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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笑梅报道 记者
4 月 8 日从省“扫黄打非”办公室了解
到，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主题，
我省目前在全省范围深入开展“净网
2019”“护苗2019”“秋风2019”等专项整
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类非法出版及侵权
盗版活动，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各项整治行动将持续到 11 月。其
中，“净网2019”专项行动以整治网络传
播淫秽色情和低俗问题为重点，将进一步
规范网络文学市场秩序，全面加强对文学

网站的监管，严厉查处价值导向偏差、危
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网络文学出版服务
平台。坚决打击利用网络文学传播淫秽
色情信息的作者及相关责任人，对制造噱
头、迎合少数人低级趣味，渲染色情暴力、
挑战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线等网络乱象开
展集中整治，严打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
贴吧、论坛等渠道引流低俗内容等行为。

“护苗 2019”专项行动以扫除妨害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上网下文化垃圾
为重点，将集中清查中小学校园周边书
店、报刊摊点、文化用品商店、打字复印

店、电子产品维修店等场所，坚决收缴
含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口
袋本”图书、卡通漫画、游戏卡片及淫秽
色情视频等有害出版物及信息，彻底清
理无证销售出版物的店档和游商。开
展网络有害应用及信息监测工作，严厉
打击有害学习类 APP，以及网络短视
频、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漫画等以
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网络信息、网络
应用等。

“秋风 2019”专项行动以规范图书
报刊出版物经营行为，着力整治新闻敲

诈、虚假新闻、有偿新闻等非法活动为
重点，将严厉打击假媒体、假记者站、假
记者，及时清缴涉政、涉军、旧闻、医疗
等非法报刊，依法查处假冒出版单位非
法征稿出版发行假期刊及利用非法学
术期刊实施诈骗行为，打击非法网络期
刊。依法整治“两微一端”等领域自媒
体违法违规采编、传播有害信息、炒作
敏感问题、敲诈勒索等活动。开展非法
印刷、非法打字复印活动专项整治。打
击侵权盗版重大题材、畅销书、少儿图
书、教材教辅等出版物。

打击非法出版及侵权盗版 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我省部署“净网”“护苗”“秋风”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 记者李越报道 我省稳
步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
作，明年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要
达到 75%以上，现有畜禽规模养殖场粪
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
上。这是 4 月 8 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
厅了解到的。

目前，全省14个市制定了畜禽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全省基本
形成了省、市、县政府扶持与养殖业主
主动治理相结合，以业主为主体、多方
投入、共同推进的有效治理机制。全省
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还田利用
率达到 72%，比 2014年年初提高 7个百
分点，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
备配套率达到82%。

我省全力推进畜禽规模养殖场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设施配套建设，同时
加强示范引领，积极开展畜牧业绿色
发展示范县创建工作，整县推进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法库县、海城市、北票市已被农业
农村部评为第一批畜牧业绿色发展示
范县。

下一步，我省将加强部门协作，
整合财力资源，有效推进畜禽规模养
殖场和散养密集区粪污处理设施建
设，全面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
平。建立起养殖、贮运或加工、种植
三方互利的市场运行机制，解决畜禽
粪污资源化还田利用“最后一公里”
问题。

明年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计划达到75%以上

近日，在沈山铁路线上，中国铁
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大修拉
开序幕。

此次沈山线第一阶段集中修，
同时启动 5 处清筛和 4 处换轨施工
现场，计划完成清筛150公里、换轨
150公里、人工换枕40公里，整个工
程将持续到5月中旬。

沈山线连接京哈、沈吉、沈丹、
高新、锦承等线，是沟通关内外的咽
喉。此次集中修，将解决困扰沈山
线桥梁、道口、站内等重点地段道床
弹性不良等问题。此次大修施工，
将整体提升线路质量，为沈山线客
货运输安全和旅客快捷出行创造更
为有利的条件。
陈 明 本报记者 周福刚 摄

沈山线
年度大修

本报讯 记者刘佳报道
4 月 8 日，省应急管理厅下发

《全省制造业重点领域专项整
治行动方案》，我省将按照“控
大风险、除大隐患、防大事故”
要求，针对制造业企业易毒易
爆物品的生产、储运、使用环节
和人员密集生产作业场所，突
出工业煤气、金属冶炼、涉爆粉
尘、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领域，
全面排查治理重大事故隐患，
推动企业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构建安全预防控制体系。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
包括四方面：一是产生煤气或
以煤气为燃料的工业窑炉、煤

