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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继锋 高华庚
报道 大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实行
审批“一窗受理”，今年前 7个月全市
新增市场主体 2.3 万户；营商环境不
断优化，选聘70名营商环境特邀监督
员，8890政务便民服务平台在全省率
先投入使用；农业农村改革取得积极
进展，全市 461 个行政村已落实“三
变”改革项目，上半年累计为乡镇让
利 4119万元……翻开 2019年深化改
革工作的成绩单，锦州市推出了一批
可操作、见实效的改革举措，取得了
一批有力度、有分量的改革成果，改
革工作亮点多，向纵深不断推进。

改革已步入深水区。锦州市通过

简政放权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不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解决深化改
革的迫切需要。今年以来，锦州市深
入推进“三十二证合一”改革，出台《关
于进一步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实施意见》，进一步调整规
范 364 项行政职权事项。实行审批

“一窗受理”。一体化平台建设、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改革、100 个高频事项

“最多跑一次”等重点工作扎实推进。
锦州新建全市大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实现大数据采集融合。8890政
务便民服务平台与营商环境特邀监
督员助推营商环境调优，营商环境投
诉问题办结率不断提高，实行办理企

业投诉满意度 100%回访调查。严肃
查处违法行政、滥用职权、“吃拿卡
要”等侵害企业切身利益、破坏营商
环境问题，对查处的破坏营商环境案
件 7 起 10 人进行公开处理。行政权
力不断精简，审批效率不断提高，经
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据统计，
截至 7 月，锦州市场主体总数达到
20.2万户。

在农业农村改革方面，锦州市今
年以来取得了积极进展。特别是赴贵
州六盘水学习农村“三变”改革成功经
验后，锦州市在义县率先试点，并在全
市复制推广。进一步加大土地流转力
度，调优农业产业结构，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目前，全市 461 个行政村已落
实“三变”改革项目。农村土地确权登
记颁证全部完成。兑现2018年“新增
财力全部留给乡镇”政策，上半年累计
为乡镇让利4119万元。

锦州市在国企、园区、文化等各
领域的改革工作也在不断扎实推进。
今年上半年，锦州厂办大集体改革全
面完成，航星集团混改有序推进。全
市9个开发区全部成立国有独资开发
建设运营公司，5个园区纳入省政府重
点支持园区。启动凌海市、凌河区“双
凌”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市融媒体
中心和传媒产业公司正常运转，4 县

（市）融媒体中心挂牌。

推进“三十二证合一”改革 100个高频事项“最多跑一次”

锦州前7个月新增市场主体2.3万户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村
里的沟沟岔岔都进行了整治，通上了
柏油路，雨天村民出门不再两脚泥。
垃圾也是一天一清理，村里干干净
净，环境变美了，看着心里就高兴！”8
月26日，在凌海市大凌河镇兰家村村
民休闲的亭子里，74岁的魏云怀对记
者说。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
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任务。今年 5 月以来，锦州市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千村美丽、万
村整洁”行动全面展开，锦州科学编
制县域乡村和村庄规划，推进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收集
处理及管网延伸。全方位进行农村

“厕所革命”，大力加强行政村、自
然屯道路建设及村庄绿化美化，推
动清洁养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全市 9 个县（市）区全部开展了农村
垃圾清理工作，出动人员 3.5 万人
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19.3 万吨，垃
圾无害化处理 5.3 万吨。全市共 90
处 非 正 规 垃 圾 堆 放 点 已 整 治 61
处。今年，锦州市农村生活垃圾处
置 体 系 将 覆 盖 85% 的 行 政 村 。 为
此，锦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根据
目标任务统筹协调、狠抓落实，各部
门分工协作，乡镇村夯实举措，广大
群众积极参与，村屯环境得到大幅
改善，“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垃圾到处放”的景象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干净的柏油路、整齐的灌木
丛与鲜花。

在凌海市双羊镇兴隆村，每家门
前放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
桶。据悉，凌海市在农村环境整治中
以“干”字当头、“净”字为先，成立专

项工作小组，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
理相结合、村镇治理与购买服务相结
合、全面整治与突出重点相结合、自
行治理与群众治理相结合。截至目
前，凌海市清理河道 10万余延长米，
已建成垃圾箱（池）7117个，有专业垃
圾清运车辆 20 多台，55 家规模养殖
场设施配套率 100%。凌海市把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与“厕所革命”紧密结
合，已有两个村完成地埋式一体化污
水处理项目，年底还将完成 5个村治
理工作。

