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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ING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 陶阳报
道 春风送暖，生机盎然。4月 11日
上午，沈阳市铁西区、沈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园的 52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复工。
以瑞士布克哈德—远大压缩机为代
表的一大批规模大、层次高、前景好
的项目集中开工，开启了铁西区项目
集群式落地、产业链式发展的新模
式，将为铁西区乃至沈阳市的产业结
构调整、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

铁西区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振
兴发展的生命线，以“一园、一城、一
谷”等重点空间为依托，坚持发展向项

目聚焦、成效用竣工检验。成立由区
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项目小组，
每周定期调度项目，开通服务企业“直
通车”，即时解决各类问题，不但为铁
西区积蓄了巨大的发展潜能，也有效
拉动了经济平稳增长。去年，以华晨
宝马新工厂为代表的汽车及零部件
项目实现工业总产值 843亿元，以瑞
士布克哈德—远大压缩机为代表的
先进装备制造业项目实现工业总产
值 612亿元，以三生生物医药产业园
为代表的生物医药化工项目实现工
业总产值306亿元。

今年，铁西区的建设项目包括计

划投资 50 亿元以上项目 11 个、20 亿
元至 50亿元项目 14个、10亿元至 20
亿元项目 22个、5亿元至 10亿元项目
36 个。大项目的落地投产吸引了产
业上下游项目快速集聚，主导产业链
式发展成为现实。今年，铁西区计划
推进369个项目开工建设。其中，170
个亿元以上项目被列入沈阳市重点
项目，总投资 1268亿元，包括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新引进及在建项目36个，
总投资 480亿元；先进装备制造业新
引进及在建项目 59个，总投资 276亿
元；生物医药化工产业新引进及在建
项目36个，总投资209亿元等。

不仅重点项目数量、计划完成投
资、开复工项目数量、累计完成投资等
指标均列沈阳市首位，铁西区有针对
性的招商引资也推动项目结构日趋优
化。今年，华晨宝马新工厂、三生生物
医药产业园等新兴产业、实体产业项
目达117个，占全区重点项目的69%。

为切实保障企业无干扰建设、无
障碍发展、无顾虑投资，铁西区进一步
推进“万人进万企”活动，当好服务企
业的“店小二”。按照计划，今年铁西
区力争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200个，全
年开复工亿元以上项目 200个以上，
以更有效的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

沈阳铁西区52个大项目集中开复工
全年将推进369个项目建设，涉及汽车及零部件等重点产业 订单定向医学生

免费培养，是加强基层
医疗卫生队伍建设的
重要举措。为此，国家
和医疗主管部门、教育

机构花费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成
本。不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定向
生违约行为屡有发生。然而，在葫芦
岛市，首批7名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
养医学生全部到乡镇履约。

这是一条令人欣慰的消息。“下
得去、留得住、用得上”，是订单定向
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目标。为确
保正常履约，充实基层医疗队伍，葫
芦岛市卫健委与各县（市）区相关部
门对完成规范化培训的学生教育引
导到位、落实保障到位、动态管理到
位，为“下得去”奠定了思想基础，为

“留得住”营造了拴心环境，为“用得
上”做实组织保障。最终，该市首批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得以
一个不落地全部履约到位。

作为订单定向培养的特殊人才，
是要承担特殊使命、有着特殊担当、
未来要有特殊作为的。在市场经济
环境下，人们就业面临很多选择。但
无论怎样，作为有前置条件而被订单
定向培养的人才，都需要履约践诺，
用实际行动完成好党和人民交办的
特殊任务。

人无信不立。就业是青年人步
入社会的第一步，唯有重情守信、自
强不息，方能爱岗敬业、建功立业。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的积
极履约，是扣好就业的第一粒扣子。
个人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不仅是对
基层工作经历和人生阅历的极大丰
富，也有助于更好地树立群众观念、
增强服务意识。只要站稳立场、保持
定力、积极作为、开拓进取，一定可以
书写人生的精彩华章。

敢承诺是敢担当的良好开端，勇
践诺则是有作为的有力保障。当下，
很多地方推出工作承诺制。其实，亮
承诺亮出的是纪律规矩，是责任担
当；积极践诺，则是真正把责任扛起
来、抓工作严起来。工作承诺制的根
本意图是确保决策部署和各项目标
任务在各层面落地见效。只要大家
都有承诺践诺的诚信，树立讲奉献、
敢担当、勇负责的理念，抓落实不热
心、不主动、不得力的问题自会化解。

