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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ING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沈阳
新增“双创”载体 54 家，新增面积
102.5万平方米；阿里云创新中心、微
软“云暨移动技术孵化计划”辽宁省
人工智能孵化基地等一批新建“双
创”载体启动运营……今年以来，这
些快速增长的数字，是沈阳全社会创
新创业活力的具体体现，重量级企业
的纷纷入驻，更是创新创业载体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创新的
基础，是城市创新活力的标志。今年
以来，沈阳市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从特色创建、存量升级、能力升级
等方面发力，全力打造“双创”升级
版，以此形成要素集聚、载体多元、服

务专业、活动丰富的创新创业环境，
培育充满活力的创新主体，进一步把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向深入，将
沈阳建设成为东北创新创业高地。

沈阳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
力为主线，以提升创新创业孵化能力
为重点，深化各地区创新创业载体布
局，支持各地建设特色“双创”载体。
重点包括：浑南区开展高新区国家级
创新创业特色载体建设；和平、沈河、
皇姑等区依托楼宇经济激发创新创
业活力，创新商业模式，培育建设一
批专业化“双创”载体；铁西、大东、沈
北、于洪、苏家屯等区发挥产业园区
的资源优势和集聚效应，打造科技企
业的加速器和“双创”载体集聚区。

为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各显其能、
各展其才，最大限度地激发全民创业
潜力、释放创新活力，不断培育创新
主体、提高创新效率、优化创新生态，
沈阳市推动高校、科研院所、高级技
术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开展“双创”
载体建设，并鼓励其与国内外先进

“双创”孵化机构开展对接合作。
为推动存量载体升级，沈阳市出

台相关扶持政策，包括对现有众创空
间及科技企业孵化器加强载体建设、
扩大孵化规模、提升孵化能力、自建
或合作共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按照
建设经费择优给予补助支持；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内的仪器设备加入沈阳
市科技条件平台的，可申请成为条件

平台服务机构，纳入科技创新券支持
范围；对建设包含投资、人才、技术平
台等增值服务，基于“互联网+”、实
现全要素资源共享、持续提供后孵化
支撑的升级版“双创”载体给予补贴
等。同时，为提升孵化能力，沈阳市
还在创新创业人才培训、科技金融、
行业组织建设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

沈阳还建立跨部门协同推进机
制，建立推进创新创业载体建设的考
核指标体系，并明确“双创”载体建设
标准和统计体系，确保“双创”载体有
序发展。按照计划，到 2019年末，沈
阳创新创业载体数量将达 175家，面
积达 500万平方米，集聚创新创业人
员 15万人以上。

沈阳加强载体建设打造“双创”升级版
今年新增“双创”载体54家，新增面积102.5万平方米 专业育种，用心栽

花，收获自然大不同。
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
的裴新辉，作为驻村干
部在建昌县扶贫期间，

得知当地兴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有规
模种植牡丹的意向，就利用所长，主
动上门指导。几年下来，合作社筛选
并培育出适合当地生长的牡丹品种，
成功打破了“自古牡丹不出关”的种
植格局，当地还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
牡丹种植基地。

虽然这一借助专业人才和技术
获得成功的案例有巧合的成分，但喜
人的成果让人们对科学技术如何与
农业生产更有效地对接，产生更大的
影响和作用，抱有更多期待。

乡村振兴，首先是生产发展。生
产要发展，必然需要科技的支持和贡
献。其实，不少农事企业和现代农业经
营主体对与科研院所、高校合作抱有极
大的热情，只是苦于没有对接门路。

农村和农业天地广阔，科学与技
术理应大有作为，关键是找到适合的
渠道和方式。这就需要各级党委、政
府和相关部门不仅要眼光向内，看护
好、服务好农业经济实体，还要眼光

向外，和农事企业一道，为生产找到
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让科技和农业生产的距离更近
些，不仅农业经济实体应主动“上
访”，向上向外“引智借脑”，涉农科研
机构也可以勤“下访”。沉淀了大量
技术资源的涉农科研机构，根据市场
需求、地方特色和自身强项，通过“下
访”找寻适合的对接伙伴，是打通科
研成果和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让
科研技术在农业领域活起来的好办
法。省农业科学院正是因为主动出
击，不但扶持起一个好项目，更促进
了一个“科企合作示范基地”的诞生。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与科
研机构相融相通，会让科技有效助力
脱贫攻坚，更可促进科技在实践中检
验、在实践中提升。