在黑山县段家乡，典型村村屯
环境整治工作各具特色。哈山村畜
禽粪污处理和卫生户厕改造在全乡
率先推进，村里18家养殖户建设了化
粪池，320 家建设了卫生厕所。蛇山
子村推进“厕所革命”，建设厕所1300
个，同时，该村实施污水处理工程，从

根 上 解 决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中 的 难
点。北镇市积极探索农村垃圾治
理新路径、新举措，构建了以“一个
体系、三个环节、四个方案”为一体
的农村垃圾治理体系。目前，北镇市
农村垃圾治理累计支出1600余万元，
购置各类垃圾处理车 77 台，分发分
类垃圾箱 4187 个。在全市形成了 4
个垃圾处理场，辐射 74 个垃圾投放
点；74 个垃圾投放点，辐射全市 224
个村的运行体系，实现农村垃圾处
理全覆盖。

锦州将继续强化领导，形成工作
合力，各地因地制宜，不断完善长效
管理机制，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常
态化。同时，加强宣传、教育，积极引
导农村群众广泛参与其中，并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努力创造一个山更
青、水更绿、海更蓝的锦州。

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体系覆盖85%行政村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中
国最大的自主品牌汽车安全气囊供应
商、最大的自主品牌发电机和起动机
供应商；汽车减震器活塞杆产量累计
突破2亿支，产销量世界第一……这就
是锦州万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万得集团”）。8月26日，万得集
团董事长兼CEO曾庆东告诉记者：“我
国1/3的汽车都用万得的零部件。”

万得集团是专业汽车部件系统
供应商，百余种零部件产品远销世界
各地。记者在万得集团电气系统核
心企业——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
看到，在当下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
检测线上，一个工人就能操作多台机
器设备生产汽车部件。

一直以来，万得集团以“创新驱
动、稳中求变、提升竞争力”为经营思
路，将科技创新意识全面渗透到企业
运转中。在近年自主品牌整车及零
部件企业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
挑战的情况下，万得集团却连续实现
逆势增长，2018 年，万得集团实现销
售收入 60 亿元，连续两年被锦州市
委、市政府评为“功勋企业”。

在 2019 年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
览会上，万得集团在电气化、智能化、网

联化等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引人瞩目，
其中，以“万得智驾”为主题的全系列汽
车主被动安全产品和行车安全生态服
务产品，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汽车零部件
供应商的印象，它们不仅可以提供安全
保障，还可以提供个性化、智能化服
务。万得集团不再是简单地销售产品，
而是从传统零部件销售商转型升级为
系统服务商，引领制定智能行车行业标
准，创造文明行车社会价值。

万得集团自1991年创业至今，从
一家拥有50人的小摩托车减震器厂，
发展为旗下拥有 20 多家企业，员工
8000多人的国际化集团公司。

创业之初，中国汽车市场和零部
件市场基本都被外资垄断，锦州汉拿
电机最初引进的是国外技术，每年要
交昂贵的知识产权费用，为此，万得集
团先后研发出几十项新技术，以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取而代之。

万得集团旗下的锦恒汽车安全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研制出国内首套电子
式安全气囊，打破了外资垄断安全气
囊市场的局面。锦州万友机械部件
有限公司的活塞杆是集团自主研发
生产出来的高端产品，填补国内外市
场空白，产品70%至80%出口国外，配
给高端品牌车辆。

在不断的技术积累中，万得集
团在核心产品中有许多独有的技
术、工艺，解决了行业上的一些技术
难题、成本问题，打破了国外竞争对
手在不同时期的一些技术壁垒，为
自主品牌汽车在相关领域的成本竞
争、技术竞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万得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
目 前 拥 有 1 个 国 家 级 企 业 技 术 中
心，5 个国家认证试验室。万得集团
有超过 600 人的研发团队，拥有自
主技术专利近 600 项。

为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万得集
团做强国内，布局国际，在海外设立
研发机构，实施海外并购等。去年，

