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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SULAN

本报讯 记者王刚报道 开春
以来，随着大项目建设陆续上马，大
连市为项目建设配备的专职“服务秘
书”再度走上服务保障第一线。为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项目建设，
大连市今年赋予“服务秘书”监督各
职能部门服务项目情况的职能，每名

“服务秘书”既是项目建设的“服务
员”，又是监督各职能部门服务情况
的“监督员”。

大连市项目“服务秘书”保障制
度于去年 3 月建立，全市选出 378 人

担任 719 个重大项目的“服务秘书”
并建档造册。在具体工作中，他们对
本地区、本单位能解决的问题，限时
解决并跟踪反馈；对需要市级以上层
面推进解决的问题，会同项目企业提
出需求，经核实后纳入问题清单，由
市政府实行挂牌督办。对一些重特
大项目存在的问题，组成“加强型”服
务秘书团队，着力研究解决，推动项
目加快建设。据统计，“服务秘书”帮
助企业协调各类问题 300多个，有效
解决近 200 个。第三方机构评估显

示，企业对“服务秘书”的总体满意率
达 97%以上。

在此基础上，大连市今年进一
步拓展“服务秘书”的工作职能，提
高“服务秘书”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和
水平。大连市政府统一制作配发了

“服务秘书”工作证和工作纪实手
册，“服务秘书”需及时反馈各职能
部门服务项目情况，并进行公正、客
观评价。“服务秘书”的监督评价将
作为评判各职能部门服务情况的重
要依据。根据“服务秘书”的监督情

况，市、区（县）两级政府将适时进行
汇总通报。

为保证服务效果，大连市进一步
选优配强“服务秘书”。“服务秘书”必
须由专业素质较高、协调能力较强的
行政机关人员担任，每名“服务秘书”
服务项目个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3个。
其中，市级重点项目由所在地区街道

（乡镇）或部门副职以上领导担任（市
直单位由副处级以上领导担任）。为
防止出现图虚名、走过场现象，“服务
秘书”的工作业绩将与年度绩效挂钩。

大连赋予项目“服务秘书”监督职能
监督评价结果作为评判职能部门服务的重要依据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3 月
28日，记者从辽宁法库经济开发区了
解到，法库陶瓷产业园区累计投资近
5 亿元，强力推进环保改造，目前 20
余条生产线已全部改造完成。

近年来，法库开发区在“高端化、
品牌化、绿色化、智能化”理念的指引
下，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
力开展招商引资。目前，开发区已吸
引近 300家企业入驻园区，形成了以
陶瓷产业为核心、东北地区规模最大
的拥有相对完整产业链条的现代化

陶瓷生产基地。
法库开发区积极引导企业节能

减排，全面推进陶瓷产业园区“四化”
改造升级，投资近 5亿元改造完成 20
余条生产线，园区所有陶瓷企业全面
实施“煤改气”。

目前，园区企业年循环利用各
类陶瓷废料 120 万吨。全部使用清
洁能源后，每年可减少原煤使用量
150 万 吨 ，预 计 年 减 少 颗 粒 物 150
吨、二氧化硫 7400 吨、氮氧化合物
3600吨。

法库陶瓷产业园区
全面实施“煤改气”

3 月 28 日，在沈阳张明化工有限公司异辛酸
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为客户生产产品。目
前，该企业以异辛酸为主的12类产品在市场上供
不应求，订单已经排到下半年。

据了解，该企业是国内最大的异辛酸和涂料
催干剂生产企业，异辛酸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处

于国际领先地位，其产品是生产各种建筑涂料、青
霉素类药品、汽车玻璃安全膜、建筑玻璃幕墙内安
全膜不可缺少的原料。如今，企业生产的异辛酸
产品已经出口到中东、南美、东南亚、欧洲的30多
个国家和地区。企业 2018年创造产值 5亿元，人
均产值达1000万元。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民企化工产品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时节，但在铁
岭市清河区聂家满族乡红花甸村，大
家为家里的种牛忙得最多。一进入
红花甸村，记者就听见了玉米秸秆粉
碎机工作的声音。“我家养了 30头繁
育母牛，年前准备的饲料已经让这些
牛吃得差不多了。”村民何泽军说。

