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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刚报道 深化
“放管服”改革，精准对标世界银行营
商环境评定标准和上海的先进经验，
大连市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年
底前，在全市范围内将一般性企业开
办的必备环节精简至 3个，即工商登
记、刻制公章、申领发票；将企业开办
时间减至 3.5 个工作日以内，其中工
商登记（含名称登记）不超过两个工作
日，刻制印章（含公章、合同章、发票
章、财务章、法人名章）不超过 1个工
作日，申领发票不超过0.5个工作日。

为此，大连市设立新办企业服务
专区。联合工商（市场监管）、税务、
公安部门共同进驻各级公共行政服
务中心，在新办企业服务专区集中开
展工作。全市各级行政服务大厅设
置电子化服务专区，配置供申请人使

用的电脑等设备，设专人引导帮办，
为企业提供全程电子化登记及自助
查询等便民服务。

实行一个窗口办理。将与企业
开办相关的办事窗口整合为综合窗
口，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实现“一
窗通办”。

优化工商登记服务。全面推进“五
办便民”行动：一是“马上办”，对合法合
规不需要依法核实的登记当场办理，业
务不拥堵时马上核准、马上发照。二是

“网上办”，推行全程电子化登记，实现
企业全类上网、业务全程在线，100%登
记服务实现网上能办。与金融机构开
展政银助企合作，推行银行代办网上
登记业务，实现登记服务端口前移。
三是“就近办”，进一步简政放权，冠

“大连”行政区划的企业名称由区市县

（先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按企业登记
管辖核准，实现设立登记与名称登记
为同一登记机关，取消企业名称预先
核准（不涉及前置审批事项的）。除法
律法规明确规定由市局登记外，其他
企业均实行属地化登记管理，实现就
近、就地办理。四是“一次办”，对不需
要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的，名称登
记与企业登记一次办理；对“多证合
一”证照事项，工商登记与相关部门备
案一次办理。五是“简易办”，推进简
易核名，将新办企业登记时间（含名称
登记）压缩至两个工作日以内。

优化刻制印章服务。将公章刻
制备案纳入“多证合一”，提高公章制
作效率。取消公章刻制审批，实行公
章刻制备案管理，由工商（市场监管）
部门采集相关信息向公安部门推送，

公布全市所有符合资质的公章制作
单位目录，由企业自由选择。公章制
作单位在 1天以内完成印章刻制，并
按照规定向公安机关备案。

优化涉税服务事项。对已在登
记机关领取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的企业，不再单独进行税务
登记，采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登
记管理。税种认定无须纳税人提供
相关资料，由税务机关依职权即时办
理。企业申请领用发票，由税务机关
当场受理、即时办结。完善“电子税务
局”系统，一次性办结多个涉税事项。

优化社会保险服务。各级社保
经办机构不再单独核发社会保险登
记证，取消社会保险登记证的定期验
证和换证制度，逐步采用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进行登记管理。

精简审批环节 一个窗口办理

在大连开办企业只需3.5个工作日 12 月 10 日，由文
化和旅游部等 17 部门
联合制定的《关于促进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指导意见》出台，明

确了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五
项措施，以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促
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加快形成农
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近年来，乡村旅游以浓厚的乡村
情结为牵引，以亲近山水、拾撷乡愁
为纽带，日益在旅游经济中异军突
起。如何发展乡村旅游，是个必须面
对和正视的新课题。这是因为，近年
来，各地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普遍
尝到过甜头，也吃过苦头，甚至栽过
跟头，必须要引起重视并想出对策。
比如，旅游有底色，发展无特色；又比
如，有些地方奉行拿来主义，盲目复
制粘贴外地模式，导致“橘生南方为
橘，橘生北方为枳”；更有甚者，为发
展旅游，不惜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
卵的不当方式，不仅破坏了环境，而
且落入了急功近利的俗套。

那么，怎样才能在发展中少栽跟

头、快见起色呢？首先要突显特色。
就是要依托本地优势旅游资源，科学
谋划旅游发展大计，决不可无中生
有。其次要彰显本色。推出富有地方
特点的原汁原味旅游项目，不能不温
不火，也不能过火。第三要捍卫绿
色。就是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搞
旅游，不做舍本逐末的赔本旅游。第
四要提升成色。就是要使底色、本色、
绿色有机协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提质增效，并且要不断在旅游品牌塑
造上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在
服务上力求创新方式和模式，进而给
游客带来新鲜感、认同感和舒适感。