我国首台 4400 马力交流传动货运内燃机车日前
在大连下线。这台机车是为了适应铁路运输发展需
求，由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研制的最新铁路干
线机车，具有智能、绿色、环保等特点。

4400 马力交流传动货运内燃机车是中车大连公
司在和谐系列内燃机车基础上开发的新一代内燃机车
产品，是“复兴”机车家族的新成员。该车装车功率为
3500kW，最 高 运 营 速 度 达 120km/h。 机 车 配 置 了
PHM 健康管理系统，具有远程数据传输、大容量数据

存储、故障统计、智能化故障诊断及运用维护管理功
能，体现了机车的智能、绿色、环保等特点。

据介绍，此型号机车后续将担负国内铁路货运牵
引的任务。4400 马力交流传动货运内燃机车将作为
东风 4D型和东风 8B型机车的升级换代产品，提升货
物运输能力及经济效益，对轨道交通行业快速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邢 毅 本报记者 杨丽娟 文
刘春义 摄

我国首台4400马力交流传动货运内燃机车下线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眼
下正是马铃薯成熟的季节。在凌海
市新庄子镇大明村，有6300多吨马铃
薯出口缅甸，剩余的马铃薯两天内就被
各地客商抢订一空。以往不起眼的马
铃薯，如今成了全村人的“摇钱树”。

8月 27日，记者走进大明村农业
合作社，村民正在搬运马铃薯装车，
准备发往外地。“咱的土豆高质高产，
黄瓤、纯沙，销路可好了，每公斤能卖
到1.7元！”一名村民兴奋地告诉记者。

村党支部书记石英自豪地说：
“今年村里种植的 200 公顷‘希森六
号’马铃薯是目前消费市场的高端品
种，近一半出口缅甸，每公顷土地能

多收入 7000元左右。”
2016年，村里经过考察，引进高质

高产的“希森六号”马铃薯，种植面积
从 40多公顷扩大到 200公顷。今年，
马铃薯平均每公顷产量为 67.5吨，按
国内销售价格计算，每公顷土地纯收
入 4.5万元。以前的老品种马铃薯只
能卖到每公斤1元，每公顷产量40吨。

据石英介绍，合作社科学施种，按
照规范操作。为了抢生产周期，在春
季种植时需要覆地膜，这样下茬可以
种白菜、萝卜，还会有一笔收入。算下
来，比种大地玉米的收入多了约 10
倍。如今，尝到甜头的大明村人准备
把马铃薯的生产规模扩大到333公顷。

高端土豆成大明村“摇钱树”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8 月
28日，随着辽阳石化公司环氧乙烷/乙
二醇装置满负荷生产，环氧乙烷产品
产量达 29.78 吨/小时，环氧乙烷产品
达到优等品指标，银催化剂选择性达
90.75%，标志着辽阳石化环氧乙烷/乙
二醇装置消除扩产瓶颈改造项目圆满
成功。

辽阳石化公司立足装置原有设备，
仅投资676万元，通过更换两台锅炉给
水泵、增加一台板式换热器的微小改
动，实现了环氧乙烷年增产5万吨、年增
效6000万元。通过优化改造，装置运行
成本大幅下降，多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
历史最高水平：装置物耗达710千克乙
烯/吨，年创效 800余万元；综合能耗达
256千克标油/吨，年创效1500余万元。

辽阳石化环氧乙烷/
乙二醇装置改造完成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8
月 23 日，丹东市振安区楼房镇楼房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揭牌，标志着该村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
记者从丹东市农业农村局获悉，首批
21 个省级试点村，目前已有 11 个村
基本完成产权制度改革任务；第二批
45 个国家试点村，有 12 个村基本完
成产权制度改革任务。

自去年全面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以来，丹东市通过清产核资，全
市672个村共清查账面资产38.9亿元，
核实39.7亿元；核查账面流动资产17.9

