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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
者 2月 21日获悉，依托逐步健全的政
策体系、不断完善的载体功能，辽宁自
贸试验区沈阳片区拓展广阔的合作
渠道，对企业和产业形成的集聚效应
持续显现、加速。2018 年，沈阳片区
全口径税收收入 5.95亿元，是揭牌前
的2.6倍；纳税企业达5879户，是揭牌
前的 9.6 倍；吸引外商投资企业 232
户，是成立前的 15.5 倍；实际利用外
资4550万美元，是揭牌前的21.7倍。

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内陆自贸
试验区，沈阳片区自 2017 年 4 月 10

日揭牌运行以来，坚持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对标国际贸易通行规则，大胆
试、大胆闯、自主改，切实打造沈阳全
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先
行区、示范区。

通过与各行业、各领域的企业建
立紧密联系，沈阳片区广拓合作途径
和渠道，努力形成合作共赢的发展局
面。比如，在投资、贸易、金融等方面
与驻沈阳中省直企业开展深入交流
与合作对接，为航天科工、国家电力
投资集团、国家电网、中国航油集团
等世界 500 强企业量身定制注册公

司；根据沈阳机床、北方重工、东北制
药等企业的实际情况和迫切需求，为
其量身定制业务板块；调整沈阳综合
保税区的规划范围，将沈飞民机、沈
飞国际等重点企业及沈飞集团 A220
新工厂等重点项目纳入其中。

与此同时，沈阳片区以企业发展
的“痛点”“难点”为突破点，深入推进
创新改革试验；以制度创新为主线，
着力补齐制度短板、破解制度障碍、
加强制度供给。目前，沈阳片区聚焦
国资国企改革、产业转型升级、优化
营商环境、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服

务创新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形成
了 39项具有复制推广价值的创新案
例，其中集报集缴、维修再制造、取消
异地加工贸易备案审核等 14项创新
案例已分两批在全省复制推广，12项
制度创新成果供全省借鉴，1项拟在
全国复制推广。

在此基础上，今年沈阳片区将进
一步创新合作方式、拓展合作领域，通
过制度创新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进驻，
为企业创新发展搭建平台、提供载体，
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
力，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坚实后盾。

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企业加速集聚
去年纳税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分别是揭牌前的9.6倍和15.5倍

2 月中旬，由本溪
市委宣传部、本溪市文
明办发起的2019年“春
暖本溪”志愿服务活动
温暖滋润着本溪人的

心田。志愿者走向城乡社区，走进千
家万户，将在一年时间里，以多种多
样的形式践行志愿精神，全力推进学
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推动
学雷锋志愿服务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全国各地一直在倡导雷锋精神，
开展学雷锋活动。但是，因为学习雷
锋常态化工作做得不够，以至于出现
了所谓“雷锋三月来了四月走”“雷锋
同志没户口”的说法。究其原因，是
因为一些人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误
区，以为学雷锋就是一次活动，每到
雷锋纪念日开展一下就可以了，缺乏
对开展学雷锋活动的长远思考，更甭
提进行制度化考量。

众所周知，雷锋是不朽的道德楷
模，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雷锋都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2018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专程
来到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他强调，要
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党的十

八大指出，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
质，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
模范要常态化。而通过制度建设推
动学习雷锋活动常态化，恰是推进道
德建设的有力保障和有力抓手，也是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迫切
需要。正因如此，亟须把制度化学习
雷锋活动尽早纳入日程、付诸实践。

笔者认为，以制度化建设开展学
雷锋活动，一是要营造氛围，通过制
定制度，用各种形式宣传雷锋事迹，
分享雷锋故事，带动雷锋精神扎根于
每个人的心中；二是要通过建章立制
提升人们的素养，把学习雷锋活动同
教育、工作、生活、思想道德建设融为
一体，有效激发学雷锋的热情，提升
全社会的文明指数；三是要完善学雷
锋活动的学习、践行、督导、激励、考
评等机制，确保学雷锋活动成为一种
普遍的社会自觉习惯，成为深入持
久、扎实有效开展的常态化思想建设
的重要内容；四是要用制度检验学雷
锋活动的实践成果，让“人人学雷锋、
人人做雷锋”成为时代最崇高的精神
追求。 本栏邮箱：

lnrbbfsp@163.com

开展学雷锋活动
要坚持制度化常态化
丛焕宇

元宵节过后，备受大连市民关
注的大连地铁 5 号线工程全线复
工，在春节期间人机不停的超级盾
构机“海宏号”更是开足了马力，以
每分钟 6 毫米的速度推进，日夜兼
程，奔向海底。