未来，乡村旅游必将是一块美味
的大蛋糕，全国大约70%的旅游资源
分布在乡村，开发潜力无比巨大。在
谋求和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无论是
提升公共服务，还是改善旅游环境，
无论是实现便捷，还是丰富内涵，抑
或是加强管理、创新模式，都要在特
色上下足功夫。唯如此，才能给游客
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给当地农民带来
更多的获得感。

本栏邮箱：
lnrbbfsp@163.com

发展乡村旅游要打好特色牌
丛焕宇

本报讯 记者 12 月 17 日从大连
海关获悉，8月 28日至 12月 5日，大连
海关全面启动压缩货物整体通关时间

“百日会战”，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措
施，实现了整体通关时间压缩 1/3 的
目标。

截至 12 月 5 日，大连海关进口整
体通关时间为 80.42 小时，较 2017 年
全年压缩 33.34%；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为 8.13 小 时 ，较 2017 年 全 年 压 缩
52.79%。宋成明 本报记者 王荣琦

大连海关通关时间
压缩1/3

本报讯 记者年旭春报道 12月
13日，第 17届“天工奖”榜单出炉。阜
新玛瑙参赛作品斩获 2金、3银、2铜、1
创意奖，刷新了阜新的参赛历史纪录。

“天工奖”是 2002 年起由中国珠
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创办的全国性玉
石雕刻类的非营利、专业性作品评选
活动。本届“天工奖”有 343件作品入
围，共评出 15 件金奖作品，其中玛瑙
作品 3 件，阜新市玛瑙雕刻家作品占
了两件。

阜新玛瑙作品
摘得“天工奖”两金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12 月
16日，全国商协会会长论坛暨辽宁会
长之家落成启动仪式在沈阳举行，来
自全国的商协会负责人、企业家 1000
多人出席。与会商协会负责人、企业
家围绕商资源整合、扩大影响力进行
了广泛交流，并就推动不同行业、不同
产业实现跨界融合、资源共享提出了
具体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辽宁商协会会长之家
落户沈阳

12月18日，记者来到位于沈阳市铁西区沈阳环普
国际产业园的沈阳蒙塔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在企
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紧为华晨宝马汽车生
产悬挂系统拖拽臂零部件。宝马汽车的底盘悬架和车
身结构相关安全部件很多都出自这个工厂。

今年以来，沈阳蒙塔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订单

不断，产值超亿元，经济效益显著增长。
据了解，沈阳环普国际产业园目前已吸引蒙塔萨、

本特勒、科奇座椅系统、宝马物流配送中心等企业入
驻，这里正在形成为宝马汽车提供零部件配套服务的
基地。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年底开足马力赶订单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临
近年底，位于辽阳市白塔区的万嘉国
际生活广场招租掀起高潮，招租率达
70%。今年，辽阳市商务局实施投资
2000 万元以上项目 28 个，总投资
100.3亿元；目前已开工 19个、运营 9
个，完成投资 24.8亿元。

在推动商贸流通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过程中，辽阳市商务局加强会
展工作，举办辽阳市第十届地产名优
商品展销会，现场交易额近百万元；
与沈阳、鞍山等城市共同举办 2018
沈阳经济区（厦门）名优产品展示交
易会、2018特色产品采购洽谈会等。

为推动专业市场转型升级，辽阳
市商务局协助佟二堡镇筹划举办“首
届皮装裘皮国际博览会”，交易额达 1

亿多元。同时，推进小北河袜业发
展，组织重点企业参加各类展会，宣
传区域品牌。目前，小北河袜业等 6
家企业成功入选由省商务厅组织评
选的“辽宁礼物”。

此外，辽阳市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启动“老字号”工作，推动特色街
区建设。目前，辽阳市电子商务产业
园投入使用，有近 10家企业入驻；天
津包子铺、马家火烧铺、古襄泉酒厂 3
家企业成功获评“辽宁老字号”，全市
省级以上“老字号”数量达 10 家；启
动襄平历史文化风貌区、白塔历史文
化街区等 4个特色街区招商、建设工
作。全市现有冷库容量近 18 万吨，
冷藏车 150 多辆。辽阳第地嘉开通
了满洲里出口俄罗斯冷链班列。