今年 45岁的何泽军从小就跟着
父亲学养牛，这几年主要从事种牛繁
育工作。村党支部副书记王长生告
诉记者，红花甸村紧邻清河水库，人
均耕地非常少，村民因此纷纷选择养
殖业，种牛繁育逐渐成为全村的主导
产业。目前，红花甸村有 28 户村民
从事种牛繁育，村内有种牛 200 余
头，是聂家乡种牛繁育最多的村屯。

通过种牛繁育，何泽军率先在村
里富了起来，可心里却始终牵挂着邻
居何士义家的日子。何士义夫妻俩
因为身体残疾，是村里的贫困户。为
了帮助这一家人，何泽军把家里的两
头繁育母牛先借给何士义。“我告诉
他们两口子，养牛赔钱了算我的，要
是挣钱了，再把那两头牛钱给我。”在
何泽军手把手的帮助下，何士义一家
依靠养牛，没几年就脱了贫。

据王长生介绍，像何泽军这样一
户带一户帮扶的事，在红花甸村有很
多。此外，通过养牛，不光是本村的
秸秆被粉碎成了饲料，相邻两村的秸
秆也都被红花甸村“吃”掉了，彻底解
决了困扰农村环境发展的秸秆问题。

红花甸村邻里“赊牛”助脱贫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3 月
27日，沈阳市发布《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问责工作制度》，规定从即日起，
将农民工工资支付纳入各级政府和
相关部门的年度考核中，发生群体性
或较大影响的欠薪事件将追究相关
单位及人员的责任。

为进一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
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沈阳市把
责任追究制度作为落实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各项机制、制度的重要内容，纳

入市政府对各县（市）、区政府及市直
相关部门的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各行
业主管部门对确因挂靠承包、违法分
包、转包、拖欠工程款等造成的欠薪案
件进行督办。同时，加大对建筑业企
业的监管力度，对屡次引发群体性突
发事件或恶意欠薪造成严重后果的企
业，依法及时清除出本地市场。

在责任追究方面，各县（市）、区
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承担本地
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主体

责任。各县（市）、区政府及市直相关
部门存在以下情形的将追究相关单
位及人员的责任，包括不履行或不认
真履行工作职责，未按要求建立健全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机制、制度或未
及时排查化解本地区、本系统农民工
工资支付风险，导致发生群体性或较
大影响欠薪事件的；发生群体性或较
大影响的欠薪事件后，未按要求及时
处置，导致事态激化扩大，造成严重
后果的；其他原因致使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处置不当或工作不力的。
对责任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

单位，沈阳市将发出《督办单》或进行
通报批评，必要时对单位负责人进行
约谈，提出限期整改要求，涉及违法
违纪的移送纪委监委机关处理。对
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发生
群体性或较大影响欠薪案件的单位，
在年度综合考评中降低考评等次，并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

沈阳将农民工工资支付纳入政府年度考核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从春
节后零星上市，到现在可以大规模采
摘，俺们旅顺的大棚大樱桃进入‘春
收’期了！”3 月 28 日，大连美源农场
负责人董径舟告诉记者，发展大棚樱
桃种植，不只是让果树种植从“春种”
变“春收”，时间差带来的含金量更有
价值，好的品种刚上市就能卖到一公
斤 400元以上。

记者了解到，作为国内温室大棚
樱桃上市最早的地区之一，大连市
1333公顷大棚樱桃目前已进入上市高
峰期，来自全国的收购商涌入金普新
区七顶山街道、瓦房店得利寺镇、驼山
乡等大棚樱桃主产区进行集中采购。

大力发展大樱桃种植是大连市
加快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步伐、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高效农

业项目，也是果农增收致富的主导产
业。近年来，大连市通过做好技术引
进、培训推广、推动生产营销组织化
发展及举办“樱桃节”实施品牌经营
多元销售、促进与旅游业融合等方
式，扩大了“大连大樱桃”的知名度。
据了解，今年仅旅顺口区的大樱桃总
产量就在 3万吨左右，将为果农带来
超过 6亿元的收入。

