽。这个成绩的取得大家有目共睹，得
到了村民的一致认可，种植面积逐年增
加。”张国锋说。

在此基础上，2016年村党支部牵
头领办起北票市国峰土地股份专业合
作社，带动全乡180户贫困户入社。合
作社与贫困户签订协议，2020年以前每
年每户保底分红1000元，如合作社盈利
增加可按增加比例进行分红。

这是马友营乡产业扶贫的一个
缩影。如今，全乡8个产业扶贫项目
实行贫困户全覆盖，家家都有一个稳
定的脱贫项目。

截至目前，已完成4个扶贫果园
建设，总面积73.33公顷，（小勿兰村
白云生态扶贫果园带动建档立卡户
60户每年每户分红1000元、大庙村春

江扶贫果园带动建档立卡户40户每
年每户分红1000元、东台村东旺扶贫
果园带动建档立卡户17户每年每户
分红500元、泉涌山扶贫果园带动建
档立卡户27户每年每户分红500元）
主要栽植品种为苹果、山楂、梨、文
冠果、金丝枣、鸡心果、食用杏，林下
作物为地瓜、辣椒和大豆；建成1个
规模12万只的肉鸡小区（1+4扶贫农
场），带动建档立卡户177户每年每户
分红1000元；1个服装厂项目，带动建
档立卡户181户每年每户分红500元；
1个特色产业合作社（小勿兰村冷库
项目），带动建档立卡户180户每年每
户分红1000元；1个“442”扶贫农场，
带动建档立卡户16户每年每户分红
500元。以上项目均是连续4年分红，
囊括全乡现有698户建档立卡户。

有效治理保重点民生

在小勿兰村韩家窑组，村民韩先
生指着崭新明亮的四间平房激动地
说：“这是我的新房子，亮堂不？现
在，我从贫困户变成了小富户，还是
党的政策好啊！”

在脱贫攻坚中，马友营乡党委、
政府在促发展、保民生上寻突破、取
实效，让百姓享受更多的获得感。

2018年全乡修25公里硬化路，完
成公路绿化36.7公里，栽植绿化树木
1.41万株，完成路基改造27公里，公
路整修30.9公里，清挖边沟7公里；完
成农水下达的灌溉工程，新打大口
井两眼、机械井3眼、工程配套井5
眼，铺设管道1.1万米，省招办为东台

子村贫困户打井12眼。完成维修灌
溉工程5处，大口井淘井清淤10米，井
房预防水等工程。新邱村河段护岸
1000米，对9个村民组饮水安全进行
全面普查；城建所对全乡建档立卡
户房屋进行核查，2018年列入危房改
造计划的100户目前已全部改造完
工；2018年，全乡参加新农合13535
人，参合率87.99%，建档立卡户参合
率达到100%。

目前，三个摘帽村贫困发生率均
降至2%以下；饮水安全贫困户比率达
到98%以上；住房安全贫困户比率达
到98%以上；贫困人口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参合率达到98%以上；设置村卫
生室、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大勿兰
村正在建设6.5公里至原打草沟村部
道路，建成后通水泥沥青路面比率达

到98%以上。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如今，走在马友营的各乡村，处
处彰显着环境建设带来的实惠：宽敞
整洁的道路，道路两旁整齐划一的绿
化带……在生产生活条件日益改善
同时，乡村环境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老百姓心情更舒畅了。

年初，马友营乡成立环卫所，组
建专业环卫清理队伍，配备清理车辆
4台，分4条线路实现全天清理。组织
全乡党员干部、农村“六大员”每月进
行大规模环境卫生清理两次。同时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今年新栽植金叶
榆、丁香等风景树7500余株，粉刷院
墙5000多平方米，铺设红砖路面1万

平方米，硬化广场3000平方米，安装
路灯50盏，投放垃圾箱100个，分类垃
圾桶1200个，垃圾储运房4个，新建卫
生厕所80个。

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态宜居环境，
今年全乡完成9个村村屯绿化，总计
栽植各种树木2.4万多株。完成三北
造林206.67公顷，退化林修复造林
42.47公顷，欧投造林10公顷，荒山造
林83.93公顷，高铁两侧造林53.33公
顷。朝阳市林业局重点工程两处：大
勿兰一处、三棱山隧道一处，完成小
勿兰村小学前文冠果栽植13.33公
顷。采伐迹地造林完成70.2公顷。护
林防火工作未发生过火灾火情、乱砍
滥伐、破坏林地林木现象。

修葺文化墙，改造困难户危房，
建垃圾收集点，安装路灯，修路并栽
植草本花卉，组建艺术团队……在美
丽乡村建设过程中，马友营乡党委、
政府着眼于群众关心关切的热点、难
点问题，将有限的财力更多地用于保
障和改善民生上，把钱花在刀刃上，
实现群众安居乐业。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
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马友营乡党
委、政府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进程中砥砺奋进、不断前行，给农村带
来新生机，给农民带来新希望。

李红霞

产业项目全覆盖 生态宜居促振兴

北票市马友营乡走上富民强村路

小勿兰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户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