承诺践诺才能担当作为
李万东

本报讯 4 月 11 日，记者获悉，4
月 1 日至 4 月 7 日，执行新税率首周，
丹东海关对进口货物征收增值税 66.8
万元，相比原税率，合计减征增值税
15.4 万元，辖区进口企业享受到了税
率改革带来的实惠。

郑飞雪 本报记者 蔡晓华

丹东海关执行新税率
首周减税15.4万元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4月 11
日，记者从朝阳市政府获悉，从即日
起，朝阳市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
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加大打击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违法违规力度，为劳动
者就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此次专项执法行动，将重点查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
和行政许可（含劳务派遣）等相关情
况，集中治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
歧视性招聘信息、哄抬或操纵人力资
源市场价格、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
和其他证件、介绍不满 16周岁未成年
人就业等问题。

朝阳清理整顿
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眼下，又到了水稻育苗的关键时节。在盘锦市各
水稻产区水稻工厂化大棚育苗基地里，人头攒动，生产
繁忙。

盘山县太平凯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抢抓当前气
温回暖的好时机，提早动手，组织社员加紧进行水稻工厂
化育苗。在育苗现场，全自动水稻育秧播种流水线在社

员的熟练操作下，一个个育秧盘完成铺土、播种、洒水、覆
土等流程后，被运送至育秧大棚，整齐地摆放在苗床上。

今年，太平凯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可完成80万
盘工厂化育苗，能满足 2666 公顷水田的机插秧用苗。
据介绍，到4月中旬，育苗工作将全部结束。

本报特约记者 刘 刚 摄

盘锦水稻工厂化育苗助春耕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
者 4月 11日获悉，为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园管委会与海德堡中德科技园控
股有限公司日前签署协议，双方将积
极整合德国工业 4.0 资源，计划于今
年 6月正式组建中德（沈阳）工业 4.0
创新委员会。

据介绍，中德（沈阳）工业4.0创新
委员会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日前在德
国柏林召开，创新委员会的发展方向、
筹建路径、合作模式及合作内容初步
确定。创新委员会将以发展智能制造
为主攻方向，整合德国工业4.0领导委
员会、德国工程院、德国工商大会和
SAP、西门子、弗朗恩霍夫等科研机构

及企业资源，推动中德产业互融。同
时，积极引入德国工业4.0企业和科研
成果、德国二元制教育（学习工厂）等
先进元素，协助沈阳企业入驻海德堡
学习工厂进行技术研发。

在操作层面，创新委员会将搭建
智库咨询、对外合作、学习分享、解决
实施、产业发展 5个平台。组建中国
制造产业升级和德国工业 4.0战略专
家智库，定期开展主题交流活动；搭
建教育、科技、产业合作平台，推动多
领域合作；引入德国学习工厂模式，
提升本地企业的智能制造水平；开展
工业 4.0 咨询和诊断，提供技术提升
服务；共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设立
中德汽车产业投资基金。

中德（沈阳）工业4.0
创新委员会筹建

4月 11日，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
堡街道土城子村菜农马伟红家要移栽
有机生菜，当天一大早，有4个村民主
动过来帮工“抢春栽”。前两天，洪家
村菜农张璐家抢栽早春大头菜、生菜
和球生菜，听到信儿后，村里也有7个
人赶过来帮忙，挖菜苗、挑菜苗、栽菜
苗、浇水……各负其责，不到一天时
间，就保质保量地栽完了0.2公顷地。

走在旅顺口区各涉农街道的田
间地头，随处可见左邻右舍你帮我栽

菜、我为你打理果树等互相帮工的情
况，这种新近兴起的“村民互助组”成
为春耕生产又一新景象。

“以前俺们谁家有像孩子结婚这
样的大事小情，都会互相帮忙。现在
种粮、种菜也开始免费互相帮忙了，
比雇外面的人强！”菜农张璐说，眼下
是抢栽正要紧的时候，但像栽菜这种
活儿，一家光靠两口子一天根本干不
完，到外面找人帮忙也很难，不懂的
还得现教，栽植的质量也很难保证，

与其临时雇外人干，不如邻里或邻近
村村民之间相互帮忙。现在，各个农
户家基本都有菜田、果树，大家都是
菜农、果农，不但知道如何干，而且效
率高、质量有保证，省心、省力又放心。