辽阳今年已实施
28个商贸流通业项目

12月18日，在丹东凤城红旗镇
新力村，九组村民韩世富指着自家新
盖的大瓦房笑着说：“自打2013年村
里开始种洋菇娘，俺们农民的日子就
一天天好起来。现在，新房也盖了，
车也买了，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如今在红旗镇，洋菇娘已发展
成主导产业之一，种植面积达 333
公顷，年产值 1.5 亿元。独有的土
壤、气候、水质等因素，造就了红旗
镇洋菇娘芳香浓郁、香脆可口的优
良品质，产品不仅畅销东北各大城
市，还远销北京、上海、温州、广州
等地。红旗镇成为全国最大的洋
菇娘保护地生产基地。

冬日暖阳下，韩世富和家人正
忙着整理暖棚、筹备育苗。“俺家有
4 个大棚，今年洋菇娘的产量和品
质都不错，年收入在 15 万元左右。

小小的洋菇娘真成了咱农民致富
的‘金豆子’！”韩世富说，每年洋菇
娘上市时，南方的客商都直接来到
棚里收购，品相好的洋菇娘每公斤
的收购价达 120元。

“俺村的洋菇娘产业远近闻
名。今年 6月，‘红旗镇首届洋菇娘
节’就是在俺村举行的。”提起新力村
的洋菇娘产业，村委会主任范喜军
很兴奋。从 2013年开始，村“两委”
带领村民发展洋菇娘产业，现在村
里90%以上的农户都从事该产业，冷
棚洋菇娘种植面积达173公顷。

9 组村民王积有家有 3 个大
棚，今年是他种植洋菇娘的第 6 个
年头。他告诉记者，前期育苗时一
般不用雇人，全家老少齐动手即
可，等到后期洋菇娘成熟采摘时，
每天得雇十多个人，不然忙不过

来。“洋菇娘从 5月上市，一直采摘
到 8月底，供不应求。”王积有对洋
菇娘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

为推动洋菇娘产业健康发展，
保障产品品质，红旗镇政府引导种
植户成立了“凤城市红旗镇洋菇娘
协会”，并积极开展“红旗洋菇娘”
地理标识认证工作。政府的积极
引导使新力村洋菇娘名气大增，慕
名前来的南方客商越来越多。村

“两委”借助这一契机搞起了旅游
业。2015年，新力村兴建了水云谷
生态园，主要从事农作物种植、林
木种植、家禽养殖等，吸引了许多
省内外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明年，
我们将扩大小浆果的种植面积，成
立特色经济作物协会，打造特色经
济作物品牌，为农民增收提供有效
的途径。”范喜军说。

洋菇娘成了咱农民
致富的“金豆子”

本报记者 王卢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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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12 月
18 日，记者从沈阳市科学技术局获
悉，沈阳市即日起在全市民营企业中
评选科技创新百强。对获评科技创
新百强的民营企业，沈阳市委、市政
府将授予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并
给予表彰。

此次评选，沈阳市对参评企业的
科技含量、科技人员、企业规模、研发
投入、科研成果以及企业的运行状况
做了明确规定，要求参评企业主营业
务领域要属于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
新兴产业，企业拥有专利、著作权、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或植物新品种权等
自主知识产权。在研发投入上，参评
企业2017年研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
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3%，新产品销
售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比例不低于
40%，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
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
不低于 10%，且研发人数在 20 人以
上。在运行状况上，参评企业2017年
营业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且保持盈
利、有纳税，参评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
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
行为，近3年未发生不诚信行为。

沈阳开评科技创新百强民营企业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12 月
18日，记者获悉，为保障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
权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在我
省率先与工商联建立沟通联络机制，
设立大连市中院驻市工商联工作联
络站。

大连市中院与大连市工商联联
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协作配合
依法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
中明确，依法保护民营经济主体的人
身安全和财产权利，坚决防止将经济
纠纷当作犯罪处理，让民营企业家专

