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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SULAN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今
年前 4个月，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
公司生产经营全线告捷：产出“复兴
号”时速 160公里动力集中动车组动
力车、高原机车等 4个新品种大功率
机车总量达 124台，创近 5年来新高；
中标53列318辆西安地铁6号线车辆
合同，与青藏铁路公司签订 8亿元 36
台高原机车合同；“复兴号”FXN3型
机车、4400马力货运机车、时速160公
里动力集中内燃动车组动力车、3000
马力轻混和重混调车机车等国铁内
燃机车研制取得突破，进一步奠定了
在国铁机车行业的引领地位。

与中车大连机车公司为代表的
传统产业升级同步，大连的新兴产业

通过持续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大
连冰山集团以冷热技术为核心，实施

“深焓能源”战略，提升二次能源利用
效率，在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天然
气、煤矿、热电等领域实现余压余热
余汽余冷再回收、再利用，提供节能
减排高端装备，一季度签订国内最大
的风洞合同 CTW、河北宁纺国内最
大单机蒸汽型螺杆ORC余热发电机
组等项目，“深焓能源”项目订货同比
增长 25%。

大连机车和大连冰山是大连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坚持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

“双轮驱动”，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连市规上工

业实现较好开局，已投产项目产能持
续释放，英特尔、辉瑞制药等重点企业
强劲增长；华锐重工集团、华录松下、
大连中远海运重工等企业进入上升通
道。今年前4个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0.1%，对全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今年
以来，大连市聚焦动能转换、提质增
效，强化创新服务，筛选出 90个投资
额度大、创新能力强、有利于形成产
业集聚、对全市工业长远发展有重要
意义的项目作为年度重点项目，计划
总投资 874亿元，及时解决制约工业
投资项目的难题。加快推进传统产
业智能化改造，建立智能制造项目

库，实施动态管理，修订《大连市智能
制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支持和鼓
励中小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建设数
字车间和智能工厂。培育壮大新兴
产业，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方面，与
华为公司进行产品配套企业对接，提
升服务企业能力；在电子信息制造领
域，跟踪推进重点项目，伊科能源项
目试生产，达利凯普项目稳步推进。

大连市加强工业经济运行监控，
将重点监控企业数量扩大到 200户，
随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及时研
究提出应对措施。对全部规上工业
企业配备专门的“工作秘书”，一企一
策解决问题、一对一精准服务，实现
了规上工业企业“工作秘书”全覆盖。

大连工业“双轮驱动”跑出“加速度”
前4个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 本报讯 记者 5月 16日获悉，为

充分发挥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推动盘
锦全域旅游跨越式发展，盘锦新近出
台《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决定设立
2000万元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推
动全市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办法》明确，每年旅游发展专项
资金不少于 2000 万元，用于支持旅
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注重对旅游
重点项目建设进行支持，对当年竣工
并投入使用的经营性新建旅游项目
给予奖补；对当年度投入使用的三级
以上县域旅游集散中心、新评的“金
芦花”（“银芦花”）民宿、投入使用的
旅游厕所等给予奖补。专项资金注
重对旅游品牌创建的支持，对当年度
获得国家 5A级、4A级资质的旅游景
区及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体育示
范项目基地、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企

业给予一定奖励。
盘锦发挥旅游专项资金的激励

引领作用，巩固现有京津冀重点客源
市场，挖掘“长三角”“珠三角”等高端
客源市场。《办法》规定，对组织境内外
旅游包机团队、火车专列团队、旅游
直通车系列团队、大型自驾游团队来
盘锦及在盘锦组织国际级、国家级重
要会议或体育赛事、文化交流活动的
部门或企业（个人），分别给予奖补。

毕志明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盘锦2000万元专项资金
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连日
来，在锦州各乡镇村屯，随处可见繁忙
的春播景象，广大农民抓住当前土壤
墒情和地温良好的有利时机，掀起了
抢墒播种的热潮。

入春以来，锦州市基本无有效降
水，大部分地区旱情严重。5月 12日，
受高空冷涡天气影响，锦州通过组织开
展立体化人工增雨作业，喜迎今年第一
场有效降雨。降雨过后，锦州市各县