记者了解到，互助组主要以本村
村民为主，大家自愿组合、平等互利，
互相不收取工钱，以工换工、以人帮
工。这种互助组的出现，不仅解决了
农忙时节农户劳动力不足的实际困
难，而且促进了村民间的沟通、和谐，

菜农、果农、粮农相互间不但出工出
力互相帮忙，还相互传授种植技术、
传递市场信息，扩大了销售渠道。

截至目前，三涧堡街道已抢栽大
头菜、莴苣、花菜等早春菜200多公顷，
移栽大樱桃树1000多棵，播种地膜覆
盖早春土豆20公顷，比去年同期提前
了10天。张璐说，今年春栽速度如此
之快，主要得益于互助组，“谁家农活
忙不过来，都有互助组成员过来帮忙，
大家合伙干，种菜种地都不愁了。”

互助组帮咱“抢春栽”
刘焕恩 李忠卫 本报记者 吕 丽

走基层 看春耕 KANCHUNGENG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记
者 4月 11日从大连市商务局获悉，今
年前两个月，大连市进出口额实现
741.9 亿元，同比增长 4.91%，高于全
国 4.2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302亿
元，同比增长 4.67%，分别高于全国
4.57 个百分点、全省 1.17 个百分点；
进口 439.9 亿元，同比增长 5.08%，高
于全国 3.58个百分点。

百强企业支撑作用显著。前两
个月，大连百强企业进出口额实现
539.6 亿元，同比增长 6.47%，占全市

进出口比重的 72.73%。
集成电路出口大幅增长。前两个

月，全市集成电路出口59.6亿元，同比
增长 143.35%，净增 35.1亿元，拉动出
口增幅 12.17个百分点。受政策变化
影响，成品油出口继续大幅下降。

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前两
个月，大连对马来西亚出口 14亿元，
同比增长 767.11%；对阿联酋出口 12
亿元，同比增长 1344.87%；对“一带一
路”其他国家出口 60亿元，同比增长
81.44%。

今年前两个月
大连进出口额同比增长4.91%

本报讯 近日，由锦州港始发
装载 6.4 万吨玉米的“远慧海”轮在
广东博贺港开始鸣笛卸货，标志着

“锦州—茂名”粮食航线成功开通。
借此航线，锦州港预计年度玉米下海
量可逾 100万吨。

以往，远程粮源开发是锦州港的
软肋。近两年，随着国家农业政策的
调整，锦州港应势而动，设立“西边道”
项目，自建3000个敞顶箱，直接切入东
北粮食产区，将泰来、白城等产区“最
初一公里”的玉米直接发运至锦州港。

仓容是衡量港口粮食中转的重
要筹码。今年以来，锦州港不断加大
对仓容的扩建。特别是 3月初，锦州

港粮食类物流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
投资补助 9463 万元后，立即建设了
锦州港粮食物流项目工程（一期）和
锦州港象屿粮食物流有限公司通用
罩棚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投产后，
将为锦州港增加近 30万吨仓容。

据锦州港副总裁宁鸿鹏介绍，锦
州港已连续 19年蝉联我国内贸散粮
中转第一大港，经锦州港下海的散玉
米累计已近 2亿吨。目前，厦门国贸
海运有限公司等一批海运企业进驻
锦州港，自造敞顶箱，不仅有效提升
了锦州港的运输能力，还为港口带来
可观增量。

孙 娜 本报记者 高华庚

锦州港扩建仓容开发远程粮源

本报讯 记者年旭春报道 “咱
们学校所处的阜新市是干旱半干旱
地区，所以我们做的‘基于无人机高
光谱影像的精准农业项目’很有意
义。”4月 11日，见到辽宁工程技术大
学测绘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李玉时，
他正在和博士研究生研讨新开展的
科研项目的细节。该项目成功后，能
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施肥、浇水
提供决策支持。

李玉于 2010 年获加拿大滑铁卢
大学遥感科学博士学位，当年 8月签
约辽宁工大。入职后，李玉组建了遥
感科学与应用研究团队。他意识到，
辽西北地区常年干旱少雨，不利因素
制约了农业发展。于是他组织开展
科研，项目实施后，可实现从遥感技
术理论向农业实践转化的迈进，用遥

感技术指导农业生产。
目前，研究团队在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和彰武县选取了种植玉米和花
生的样地，在耕种前、出苗期、生长期
等环节使用无人机采集土壤、环境、
作物生长状况等信息数据。通过持
续采集的数据，加以分析并给予农业
决策。具体说，就是精准地指导农民
施用杀虫剂、化肥的剂量乃至滴灌水
量，进而降低农业生产、田间管理成
本，助力农业向绿色发展。