“万得欧洲（德国）研发中心”成立，利
用国际化人才，加强集团核心产品的
研发创新能力和未来技术的开发储
备，进一步开拓国际高端市场。

万得集团创造多个汽配界“神话”
汽车减震器活塞杆产销量世界第一，全国1/3汽车用其产品

本报讯 锦州海关联合葫芦岛
海关日前在锦州港208号码头组织
开展了海港口岸输入性登革热疑似
病例应急处置演练。

此次演练以时下正在东南亚国
家流行的登革热疫情防控为目标，以
模拟在对一艘菲律宾入境船舶实施
锚地检疫时，发现3名船员不能排除
蚊媒传染病染疫嫌疑为主线，锦州海
关立即根据口岸传染病排查处置基
本技术方案，启动联防联控协作机
制，开展隔离防护、流行病学调查、标
本采集、病例转运、卫生处理、疫情追
踪调查、信息上报等环节工作，妥善
处置病例，控制传染病输入。

近年来，口岸受各种疫病疫情

侵染和外来生物入侵的风险与日俱
增，给人民健康、环境保护和生态安
全带来的隐患日益增大。海关作为
口岸第一道防线，肩负着守护国门安
全的重任。锦州海关筑牢“境外、口
岸、境内”三道防线，严格口岸查验，
严防疫情输入，加大对来自疫区和高
风险地区的人员、运输工具、货物、物
品的口岸检疫力度，增加先进的监管
科技设备的投入力度，不断提升口岸
监管科技化水平；强化岗位培训，不
断提升关员监管作业水平；加强与口
岸、地方各部门的联防联控，形成监
管合力，积极维护锦州的公共卫生安
全，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赵 耀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海关十项举措
筑牢口岸检疫防线

本报讯 近日，由辽宁省商务
厅指导，锦州市商务局、锦州滨海新
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的“锦州市电子
商务大讲堂”在锦州滨海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基地开讲。

国家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
司巡视员聂林海受邀出席，并作了

《数字经济时代之电子商务》的主题
演讲。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
展，电子商务应用于各行各业，大数
据、“互联网 +”等新思维正在颠覆传
统企业的运营模式，同时，也为企业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滨
海电商基地作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
基地和国家众创空间，正在循序渐进

地开展电子商务大讲堂系列活动，助
力区域企业电商发展和促进新旧动
能转换。

本次大讲堂还邀请了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刘晓春、敦煌网东北区总经理
李丽等参加，刘晓春以《〈电子商务
法〉解析》为题，详细讲解了电商企业
在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法律、财税问
题，引导电商企业合法合规发展，为
区域电子商务发展注入新动能。针
对品牌“走出去”面临的多个难题，李
丽作了《借力数字丝绸之路做好辽宁
品牌》的主题演讲。

王 欢 本报记者 高华庚

电子商务大讲堂开讲

三十年如一日地陪伴在敬老
院的老人身边，不离不弃，默默奉
献，无怨无悔，她用自己的爱心和
责任守护着这个特殊的群体，把自
己的光和热倾注在敬老院的事业
上。她就是凌海市温滴楼镇敬老
院院长张玉梅。

1989 年，23 岁的张玉梅来到
敬老院，当一名服务员。她每天打
扫室内外卫生，为行动不便的老人
洗衣送饭，为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
老人洗脸、洗头、理发、擦洗身子，
给他们收拾大小便……这样的工
作一干就是 30年。

30年里敬老院发展了，从过去
一个破烂不堪的敬老院，变成了舒
适优美的标准敬老院。张玉梅也
从一个青春靓丽的大姑娘变成了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中年妇女。
她把敬老院当成了自己的家，把老
人当作自己的长辈和亲人。凡是
进敬老院的大多是年事已高、身体
多病、没有儿女照顾的孤寡老人。
他们很羡慕村子中子女给父母“办
寿”，张玉梅就把每个老人的生日
记在自己的工作本上，更记在自己

的心里。每逢哪位老人过生日，她
都会把“长寿面”和生日蛋糕送到
老人面前，让老人感受到家庭般的
温暖。

在温滴楼镇敬老院 25 名老人
的心里，张玉梅就是他们的“亲闺
女”“好闺女”。她每天面对的是喜
怒无常、老弱病急常有发生的特殊
群体。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饮食、
起居都需要特殊的护理，她就经常
利用闲时和老人促膝谈心；她不厌
其烦地给他们洗衣、叠被、理发……
推着那些不能行走的残疾老人晒
太阳，呼吸新鲜空气……

除了让老人们衣食无忧外，张
玉梅还让老人们心情愉悦，把“养”
的含义拓宽。敬老院里有一块闲置
地，她带着老人们把土地平整好，种
上蔬菜和花草。在花草的世界里，
老人们尽情享受幸福的晚年。

