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日，沈阳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
业从即日起实行口头申报，即可办照。沈阳
成为继厦门之后，在全国第二个实施“口头申
报、当场取照”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简
易登记模式的城市。1月3日，东北地区首张

“口头申报、当场取照”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在皇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华山所颁发。

4月1日，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在
沈阳揭牌，标志着辽宁自贸试验区建设正式
启动。辽宁自贸试验区总规划面积119.89平
方公里，涵盖沈阳、大连和营口三个片区。其
中，沈阳片区29.97平方公里，以浑南新区（桃
仙空港）为核心；大连片区59.96平方公里，以
大小窑湾为核心；营口片区 29.96平方公里，
以营口高新区为核心。

7 月 20 日，首批 310 辆金杯大海狮出口
智利发车仪式在华晨汽车集团举行。这批客
车搭载了华晨集团开发研制的康明斯发动
机，并在国产的轻客柴油车品牌中率先达到
欧Ⅴ排放标准。

11 月 17 日，抚顺经济开发区入选工信
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应
急产业示范基地名单，成为东北地区唯一的
国家级应急产业示范基地。

11月30日，丹东市通过全国水生态文明
城市建设试点验收，成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
市。

沈抚新区：改革创新新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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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莹莹：沈抚新区，是辽宁树立起的改革
开放一往无前的旗帜，尤其是这里的整体规划
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王幼学：沈抚新区规划建设“一心、一岛、
三区”。具体而言，就是重点打造四大发展引
擎：一是发展智造产业，围绕“政、产、学、研、
服、用、金”全面打造智造产业链条生态圈，构
建完整的新区现代产业体系。目前，正在全面
打造八英寸芯片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链。二
是发展数字经济，实施“善政”“惠民”“兴业”的
数字应用，将沈抚新区打造成为国家级数字经
济发展示范基地。目前，华为人工智能研发中
心正在推进建设，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已经全面
启动。三是建设总部基地，大力营造总部经济
发展环境，专门制定出台了《促进总部经济发
展的若干政策》和实施细则，全力引进跨国公
司总部、区域性总部、省属国企总部、成长型企
业总部等总部经济业态。目前，已有 5 家省属

国企集团完成注册，全国 26个驻辽商会已经签
署合作协议，今年 6月至 10月设立企业 519户、
同比增长 1341%。四是打造开放平台，打造

“1+1+N”对外开放平台体系，即：打造一个面
向东北亚的在线外贸交易平台，建设一个进口
商品的线下展销平台，筹建提升建设 N 个园区
平台，包括规划建设韩、日产业园区，继续做大
锦联梦工厂、闽南北方食品产业园，加快建设人
工智能与智能制造产业园，全面启动人力资源
产业园建设等。按照国际化、便利化、法制化
要求，充分发挥沈阳自贸区协同区优势，按规
定放开市场准入，努力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

曲莹莹：沈抚新区不只是新的经济增长
极，更重要的是成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

王幼学：改革创新是沈抚新区的原始基
因、天然属性，也是沈抚新区建设发展的动力
之源、希望所在。沈抚新区探索跨行政区划建
设新区的管理模式，采取街道（经济区）整体托

管，新区与沈阳、抚顺三地融合联动“一体化”
发展模式，逐步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
一政策、统一管理”的目标要求。

曲莹莹：沈抚新区还构建扁平化管理体
制，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优化沈抚新区
管理机构，推进层级减少、职能集中、管理下
移、服务升级，实现“小机构、多职能、高效率”。

王幼学：为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沈抚
新区实行“管委会+公司”的市场化开发模式，
实现“小政府、大服务”，凡是能市场化、企业化
运作的都通过市场化、企业化运作，充分发挥
市场作用。我们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特殊的政
策，形成了政策高地，尤其是通过深化研究把
土地类别由工业、商业、房地产 3类用地细分到
8类以上，并实行差异化土地定价政策。目前，
沈抚新区已经签署框架和投资协议 78个，总投
资额达 700多亿元，恒大养生谷、联众医疗产业
园等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里的体制机制灵活，这里的营商环境更好，这里的产业结构最优……沈抚新区自今年下半年以来，让世界目光聚焦在这个国
家改革创新的新路标，在13平方公里的沈抚新区起步区引入的12个项目总投资额近600亿元。

王幼学：沈抚新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建立完善的养老、医疗、教育、卫生、文化等社
会体系和创业就业保障体系，增进民生福祉，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曲莹莹：如火如荼建设中的沈抚新区，走出
了产业带动经济、经济振兴区域的发展之路，让
工作、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具有高度的幸福感。

王幼学：沈抚新区还将全力打造 15分钟生
活圈，既要建设产业集聚区，更要建设服务完
善的城市。2019 年，沈抚新区将实施七大工
程，一是起步区建设工程，二是招商项目开工
工程，三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四是生态
环境保护工程，五是幸福社区共同缔造工程，
六是拆违、征地工程，七是社会事业配套工
程。在城市建设方面，共涉及八大类别 128项，

包括市政道路及桥梁和宜居乡村工程等，并将
建设城际铁路、有轨电车和地面公交等多种公
共交通，未来地铁九号线将向东延伸至沈抚新
区，极大地提高通达性。

曲莹莹：10 月 24 日，沈抚新区与沈阳市签
署融合联动发展框架协议，除在产业合作和人
才交流等方面展开合作外，沈河区教育局还将
输出沈阳市第七中学、沈河区文艺二校优质的
教育管理资源。东北实验二小沈抚新城分校、
东北育才抚顺分校、沈阳工程学院等分布周
边，金风湾公园、玉露潭公园、浑河景观带、海
洋世界等都是休闲生活好去处。