气柜、煤气管道、除尘系统及
发电系统等设备设施及场所；
二是高炉、转炉、电炉、反应
炉、储运罐和吊车等设备设施
及场所；三是 10 人至 29 人涉
爆粉尘作业场所；四是有限空
间作业。

10 月底前，我省要全面完
成前期钢铁、煤气、涉爆粉尘企
业重大事故隐患的整改销号。
同时，构建上下联动的预防控
制体系，实现本地区“一图一
表”和各企业内部“一图一表”
的对接，建立形成政府企业上
下联动、由点及面的高风险点

（源）防控和监管体系，有效防
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我省全面排查治理
制造业企业重大事故隐患

本报讯 记者孔爱群报道
为开创我省农业农村发展新局
面，省农科院依托省科技厅“农
村科技特派创新示范工程”和

“兴辽人才”科技特派员项目，
结合各县域农业产业发展特色
和实际需求，组建了31个科技
特派团深入乡村一线开展科技
服务工作。这是4月8日，记者
从省农科院获悉的。

科技特派团坚持“质量兴
农、品牌强农”理念，积极构建适
宜区域发展的现代农业生产体
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同
时，发挥省农科院综合科技优势
和特色学科优势，开展优质稻

米、花生、高粱、薯类、果树、设施
蔬菜、食用菌、特色坚果等作物
绿色高效种植和柞蚕、刺参、淡
水鱼等特色农产品健康养殖等
关键技术指导和服务，引导农民
延伸产业链，实现附加值提升和

“三产”有机融合。此外，依托科
技特派示范基地，将农户、产业
种植养殖大户培养成新型职业
农民，壮大农村专业人才队伍，
从根源上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各科技特派团已完
成 2019 年度实施方案制订和
与服务市县科技部门对接等工
作，并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
面对面给农民讲解农技知识。

省农科院组建31个
省级科技特派团下乡助农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今年，我省将在建平、义县两县
试点开展退化草原的人工种草
生态修复工作，拟实施人工种草
4万亩。尔后依托试点成熟经
验，陆续在我省退化、沙化草原
地块进行推广。

我省草原不同程度存在退
化、沙化、盐渍化现象，尤其是
辽西北地区，由于干旱少雨，草
原沙化、退化现象较为突出，约
占 当 地 草 原 面 积 的 40% 至
50%。2009 年至 2015 年，我省
先后通过采取围栏封育、补播
改良、鼠虫害防治等综合措施，
在康平、义县、北票、建昌等 12

县（市）区实施辽西北草原沙化
治理工程。7年里累计投入6.9
亿元，共完成草原沙化治理面
积 690 万亩。截至 2018 年年
末，全省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值
达到63.13%。

下一步，我省将做好做实
草管员队伍建设和培训，对
690 万亩辽西北草原沙化治理
工程区加强管护。同时，结合
今年要开展的“国土三调”工
作，全面摸清我省的草资源底
数，落实国家草原生态补奖政
策，确保我省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在今年底达到 63.43%，较上
一年度增加0.3个百分点。

今年建平义县试点
人工种草4万亩治沙

本报讯 以“ 融 合 的 工
业 —— 工业智能”为主题的
2019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日
前拉开帷幕，瓦轴集团携系列高
端轴承精彩亮相，与众多国际知
名企业同台竞争交流，吸引了多
个国家高端客户的目光。

在 81平方米的展厅内，瓦
轴集团展示了以工业装备、风
电、轨道交通及高端汽车为代
表的瓦轴四大类高端轴承。其

中，工业齿轮箱轴承、水泥搅拌
车减速机轴承、水泥立磨轴承、
轧机系列轴承等工业装备类轴
承，风电系列轴承，高端汽车轴
承，均已批量为世界知名企业
配套，海外市场订单稳定增长。

今年以来，瓦轴集团打造
竞争新优势，实现企业高质量
发展目标。

曲 媛 鞠家田
本报记者 王 刚

瓦轴高端轴承亮相汉诺威工博会

本报讯 记者李颖报道
记者 4 月 8 日从省文化和旅游
厅获悉，清明节假期，全省共接
待游客712.4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48.6亿元。