（市）区广大农民全面开展抢墒播种，力
争在最短时间内高质量完成春播。

锦州农民抓住时机
抢墒播种

5 月 16 日，在华中数控（辽宁）智能制造应
用示范基地的实训教室里，学员在老师的指导
下正认真地学习工业机器人的操作。经过半个
月的系统学习后，这些学员将成为企业生产线
上操作工业机器人的行家里手。

随着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对操
作机器人的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大幅增长。华

中数控（辽宁）智能制造应用示范基地作为东北
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工业机器人实训
基地，在为企业培训技术人员的同时，也为高职
院校搭建了一个和企业“无缝对接”的人才培养
平台。据工作人员介绍，去年年末至今，这里共
为企业和高职院校培训了500多名操作工业机
器人技术人员。 本报记者 周福刚 摄

校企对接培育机器人操作人才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5
月 16 日，2019 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
会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开幕，来自英
国、德国等 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0
家知名企业携数千种特色商品集中
参展，参展国别和展品数量再创历史
新高，其中 29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参展，比去年增加 53%。

作为我国首个区域性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大交会”至今已成功举办
了 32 届，成为我国东北和环渤海经
济区重要的区域性国际商品交易博
览会。自 2017 年起，交易会由进出
口双向交易平台转变为以进口为主、

出口为辅的交易平台。本届交易会
以“广交朋友、促进贸易、开拓市场、
合作共赢”为主题，为海内外企业搭
建优质展示交易平台。展会规模达
1.5 万平方米，设立欧美、东盟、东北
亚、非洲、国内部分省市以及跨境电
商等精品展区，集中展出海内外具有
特色的品质优良的商品。同时，举办
经贸洽谈、政策推介、文化表演等丰
富多彩的活动，并为贵州六盘水、湖
北省兴山县、新疆石河子以及我省朝
阳、瓦房店等地区提供免费展位，在
贫困地区和市场间搭建起特色产品
销售桥梁。

数千种特色商品汇聚“大交会”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5
月 12日，一场及时雨过后，本溪市南
芬区郭家街道解放村的村民扛着铁
锨镐头，直奔大峡谷景区。他们刨
坑、放种、施肥、压土，在早些年种植
大田、收入微薄的山坡上种植格桑
花、荞麦花、油菜花等花卉。

自从 2018 年本溪大峡谷景区开
门迎客以来，游客在体验东北第一玻
璃桥惊险刺激的同时，也把欣赏漫山
遍野的鲜花当成亲近自然的必选活
动。解放村村委会由此受到启发，今
年有针对性地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
构，在山坡地减少产量低、经济效益
差的玉米播种面积，改种存活率高、

经济效益好的观赏花卉。
如今游人如织的解放村，十几年

前还是本溪有名的贫困村。上世纪
80 年代，当地村民才逐渐解决了温
饱问题。本世纪初，村集体欠外债
90 多 万 元 ，全 村 人 均 年收入不足
4000元。

“当时流行着一个顺口溜：‘一进
解放沟，步步踩石头；男的打光棍，女
的往外溜。’现在不同了，我们解放村
的姑娘不愿往外嫁了，我们这里的小
伙娶媳妇还要挑选，没有素质、没有
文化、不孝敬老人的，甭想嫁进解放
村。”解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徐长虎笑着说。

为了让村民尽快致富，村里决定
开发大峡谷景区，通过封山、育林、禁
牧，有针对性地“种”风景，吸引全国
各地的游客到解放村观光。近两年，
来景区的游客逐渐增多，为村民经营
的“农家乐”、饭店、民宿带来了客源，
村民的经济收入普遍提高。

种植既能形成如诗如画的花海
景观，又能长出卖得上好价钱的经
济作物，不仅极大地提升了解放村
的知名度，也让村里有了招商引资
的资本和底气。2018 年春天，吉林
赫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1.1 亿
元开发本溪大峡谷景区，建成东北
第 一 玻 璃 桥 和 800 米 长 的 玻 璃 滑