在大连地铁 5 号线火（火车站
站）梭（梭鱼湾南站）区间 29 米地
下，直径12.26米的“海宏号”盾构机
主机部分已经基本进入隧道内，正
加速推进。目前“海宏号”跨海大盾
构已完成 9环负环、正 0环拼装，盾
构刀盘已到10环位置。通俗地说，
这项超级跨海工程目前已掘进 10
米，如果进程顺利，两个多月后，盾
构机将潜入海底掘进。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华 摄

大连地铁五号线
人机不停忙掘进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2
月 21日，记者从沈阳市政府获悉，为
支持沈阳名优产品“走出去”，助推企
业开拓国际市场，今年沈阳市继续举
办沈阳名优产品“一带一路”海外行
系列活动，全年拟定 56 个境外展览
项目，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出展项目 43个。

结合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地缘
优势，沈阳市持续将境外办展项目向

“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新兴国家
和地区倾斜，以促进外贸稳增长、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中小企业开拓

国际市场为目标，加大在中亚、南亚、
东欧及中东等“一带一路”地区参加
展览会和经贸洽谈活动的力度。

据沈阳市贸促会负责人介绍，在
对多家企业进行走访调研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企业、项目的市场基础、行业
及地区分布、展览规模等因素，拟定了
今年的56个境外展览项目。其中，“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展项目占
比达 78%，包括中俄特色农产品博览
会、莫斯科国际石油天然气展览会、哈
萨克斯坦国际建材暖通展览会、2019
年中东国际物流展览会等。

沈阳名优产品
组团亮相“一带一路”

在铁岭县镇西堡镇养马堡村鑫
农发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4 栋
大棚内，近 20 万个菌棒目前正值出
菇期，一朵朵深褐色的平菇长势正
旺，这里每天有近千公斤平菇发往铁
岭、长春、四平等地。平菇产业的建
立，给村民带来了致富的希望，大家
从心里感谢村“两委”班子和种植带
头人甄铁铎。

养马堡村“两委”班子早就明确
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致富
奔小康的工作思路，却苦于没有合适
的项目。去年年初，村党支部书记张
满昌通过朋友了解到调兵山的甄铁
铎是个平菇种植能手，拥有 20 多年
的种植经验。村“两委”班子开会研

究后，由张满昌带领班子成员先后3
次前往调兵山，向甄铁铎介绍村里发
展平菇种植的优越条件，表明村“两
委”产业兴村的决心。甄铁铎经过实
地考察后，决定来养马堡村发展平菇
产业。

去年 4 月末，甄铁铎以每个 4 万
多元的价格在养马堡村购买了 4 个
大棚搞平菇种植。因为省去了建棚
时间，5月初就开始制作菌棒。平菇
菌棒的原料是棉籽皮、玉米芯、锯
末。将这些原料混合，经过1个多月
的发酵，捆扎成40多厘米长、直径10
多厘米的菌棒。菌棒放置 20 多天，
当年7月就开始出菇了。

甄铁铎随手拿起一个菌棒说：

“你看，这平菇是两头出菇，一头能出
半公斤左右。”甄铁铎告诉记者，一个
菌棒成本5元钱，可以出3.5公斤菇，
平菇均价为每公斤6元左右，除去成
本，一个大棚年收入可达五六万元。