自 2007 年以来，辽宁工大与阜
新市开展市校共建，30余个学院（研
究院）与该市的各个产业基地开展产
学研对接合作并与企业结对子，帮助
企业搭建研发平台。辽宁工大的科
研成果也优先在阜新地区转移转化，
为阜新的转型振兴提供新动能。

辽宁工大用遥感技术
指导农民精准作业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报道 现
居北京的丹东凤城籍中国斫琴大师、
古琴演奏家王鹏始终有一个回家乡
投资建立古琴文化园区的梦想，却苦
于远在北京不能现场办理营业执
照。了解这一情况后，凤城市市场监
管局派专人负责与王鹏沟通、衔接，
实施全程跟踪服务，通过电话、微信
沟通完成了企业名称的网上申报、调
整和核定。几天前，企业领到了营业
执照。

“我是凤城优化营商环境、实现
开办企业‘零跑腿’的直接受益者。”
凤城市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和力度，

给王鹏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他切身感
受到凤城真心实意为企业解难题、办
实事的信心和决心，“凤城真正做到
了‘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提供的‘一窗式’受理、‘一站式’
服务，让我不用到现场就能办理开办
企业的相关手续，圆了我多年的梦
想！”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推
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开辟“绿色通
道”……凤城优化营商环境再提速，
开办企业实现了从“只跑一次”到“零
跑腿”的转变。

当好服务企业和群众的“店小
二”，是凤城市优化营商环境的一贯

做法。该市全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实施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
审批、综合窗口出件的审批新模式，
努力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和群众少
跑腿。

今年是凤城的项目建设年。为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凤城市营商
局以提升服务事项审批效率为突破
口，全力压缩审批时限。其中，企业
注册登记实行“32 证合一”，在 3 个
工作日内即可完成；将林业、交通等
企业和群众办理较多的事项由承诺
件改为即办件；尽可能简化程序，减
少申报材料，大幅优化建设工程施

工许可和商品房预售许可等审批流
程；对重点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实
行专人负责，全程陪同办理；开展容
错受理、延时服务、预约服务和“双
休日”无休等特色服务，方便企业和
群众办事。

据了解，目前凤城 21 家有行政
审批职能的部门已全部进驻行政服
务中心，共派驻工作人员 120 名，开
设 51 个对外窗口，让市民、企业进

“一扇门”就可集中办理 307 项事
项。截至今年3月，凤城市营商局共
办理各类政务服务事项12542件，按
时办结率达100%。

凤城全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开办企业可以实现“零跑腿”

4 月 11 日，春耕在即，可调兵山
市富农水稻专业合作社的小麦加工
车间里却异常繁忙，社员正忙着把封
装好的面粉集中装车运往市内销
售。“为啥现在加工面粉？因为这个
时段的面粉比春节前更好卖，一天能
卖1000公斤左右。”面对记者的疑问，
合作社销售员张洪霞道出了原因。

富农水稻专业合作社位于调兵山

市兀术街街道施荒地村，是一家以水稻
种植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多年来，
合作社流转土地面积达333公顷。为
了进一步增加合作社和入股农户的收
入，从2014年起，合作社逐步减少了水
稻种植面积，相应地扩大了小麦的种植
面积，从20公顷扩大到166公顷。

合作社理事长施立武告诉记者，
种植水稻和小麦，每公顷收入相差不

多，都为1.6万元左右，但是小麦收割
后，下茬还能种荞麦、快豆或者大白
菜，产量都不低，两者相加，收入就高
了。以种植荞麦为例，1公顷荞麦去掉
成本能收入7500元，小麦加上荞麦的
收入自然要比仅种水稻的收入高。另
外，小麦和荞麦不易生病，后续的田间
管理简单，人工投入也比较少。

经过多年的摸索，如今，合作社

的小麦种植面积达166公顷，年产小
麦 1000 吨。同时，投资引进面粉加
工设备，实现了小麦从种植、收割、加
工到销售一条龙。加工出来的面粉
因品质高、口感好，深得辽北地区消
费者的认可，销售从头年秋收忙到第
二年春耕。合作社注册了“兵山牌黑
小麦面”商标，除了本地外，面粉还销
往沈阳、河北等地。

富农水稻合作社“一地双收”
本报记者 王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