王幼学：沈抚新区正处于一张蓝图即将落
笔之时，下一步，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将在省
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东北振兴的重要

讲话精神，着力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全面争
当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振兴重要
论述的排头兵；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全面
建设优化投资营商环境的标杆区；着力培育
壮大新动能，全面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的引领
区；着力构建对外开放新高地，全面建设东北
地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着力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全面建设辽宁振 兴 发 展 的 新 引 擎 ；
着 力 推 进 绿 色 发 展 ，全 面 建 设 生 态 新 区 ；
着 力 推 进 区 域 协 调 发 展 ，全 面 建 设 宜 居 宜
业 宜 游 宜 创 的 新 城 区 ；着 力 保障和改善民
生，全面构建共享发展的新局面；着力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全面锻造新区干部“重强抓”
的新形象；着力完善保障措施，确保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沈抚新区改革创新的实践，既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亲自谋划，也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的辉煌成果。

走路带风

这一年，沈抚新区不舍昼夜；这一年，沈抚新区
激情昂扬；这一年，沈抚新区敢为人先。

自今年下半年进驻通航大厦以来，这座沈抚新
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办公楼就经常彻夜长明，文不过
夜、事不隔日成为这半年以来的常态。

在沈抚新区工作人员看来，虽然沈抚新区这个
名字很熟悉，但是很多人却遗憾地选择遗忘：嫌它太
远，嫌它不是市中心，尤其嫌它的配套不完善。但
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刚刚诞生的沈抚新区也是
一样。正如通航大厦名字的寓意那般，航道已经铺
就，沈抚新区起飞在即，谁错过搭乘这班高速航班，
谁就将与辽宁最具潜力的新区失之交臂。

新区成立，千头万绪，万事开头难。今年下半年
以来，不只是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许多职能部门工
作量照比以往都增加了几倍。在沈抚新区，只争朝夕
的奋斗者不计其数。2018年9月20日，距国务院批
复《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仅一周，沈抚新区
政务服务中心便正式投入使用了。新区所有审批事
项，全部集中到政务服务中心“一站办理”，服务于企
业的全生命周期，实现行政审批一门制、一场制、一窗
制、一网制、一人制和零表制。

沈抚新区以“优化投资环境标杆区”为目标，不
断创新行政审批模式和项目服务模式，努力在打造
最优营商环境上先行一步、树立标杆。按照“环节
简、流程优、效率高、服务好”的要求，探索审批服务
新模式，实行“多规合一”和“多图联审”以及“联评、
联审、联检”，以“新、智、简、优”为基本要求，使沈抚
新区成为打造营商环境最优新区。目前，办理全链
条企业开办时间为1个工作日，辽宁一般性经营企
业开办时间为3.5个工作日，而国家所设定的企业开
办时间为8.5个工作日，企业开办时效为全省最优。

在生态环境上，沈抚新区创新绿色低碳发展理
念，拒绝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项目入区，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
制线，让沈抚新区成为东北地区天最蓝、山最绿、水
最清的新区。

曲莹莹
沈抚新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职员。2017年沈抚新区揭牌

成立的年份里，曲莹莹诞下了宝宝于梓毅。

王幼学
沈抚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见证了2017年4月

23日成立沈抚新区的历史时刻。

于梓毅虽然才是咿呀学语的年龄，但是在王
幼学的怀抱里，小梓毅好似看到了新区的未来。

曲莹莹：我热爱我的家乡抚顺，更加热爱
我的第二故乡沈阳，沈抚新区像是镶嵌在两座
城市中间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王幼学：在中央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的重大战略决策下，辽宁提出“沈抚同城化”
战略，沈抚两城以“跨界、融合、超越”的发展思
路，在这片 6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建沈抚
新城，由此肩负壮大辽宁中部城市群的历史使
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
振兴“四个着力”“三个推进”的总体要求，认真
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省委、省政府进一步优化辽宁区域发展
总体布局，立足破解振兴发展难题，加快体制

机制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于 2017 年 4 月，正
式成立区域面积 171 平方公里的沈抚新区，并
将其确定为全省“五大区域发展战略”，打造

“机制特活、环境特好、政策特惠、服务特优”的
“四特新区”。

曲莹莹：2017年4月，省委、省政府全面启动沈
抚新区建设，明确举全省之力支持建设沈抚新区。

王幼学：沈抚新区管委会作为省委、省政
府派出机构，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集中行
使省、市、县（区）三级行政审批权限。省委、省
政府还先后出台《加快沈抚新区建设发展的意
见》《关于支持沈抚新区建设发展若干政策》和

《沈抚新区三年滚动计划（2018-2020）》等一系

列文件支持新区建设发展，并提出“三年上台
阶、五年大变样、十年增长极”的目标要求。

曲莹莹：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
理来到辽宁代表团审议时说，沈阳和抚顺两个
数百万人口级的大城市紧密相连，这样的发展
条件得天独厚，要把沈抚新区建设成改革创新
示范区。

王幼学：2018 年 9 月 13 日，国务院批复《沈
抚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提出努力把沈
抚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成为东北地区改革开
放的先行区、优化投资营商环境的标杆区、创
新驱动发展的引领区和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引
擎。

这里的体制机制灵活，这里的营商环境更好，这里的产业结构最优……沈抚新区自今年下半年以来，让世界目光聚焦在这个国
家改革创新的新路标，在13平方公里的沈抚新区起步区引入的12个项目总投资额达近600亿元。

对话时间 2018年11月26日 对话地点 沈抚新区通航大厦

改革开放释放的强大活力，让沈抚新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沈抚新区
2017年 2017年4月，辽宁省正式成立区域面积171平方公

里的沈抚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