全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精心
谋划、精心组织，激活假期文化

旅游市场。从全省的情况看，市
场整体呈现出文旅活动丰富、旅
游安全保障有力、综合接待情况
良好、市场秩序井然的态势。全
省共接到一般旅游投诉8起，均
妥善处理，假期无旅游安全事故
发生，无重大旅游投诉。

清明节假期全省接待
游客712.4万人次

（上接第一版）浩业化工高分子材料、宝
来生物能源、辽河石化环烷基润滑油高
压加氢、宝来轻烃综合利用等项目纷纷
上马。其中，宝来轻烃综合利用项目总
投资173亿元，项目达产后，将增加百万
吨乙烯产量。

建设世界级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
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盘锦产业
发展根基，需要更大更好的项目支撑。

辽东湾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
掀开了盘锦发展的新篇章。兵器集团、
沙特阿美公司和鑫诚集团合资公司设
立后，将负责建设与运营位于辽东湾新
区石化产业园的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
项目。项目包括1500万吨/年炼油、150
万吨/年乙烯、130 万吨/年对二甲苯等
装置，打造集约化、高端化、差异化的世
界级石化企业。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
新增销售收入 1000 亿元、利润 110 亿

元、税收200亿元。

找准定位 拉长产业链条
世界级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

不仅需要体量大，更需要环环相扣的产
业链条。从全球石化产业发展经验来
看，一体化建设模式是知名化工园区成
功的关键因素，通过产业链上下游一体
化，实现生产装置互联、上下游产品互
供、管道互通、投资相互渗透，从而使资
源得到充分利用。

对此，盘锦在做足做细中下游及
精细化工，延伸石化产业的纵向链条
上 下 功 夫 ，将 产 业 价 值 链“ 吃 干 榨
净”。辽宁北方戴纳索公司所用原料
为苯乙烯和丁二烯，而这些原料都是
一墙之隔的华锦集团的产品。经过生
产转化，苯乙烯和丁二烯生产成为了
高端的丁苯橡胶，用于高性能轮胎和

绿色轮胎、沥青改性、塑料混炼改性等
领域，既拉长了产业链，也大大提高了
产品的附加值。

围绕石化资源做文章，将初级石化
产品进一步深加工，逐渐孵化出新材
料、药用中间体等与石化行业相关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还利用自身优势，
寻求差异化、高端化发展，盘锦石化企
业走出这样一条新路子。中润特塑的
聚醚醚酮、辽宁键凯科技的医用药用聚
乙二醇等产品，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北燃公司新上马了光亮油项目，这是一
种高黏度润滑油，能够替代进口产品；
盘锦石化企业开发了丁基橡胶、丁苯橡
胶、顺丁橡胶等产品，正在成为全国最
大的合成橡胶产业基地。

目前，盘锦聚集了沙特阿美、德国
南方化学、西班牙戴纳索等一批行业巨
头投资的石化及精细化工企业。这些

石化项目背后有世界领先的技术、最高
的安全标准和最优的运营经验支撑，其
强大的产业带动能力将转化成为盘锦
石化产业迈向世界级的“助推剂”。

为了推动石化及精细化工研发的
创新发展，盘锦市成立了中科院大连化
物所盘锦产业技术研究院、大连理工大
学盘锦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研
发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核心
技术和共性技术，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
力，大力发展以乙烯、丙烯、C4、芳烃等
为源头的主导产业链。

如今，华锦阿美炼化一体化、宝来
化工轻烃综合利用、浩业化工芳烃合
成等一批项目已竣工投产，到 2024 年，
盘锦石油炼制、乙烯生产能力将分别
达到 4000 万吨、300 万吨，有效改善盘
锦市以及我省“油重化轻”产业结构现
状，带动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阔步迈向“世界级”

（上接第一版）
种植方式的变化，带来土豆的量

质齐增。
膜下土质潮湿，土豆生长更均匀，

皮亮不沾土，亩产增加 20%。同时，覆
膜后地温高，秧苗长得快，早种早收早
上市。

诸多优势，让膜下“出品”贴上了
“免检”标签，经纪人来时点名要膜下滴
灌技术栽出的土豆，每斤还多给1角到
2角钱。

好处不仅于此。
“起土豆后还可再种大根萝卜，一

年两茬，亩均纯收入能达到四五千

元。”大寨乡农业助理赵士民说，这种
复种方式已持续 20 年，原本是靠栽土
豆保种植成本，靠卖大根萝卜赚钱。
随着近年来土豆身价的上涨，大寨乡
土地的综合产出效益不断提升。