大连大棚大樱桃进入“春收”期

本报讯 记者李万东报道 3
月 23 日，由团中央巾帼创业就业圆
梦行动组委会举办的母婴健康护理
知识普及公益培训讲座在建昌县素
珠营子乡开讲。因驻村“第一书记”
牵线搭桥而成功举办的此次巾帼创
业就业公益圆梦活动，使 110名有志
女性参训受益。

“巾帼创业就业圆梦行动”是团中
央组织的一项全国性大型公益活动，
致力于为有志女性提供一个再就业、
再创业的平台。辽宁工业大学派驻素

珠营子乡石灰窑子村“第一书记”孟超
与“巾帼创业就业圆梦行动”活动主办
方取得了联系，在培训计划出台后，素
珠营子乡9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共
同努力，广泛宣传发动群众。

此次培训，学员学习了家庭服务
业相关政策、就业前景、工资情况与职
业道德以及母婴护理师服务内容。素
珠营子乡党委书记张汉涛表示，培训
活动让有志女性获得了实用技术，对
她们未来的就业创业大有裨益，更为
贫困地区的脱贫开辟了新路。

素珠营子乡妇女
免费接受月嫂培训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3
月 28 日，作为沈阳市建设多层次资
本市场、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新时
代振兴的重要举措，盛京基金小镇在
沈阳国际软件园正式揭牌。揭牌当
日，赛伯乐投资集团等 5家企业首批
入驻，另有 30 余家基金公司及机构
达成入驻意向。

近年来，基金投资在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为推动区域经济稳步

发展，满足企业尤其是科技创新型企
业旺盛的投融资需求，沈阳市决定设
立盛京基金小镇，由沈阳国际软件园
和辽宁青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运
营。沈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吸引更多有实力的基金投资机构落
户沈阳，支持基金小镇健康有序发
展，沈阳市将推出一系列富有含金量
的政策和举措，涉及抓紧出台包括税
收、奖励等在内的招商政策，基金投
资企业优先纳入上市企业后备库，拓
宽投资退出渠道等方面。

盛京基金小镇在沈揭牌

本报讯 记者姜义双报道 “通
过培训，我的眼界开阔了，能力也得
到了提升。我准备报名参加国家开
放大学的本科班继续学习。”作为“一
村一名大学生”蓄水工程函授班培养
的大学生，昌图县昌图镇青羊村党支
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翟立志不仅从
丹东引进新品种花卉，引领贫困户成
立了东来海棠种植合作社，而且在全
镇开通“青羊村微信公众平台”，极大
地提高了管理效率。

据统计，截至目前，铁岭市有771
名农村青年通过参加“一村一名大学

生”现代远程教育获得知识、锻炼能
力，挑起了乡村振兴的大梁。

2013 年，辽宁广播电视大学确
定由省电大农村教育学院全面负责
全省“一村一名大学生”教育项目服
务与管理工作。铁岭市随即启动调
兵山市、昌图县、西丰县后备干部培
养及干部大讲堂试点。参加“一村
一名大学生”教育项目的学员都是
从各行政村选拔的优秀农民，学期
为两年半，学员毕业后可获得大专
毕业证。

在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教育

项目过程中，各地因地制宜，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调兵山市于2014年开
设农村行政管理专业干部大讲堂，目
前 已 培 养 了 3 届 、102 名 毕 业 生 。
2015 年，昌图县结合本地实际实施

“一村一名大学生”蓄水工程，由县财
政拿出专项资金，计划用 3 年时间，
为全县 425 个村各培养一名土生土
长的农村行政管理专业“大学生接班
人”。2016 年，西丰县将“一村一名
大学生”远程教育项目与省扶贫办

“贫困村致富带头人结合一村一培育
工程”项目融合，集中培养农村青

年。到2018年秋，西丰县共有247名
新型农民参加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的学习。

如今，“一村一名大学生”教育
项目中的部分学员成为农村基层干
部队伍中的骨干和致富带头人。西
丰县郜家店镇胜利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韩立有经过培训，掌握
了食用菌种植技术，创办了原昌药
用菌专业合作社，目前已建成灵芝
大棚 83栋，种植露地木耳 8公顷，带
动周边 120 户贫困户参与食用菌
生产，人均增收近万元。