心创业、安心投资。同时明确依法为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双方定期通报涉民营经济相关
法律规定和司法政策以及各自处理
民营经济主体纠纷情况、经验做法和
典型案例。组织邀请企业家参加涉
及民营企业的重大案件庭审和执行
等活动；开展走访，了解民营经济主
体的司法需求，排查法律风险；强化
诉调对接机制，选聘工商联推荐的调
解能力强的企业家等担任特邀调解
员或人民陪审员。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建立联络机制服务民营经济发展

12 月 17 日，铁岭昌图县大四家
子镇方家船口村村民忙着在大棚内
采摘樱桃。

2017 年，方家船口村“两委”班
子成员组织创办了昌图久晟果木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利用产业扶贫资
金、村集体收入和村民入股资金建成
了11个“股份制大棚”。这些大棚采

用立体栽培技术种植丹东九九草莓，
间栽小柿子，盆栽含香苹果、樱桃
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
地。今年，每个大棚产量达 6000 公
斤，利润180万元，可为265名贫困人
口每人分红860元。同时，就地安置
建档立卡贫困户23人就业。

本报记者 姜义双 摄

本报讯 记者年旭春报道 12
月 17 日，韩国一家微型球应用企业
的工作人员来到阜新天源钢球制造
有限公司，签订微型陶瓷球订购合
同。“当年，氮化硅球让我们赢得了市
场；如今，陶瓷球又成为我们的拳头
产品。我们每月要交2000万粒微型
陶瓷球订单产品，眼下，陶瓷球的订
单已经排到明年 6 月了！”阜新天源
公司董事长宗德富说。

阜新天源是一家民营企业，成立
之初，仅能生产自行车用钢珠，生产最
小的球直径也有4毫米，比圆珠笔珠
大了整整10倍。为进军圆珠笔笔珠

等微球市场，阜新天源与韩国精密钢
球厂合作，引入微型氮化硅球研发和
研磨两项专利。2016年全国两会期
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中国圆珠
笔笔珠依赖进口的问题，本报曾报道
过阜新天源试生产圆珠笔笔珠的情
况。依托这两项专利，企业成功打入
微型球国际市场，生产的氮化硅微型
球占企业出口总量的50%。科技成果
转化让天源公司迅速强大起来，并成
为东北唯一一家滚动体元件出口商。

宗德富清晰地认识到，微球的生
产效率和精度是生命线，研磨液是制
约这两项指标的关键。为攻下研磨

液这道难关，阜新天源不断壮大研发
团队，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力。2016
年春天，企业又从国外聘请了一名滚
动体生产研发领域的专家指导生
产。去年，企业与沈阳化工大学建立
产学研合作关系。功夫不负有心人，
去年 11 月，阜新天源自主研发的水
基环保防锈型超精研磨液制备和适
用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解决了研磨液难题，阜新天源除
了可生产钢球、不锈钢球、碳化钨等
4类材质微型球外，又多了一个新产
品。“品类多少不是关键，关键是它使
我们的微型球质量得到了保证。”宗

德富告诉记者，用这种研磨液研磨微
型陶瓷球，可使微球的生产效率提升
10%，合格率达到98%以上。

记者了解到，微型陶瓷球有着不
导电、无磁、耐高温、耐磨等优点，除
了高端圆珠笔外，被广泛用于手机、
电脑等电子产品。截至 11 月末，阜
新天源已经生产近 6 亿粒微型陶瓷
球，出口韩国、美国等20余个国家和
地区。微型陶瓷球短短两年就有如
此大的市场份额，增强了宗德富的信
心：“既然新材料微型球市场大，我们
就要扩大生产规模，加大市场推广力
度，以新产品抢占国内外球体市场。”

阜新天源订单排到明年6月
拳头产品微型陶瓷球出口20余个国家和地区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12
月15日，2018大连生命科学国际峰会
召开，30 余名国内外院士、著名科学
家与数百名专家学者齐聚大连，共同
探讨生命未来。本次峰会还举行了首
届臻溪生命学者颁奖仪式和臻溪谷

（大连）生命科学产业园开园仪式。臻
溪生命学者是中国科学院大学臻溪生
命科学基金遴选的在生命科学领域作
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专家学者齐聚大连
探讨生命未来

“股份制大棚”助贫困户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