道。试营业期间，景区便吸引了数
万名游客，不仅为解放村带来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村民年人均收入增
加到 1.5 万元，而且为解放村和附近
300 多名村民解决了就业难题。靠
种花搞旅游富裕起来的解放村，去
年为村里所有 60 岁以上老人和 14
岁以下的孩子代缴了新农合款。

今年春天，本溪大峡谷景区第二
条玻璃滑道和悬崖秋千已经开始施
工建设。投资方追加投资 6000万元
修建游客中心、生态停车场、悬崖秋
千、水滑道、第二条玻璃滑道等，打造
600 多公顷花海。据预测，景区今年
将接待游客 50万到 70万人次。

栽花扮靓家乡 引资兴建景区

解放村农民借力美景富起来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5月15
日，在沈阳市第 13个“5·15政务公开
日”主题活动现场，20名企业家接过聘
书，成为沈阳市首批政务公开监督员。

今年的政务公开日，沈阳市以
“深入宣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助力
重实干、强执行、抓落实专项行动落
实落地”为主题，开展大型宣传活
动。活动现场，沈阳市向 20 名企业
家发放了政务公开监督员聘书，邀请
他们广泛收集基层单位和群众对政
务公开的意见和建议，对各区县（市）
政府、市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政务公开
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对被监督部门的

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并将发现的问
题及时向沈阳政务工作办公室反映。

活动中，沈阳市多个部门围绕如
何利用政府部门的制度创新解决融资
难题、如何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如何享
受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
策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解读和宣讲，并
与企业家进行了面对面交流。为确保
各项惠企政策真正为企业所用、为企
业服务，沈阳市向330名与会企业家送
上《惠企政策汇编》、惠企政策宣讲光
盘、企业家联系群二维码、“可自由往
来21个APEC经济体成员的商务旅行
卡办理指南”4件礼物。

沈阳首批政务公开监督员上岗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 年旭春
报道 “立正、挺胸、抬头、目视前
方……”5 月 14 日，在阜新市海州区
中华路小学操场，45名小学生在教官
石光的口令下，身躯挺拔、军姿标
准。4月以来，阜新市开展国防教育
进校园活动，目前已为 5所学校培养
了数百名合格的升旗手。

阜新市牢牢把握学校教育这个主
阵地，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国
防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4月以来，海州区青少年国防教育基地
派出 4名教官，分赴首批 5所学校，免
费培训升旗手。石光说：“今后将陆续
深入各校，通过规范升国旗流程，不断
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海州区青少年国防教育基地坐
落在阜新开发区体育馆，配备“潜龙
一号”潜艇体验区、各兵种讲武堂、军

史长廊、官兵宿舍、战术训练场等。
科技馆精心准备了190多套军事拓展
游戏以及自行研发的 30余套国防教
育课程。5 月 1 日开业以来，已接待
400余名学生到此接受国防教育。

身穿迷彩服、担任潜艇鱼雷手的
李佳明在完成装填鱼雷任务后兴奋
地说：“过去我只在电视和书本上见
过潜艇，今天进入潜艇模型实战演练
特别激动。今后我要好好学习，为祖
国富强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据介绍，
海州区青少年国防教育基地将在暑
假期间推出暑期训练和周末班，通过
军训，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及
爱国、爱军情感。

阜新市国教办负责人表示，将进
一步加强国防教育场所建设，拓展教
育领域，创新方式方法，让国防教育
活起来、实起来。

阜新国防教育进校园
激发孩子爱国情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5月
16日，作为京沈对口合作的又一项重
要成果，沈阳市北京商会正式成立。

据了解，目前在沈阳发展的北京
企业家有 2 万余人，创办企业 5000 余
家，涉及旅游开发、金融、装饰装潢、食
品加工、对外贸易、文化创意等行业。
这些企业年产值超过50亿元，吸纳就
业6万余人。随着京沈对口合作不断
深入，北京君越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首钢东北振兴产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五矿地产（沈阳）有限公司等 7
家单位发起成立沈阳市北京商会。目
前，商会会员企业超过50家。

沈阳市北京商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