铁岭771名“农民大学生”乡村振兴挑大梁

“以往有人找我们擀毡子，我们
就去干活，没人找就在家务农。说啥
也没想到，我们传承擀毡子老手艺的
同时，还收获了商机。”3 月 27 日，阜
新蒙古族自治县建设镇德一村村民
李广文边弹羊毛边说。

李广文口中的“老手艺”是“蒙古
勒津擀毡子技艺”，2012年被列为县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李广文从小就和父
亲学习擀毡子手艺，到他这一辈，这门
手艺已在他们家族中传承了5代。“原
来我们靠擀毡子手艺吃饭，现在靠它
致富！”李广文笑着对记者说。

加工车间内，弹毛弓撞击竹帘发
出优美而动听的旋律。在李广文的

反复操作下，羊毛逐渐变得松散。在
外人看来，擀毡子的工具简单，工序
也不复杂，李广文却认为，每一道工
序都需要认真对待，才能做到极致、
完美。李广文举例说：“比如说弹毛，
这虽然是擀毡子的第一步，却很重
要，必须把羊毛弹成雪花状，才能进
入铺毛环节。”

在铺毛环节，记者看到李广文带
领其他村民将竹帘儿平铺在地上，将
羊毛均匀、平整地抖落在竹帘上，浇
上滚烫的水进行高温消毒，接下来用
竹帘把羊毛卷起来，用绳子紧紧捆
住，几个人使劲儿用脚踩踏，反复滚
动毡子，展开后整理边缘，浇开水，再

卷起来……如此反复数次，不用一针
一线，一张洁白而平整的羊毛毡子就
出现在记者眼前。

从弹羊毛到完成洗毡子，手工制
作一张羊毛毡子，两个人至少要忙活
一天。李广文说，相对于机械加工来
说，手工擀毡子的成本较高，但近年
来人们崇尚朴素、健康，用传统手艺
擀制的羊毛毡子受到青睐，“最近我
收到的10个订单中，有8个要求手工
制作”。

因为羊毛毡子具有隔凉保温、简
单环保的优势，德一村党支部书记徐
占利看到了它的商机。2017年，在徐
占利的提议下，李广文和村党支部联

合开设了羊毛毡子厂，这也成为壮大
村集体经济的一条渠道。羊毛毡子厂
采取订单生产的模式，去年接了 300
张羊毛毡子订单。据李广文介绍，生
产一平方米毡子需要六七公斤羊毛，
去年毡子厂共消耗7500公斤羊毛。

毡子厂一方面让周边乡镇的养
殖户通过卖羊毛实现增收，另一方面
促进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增收。
徐占利说，去年毡子厂盈利 10 万
元。下一步，村里将坚持走传统工艺
制毡路线，在毡子样式、功能和包装
上创新，初步打算将毡子割成块，加
以包装、美化，变扛毡子为拎毡子，让
毡子携带便利化、美观化。

老手艺“擀”出新商机
本报记者 年旭春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3月
28 日，记者获悉，大连高新区日前启
动驻大连大学人才引进工作站。该工
作站是东北地区首个入驻高校的人才
引进工作站，是探索校地合作和校企
合作实施落地的具体模式之一。

通过人才引进工作站的建立，大
连大学将根据大连高新区内企业的需
求对学生进行专业培训。

东北高校首个人才
引进工作站落户大连

阜新市绿鲜原肉驴食品有限公
司是当地的农事龙头企业。去年，阜
新市新邱区以绿鲜原公司为依托，成
立了鑫原肉驴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产

业带动 65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
脱贫。今年，合作社又发展 48 户贫
困户从事养殖业，增加了农民收入。

本报特约记者 朱学著 摄

养殖业带动阜新贫困户走上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3月
28日，记者获悉，辽阳市市场监管局、
公安局、民政局等十部门联合开展整
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以来，已打
掉制假售假窝点 9 个，采取强制措施
13人。

辽阳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
于1月8日开始，重点围绕与群众日常
消费密切相关的行业和领域，集中整
治社会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的食品（保
健食品）以及宣称具有保健功能的器
材、用品、用具、小家电。

辽阳打掉9个
制假售假窝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