甄铁铎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来养
马堡村的使命。去年 7 月，他注册
成立了鑫农发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
社，准备带动周边村民把平菇种植
产业做大做强。平菇大棚建成以
后，不少村民前来参观学习，甄铁铎
都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传授给他们。
为了让村民更好地掌握平菇种植技
术，在出菇期，甄铁铎雇用有种植想
法的村民来大棚干活，村民不仅能
免费学经验，还可以拿到一天 100

元的工资。
甄铁铎从1996年开始就搞平菇

种植，不仅熟练掌握种植技巧，积累
了丰富的种植经验，而且拥有丰富的
客源，平菇不仅在当地销售，还销往
沈阳、长春、四平等地。对村民而言，
平菇可以在秋冬季节种植，这样就不
会耽误侍弄自家的地。平菇生长周
期短、技术要求不高，可以让种植户
在短期内见到收益，基本出第一茬菇
就可以收回成本。

张满昌告诉记者，眼下，发展平
菇种植产业是村“两委”班子的头等
大事。今后，村里将下大力气发展这
项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
走上产业兴村的致富路。

养马堡村请来种植能手带领村民致富
本报记者 王晓波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2 月 21 日，记者获悉，
截至 2 月 18 日，辽阳石化炼油厂 100
万吨／年加氢精制装置已连续生产
航空煤油 13713吨，各项指标均符合
新国标标准，标志着辽阳石化公司航
煤生产能力达到 7万吨／月，创历史
最高水平。

辽阳石化 100 万吨／年加氢精
制装置是已经连续运行 24年的柴油
加工老装置。针对市场对柴油需求
下降、航空煤油需求增长的实际，辽
阳石化公司成立了科技攻关小组，对
老装置进行全面攻关改造，使其成为

既可以生产柴油又能生产航煤的“两
栖”装置，全力实现效益最大化。

在改造过程中，科技攻关小组人
员充分利用现有装置的工艺设备和
流程，编制了完整的科学调整改造方
案，对装置进料、罐区及公用工程系
统进行适应性改造，采取专线、专泵、
专罐输送储存等措施满足生产需要，
使装置突破了 12项高质量指标技术
难关，创效能力大幅提升。这套装置
改造后，于 1 月 22 日一次开车成功，
目前运行平稳。 孟 岩 卢守达

本报记者 严佩鑫

辽阳石化航空煤油生产能力
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2
月 21日，记者从丹东市总工会获悉，
为进一步发挥工会的职能作用，丹东
市总工会出台了关于支持民营企业
和民营经济发展八项措施，助推民营
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今后，丹东市将加大对民营企业
及其困难职工的帮扶力度。对经过
认定的民营小微企业，从 1 月到 9 月
30 日前上缴的工会经费予以全额返
还，用于职工活动阵地、文化阵地建
设。凡纳入丹东市困难职工档案的
民营企业职工，将精准实施生活、助
学和医疗三类帮扶救助。

同时，丹东市加大民营企业评先
评优工作力度，在组织、推荐劳动模
范、“五一劳动奖”“工人先锋号”等评

先评优项目中，提高民营企业和民营
企业家的获奖比例。加大对民营企
业职工的关爱力度，进一步提高民营
企业女职工的健康水平；定期组织

“鹊桥联谊”活动，解决民营企业单身
职工的婚姻问题。帮助民营企业解
决“用工难”问题。

此外，丹东市还将提升民营企业
的职工技能素质，设立职工技能提升
专项资金，把工会组织开展的送技能
进企业、“订单式”培训、职工技能培
训基地建设等工作向民营企业倾
斜。鼓励民营企业建立“首席技师”

“星级员工”“金牌工人”制度，全面提
升职工队伍综合技能素质。对新命
名的市级劳模创新工作室、职工创新
工作室，每家给予 1万元补助。

丹东工会系统
八项措施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春节过后，大连市下了一场雪，旅
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土城子村村民纪广
云提前将自家的蔬菜大棚和温室做好
了防护措施。2月 20日，42岁的纪广
云笑着告诉记者：“现在我自己是老板
了，累点儿苦点儿也高兴。要想过好
日子，就得撸起袖子加油干！”