有多家个体养老院得知张玉
梅的事迹后，花高薪聘请她去“主
事儿”，张玉梅都婉言谢绝了。张
玉梅说：“我在这里待出了感情，和
老人待出了感情，我舍不得离开这
里。”

敬老院里的“好闺女”
本报记者 高华庚

2019 中国·北镇“沿海润滑
油杯”同砚四驱国际越野车王
争霸赛暨旅游文化音乐节决赛
日前在北镇市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的 120 多名职业赛车手上
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相辉映
的巅峰对决，引来观众阵阵的
喝彩声。

本 届 比 赛 设 有 专 业 组 、
UTV 组和公开组 3 个组别，通
过排位赛、半决赛和总决赛分
别竞速角逐。比赛赛道全长 1.8
公里，设置飞车台、双连峰、深
水坑等障碍。

近年来，北镇市挖掘深厚的
文化底蕴，依托丰富的旅游资
源，发展了金秋采摘、农家乐、康
养等农旅项目产业，打造了梨花
文化节、马拉松赛、国际冬钓节
等品牌。

本届赛事成为展示北镇良
好形象的亮丽名片，推动北镇经
济、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摄

北镇国际越野
车王争霸赛落幕

记者在现场XIANCHANG

锦州脚步 JIAOBU

万得集团智能化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文继红 摄

锦州印象YINXIANG

本报讯 8 月 26 日，记者从义
县获悉，日前义县被国家水利部评
为河长制工作优秀县。

据悉，义县有中小型河流 85
条，中型水库2座、小型水库6座，微
小河流78条。自实行河长制以来，
义县先后出台《义县实施河长制工
作方案》《义县河长制工作管理办
法》等文件，成立河长制办公室，构
建县乡村三级河长管理体系，各条
河流水库均设立了河长制公示牌，
对相关责任人、管理内容等进行公
示，接受群众监督，在全县范围内形
成层层有人抓、村村有人管的良好
氛围。截至目前，全县共设立总河
长 2名，副总河长 3名，乡级河长 36

名，村级河长248名，设立县乡河长
公示牌204块，覆盖率达到100%。

为有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义
县各级河长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加
大巡河频次，切实推动河长制工作
向纵深发展。大力开展河库“清四
乱”专项整治行动，彻底解决河道垃
圾堆积、非法采砂、阻碍行洪等问
题。上半年，全县共投入资金 130
万元，累计清理垃圾28040立方米，
出动宣传车辆 30 台次，动用人工
1014 人次，工程机械铲车、挖掘机
60 台次，各类运输车辆 50 台次，为
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良
好水生态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

何 尧 本报记者 文继红

义县获全国河长制工作优秀县

本报讯 北镇市严格按照脱贫
攻坚“两不愁三保障”要求，今年，把
实施危房改造工作作为脱贫攻坚工
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切实改善贫
困家庭居住环境，助力脱贫攻坚。
目前，全市 54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危房改造项目全部开工，现已竣工
122户，今年10月底前将全部竣工。

年初以来，北镇市将农村危房
改造扶贫纳入“五个一批”精准扶贫
措施，因地制宜，扎实推进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对全市
农户房屋进行拉网式核查，逐村逐
户进行房屋安全等级鉴定，做到“认
定一户、安排一户、改造一户”，并建
立改造台账，实行按月销号，切实做
到底子清、情况明、认定准。

对危房改造工作，北镇市进行
科学规划，精准施策，实行一户一方

案、一宅一对策，采取共同建房、联
合建房和帮扶建房等方式，确保改
造项目顺利实施。同时，在实施过
程中，充分考虑农户的承受能力和
生产生活习惯，控制建房面积和标
准，确保农户不会因实施危房改造
而加剧贫困。

北镇市扶贫办和住建局对危房
改造工作实施挂图作战，实行周通
报、月调度工作制度，深入各乡镇、
村开展巡查，督促进度，全力保障危
房改造按期竣工。危房改造补助资
金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
用制度。对各乡镇上报完成危房改
造户及时验收，直接由市财政拨付
到危房改造户“一卡通”账号，减少
人为干预，确保专款专用。目前已完
成发放补助资金150万元。

赫 威 本报记者 文继红

北镇对547户贫困户危房实施改造

今日锦州 JIN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