经历一个收获季后，曾经担心膜
下滴灌会导致土地板结的观望者打消

了顾虑，开始争相上设备、学手艺。赵
士民说：“看这架势，再有一年，这个村
就能全覆盖。”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
‘土豆’却大不一样。咱这也应该算是
创新驱动、提档升级吧？”指着眼前的
一片地，赵士民笑着说。

大寨乡土豆“穿”暖衣“喝”肥水

2018 年起，我省分别在开原市、
朝阳县、法库县、兴城市4个县（市）建
设水稻、玉米、大豆、马铃薯绿色高产
高效关键技术试点，选择农田基础条

件好、农技推广网络全、辐射带动能力
强、交通便利的区域，各划定 1000 亩
左右的试点区域，旨在实现项目区作
物种植绿色、节本、增产、增效。

（上接第一版）
沈阳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关已完善海关内部流程，强化中欧
班 列 专 用 窗 口 和 铁 路 集 装 箱 场 地
专用堆场管理，建立关企联系配合
机制，定期开展政策宣讲和培训，
一 站 式 解 决 企 业 疑 难 问 题 。 通 过
加强与口岸海关的联系配合，为中
欧 班 列 货 物 汽 车 零 部 件 、机 械 设
备 、劳 动 工 具 、生 活 用 品 、服 装 鞋
帽、食品等量身定制监管方案，提
高监管效能，强化科技运用，提升
理货、分拨、申报、集中驳运等物流
节点信息化水平。目前，沈阳海关
优化通关环境吸引 4 条“一带一路”
国际货运线中欧班列从关区始发，
沈阳地区中欧班列实现双向运营。
今年前两个月，该关共监管进出境
中欧班列 25 列、集装箱 2328 标箱、
货 值 7500 万 美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5.3%、17.6%、25.5%。

快速通关为“一带一路”上的贸易
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低碳服务”——让
数据多走路、企业少跑腿，更减少了货
车在码头与监管仓库间往返奔波的次
数，这种低损耗、低成本、高效率的通
关服务，是支持“辽宁制造”顺利走向

“一带一路”的有力保证。

全省各海关为“辽宁制造”
铺就出口快车道

（上接第一版）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不
设准入门槛，不限持股比例，吸引各类
社会资本以出资入股、增资扩股、股权
置换、资产证券化、市场化法治化债转
股等多种方式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从而走出国企混改的多条途径，促进
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全面推进国有
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推进过程中，辽宁省因地制宜、
因业制宜、因企制宜，“一企一策”精心
制定方案并组织实施，在资本混合同

时推动企业体制机制变革，促进不同
文化融合，并采取办法切实维护混合
所有制企业中的小股东权益，保障多
方共赢。过去一年，辽宁省完成省属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 26 个，截至
2018 年年底，省属企业混改比例达到
51%，沈阳、大连两市所属国企的混改
比例分别达到54.8%和57%。

“推进国企混改更要与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国有资本与
民营资本融合发展。对于已经实施混

改、但国有资本仍然‘一股独大’的企业，
我们还将深推二次混改，进一步优化股
权结构。”这位负责人表示，辽宁将持续
扩大对外经济开放度，除了在产交所公
开推介外，还将进一步深化“江苏—辽
宁”“上海—大连”“北京—沈阳”对口合
作、搭建国有企业对接民营企业等合资
合作平台，以更加开放务实的思维和做
法，吸引产业协同、优势互补的产业投资
者，促进体制机制转变，将国企治理能力
和运行质量提升到更高水平。

辽宁集中推介52户国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混改

3月31日，在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虎山镇栗子园村，振安区
交通运输局施工人员为 7号桥制作盖梁模板，为下一步浇筑桥板
做准备。全长 20余公里的抚丹线（土城子—栗子园段）改建工程
中5座桥梁已同时复工。 本报特约记者 宋永昆 摄

春暖复工架桥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