纪广云和丈夫张金良 2000 年从
老家山东省临沂市来到大连旅顺口
打工，经过多年在菜园里做农活的积
累，熟练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2009
年，夫妻俩当起了“菜老板”，现在有 4
个蔬菜冷棚和 1栋蔬菜温室。

走进纪广云家的蔬菜冷棚，绿
油油的菠菜长势良好。“今年菜好，
估计能卖上好价钱。”纪广云告诉
记者，蔬菜种植基本没有农闲，腊

月二十左右西芹开始上市，一栋温
室收入 1 万多元。紧接着就开始施
肥、耙地，腊月二十九那天上午整
畦格子、铺地膜，下午就把娃娃菜
苗移栽完成了。等到 3 月份，娃娃
菜和其他大棚里的生菜上市，再换
种芸豆和西红柿，然后“十一”过后
又是一个轮播。

靠着一年四季生产各类叶菜，纪
广云家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日子过
得越来越好。去年，家里添了一个大
件——一辆 SUV 汽车。“再干上几
年，就能买上楼房了。”纪广云说。

“这些年从给人打工到自己当老
板，我们在旅顺口过得挺好的。乡里
乡亲没把我们当外地人看待，我们也
把这里当家乡了。”纪广云说。

“要过好日子，
就得撸起袖子加油干”
刘焕恩 李忠卫 本报记者 吕 丽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家 伟 报 道
加快钢都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是
关 键 ，项 目 支 撑 是 重 点 。 2 月 20
日，记者从鞍山市发改委获悉，鞍
山 牢 固 树 立“ 项 目 兴 市 、企 业 富
民”理念，全市将通过采取深入推
进“双招双引”、大力发展“飞地经
济”、强化项目服务等举措，积极
深入开展项目攻坚年活动，力争今
年开工建设重点项目 450 个，固定
资产投资达到 450 亿元，以扩大有
效投资为支撑，不断为高质量发展
蓄能增势。

过去的一年，鞍山积极融入“一
带五基地”建设，重点推进79个产业
基地项目和 131 个技术攻关项目，

“双鞍”融合完成7个项目的试生产，
德邻陆港一期投入运营，签约亿元以
上项目147个，开复工亿元以上项目
294个。

今年，鞍山将继续开展项目攻
坚年活动，深入推进“双招双引”，着
力扩大有效投资。全市将紧盯重点
区域，围绕钢铁、菱镁精深加工等传
统优势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新一
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突出鞍钢
等重点企业，打出“飞地招商”、专业
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会展
招商、轻资产招商、存量招商“组合
拳”，全年谋划招商项目 300 个以
上，签约重点项目 200 个以上。同
时，深入实施“钢都英才计划”，采取

“人才+项目+平台+基金”引进模
式，带动项目、资金、技术等要素集
聚，鞍山人才产业园全年计划引进
高端研发项目50个以上。

“飞地经济”是优化产业空间布
局、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调动招商积
极性的有效途径。为此，鞍山将全力
发展“飞地经济”，坚持全市“一盘
棋”，成立高规格“飞地经济”组织领
导机构，设立“飞地经济”专项奖励资
金，明确各开发园区的产业主攻方
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利用闲置的
302 万平方米土地和 30 万平方米标
准厂房承接“飞地”项目。

鞍山还将强化服务，多措并举
加快项目建设。将在全省率先开通

市级项目管理 APP 平台，实时掌握
项目进展，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存
在的手续办理、设施配套等问题。
同时，持续实施“项目管家”制度，全
面推行项目承诺制，提高办理效率，
压缩办理时限，实现项目尽早落地、
尽早开工。

截至目前，鞍山已落实今年计
划推进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409 项，
总投资 1802 亿元，当年计划投资
402 亿元。一季度，投资 5 亿元的万
利镁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0 万吨
镁制材料及制品项目、投资 2.6亿元
的辽宁宏成集团钠离子储能规模化
生产线项目等 45 个重大项目计划
开工。

鞍山450个项目为高质量发展蓄能
目前已落实409项，一季度45个重大项目计划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