亿元，核实 17.2亿元；清理、化解债务
9000余万元，村均化债14万元。

此外，丹东市开展了成员身份确
认、股权设置、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
工作，按照“有法依法、无法依规、无
规依民”的原则，对全市 143 万名农
民的身份予以确认。全市将把集体
资产按股份或份额量化到每个成员，
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登记赋
码。11月底前，全市一半以上的村将
建起村集体经济组织并登记赋码。
2020年底前，全市 672个村全面完成
改革工作。

丹东23个村
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由大
连市长海县研发的“可沉浮式海上养
殖浮筏”技术项目近日通过专家评
审。这种浮筏可有效规避强台风、寒
潮、赤潮、暴雨和冰凌等自然灾害。

“可沉浮式海上养殖浮筏”项目由
长海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组织实
施，大连敖龙水产技术推广有限公司
承担研发。据介绍，利用此技术对传
统浮筏进行改造成本低廉。目前，研
发单位已就该项技术向国家申报了 10
项专利。

长海研发成功可沉浮
式海上养殖浮筏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者
8月 29日获悉，为鼓励和支持域内制
造业企业间产业协作、产品配套，提
升本土企业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和竞
争力，大连金普新区管委会近日出台

《金普新区支持制造业产业协作配套
实施办法（试行）》，设立制造业产业
协作配套专项资金，以奖励的形式重
点支持制造业企业间的产业协作、产
品配套、市场开拓、信息平台建设，从
而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区域内产业链，
实现制造业同城化、一体化，推动制
造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支持政策明确鼓励金普新区大中
型骨干企业采购域内中小微企业产品，
对当年实际采购总额不低于2000万元

且当年税收实现正增长的，按照不超过
当年实际采购总额的1%给予奖励，奖
励上限为100万元。引导大中型企业
按照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利益共赢的发
展思路，优先与中小微企业开展配套协
作，不断分离配套环节及特定的生产工
艺，通过专业分工、服务外包、订单生产
和引资设厂等方式，将相关产品和服务
委托给中小微企业经营。

鼓励域内中小微企业积极为金普
新区大中型企业提供产品配套，当年实
际配套总额不低于500万元且当年税
收实现正增长的，按照不超过当年实际
配套总额的2%给予奖励，奖励上限为
50万元。以此支持中小微企业走“专精
特新”发展之路，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

转型升级，扩大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
对参与国家批准建设的国内重大

工程项目投标的金普新区企业，在规
定执行期内中标并实施，且大中型企
业中标合同额不低于1000万元，小型
企业中标合同额不低于200万元的，按
照不超过中标合同额的3%给予补助，
补助上限为50万元。参加政府组织的
展览展销、产业协作配套对接活动、企
业产品对接信息平台等可获得补贴。

此外，金普新区财政用于扶持产
业发展、科技创新、招商引资、中小企
业、人才引进等方面的专项资金，优先
支持产业协作配套的企业。鼓励金融
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优先支持产
业配套协作企业发展。对参与产业协

作配套的重点企业或重点项目，优先
推荐列入国家、省、市有关重大专项或
重点计划，优先争取国家、省、市有关
政策和资金支持。全力支持产业协作
配套项目建设，对域内企业引入或企
业间合作建立的产业协作配套的项
目，在土地、税收、招商引资政策、项目
审批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制造业是金普新区的支柱产业，
2018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
3237 亿 元 ，其 中 ，制 造 业 产 值 占
97.5%，战略性新兴产业更是以近40%
的增幅高速增长。制定出台产业协
作配套政策，将促进全区产业链对
接、价值链增值，各类企业功能互补
联动发展，优化企业投资发展环境。

金普新区出新政促进域内企业协作
大中型企业采购中小微企业产品最高奖100万

涉农科研机构应勤“下访”
李万东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8
月 28 日，奥克控股集团股份公司与
辽宁科技大学合作的年产1000吨耐
高温无色透明聚酰亚胺材料全产业
链项目正式落户辽阳芳烃及化纤原
料基地。该项目将填补我国高端聚
酰亚胺和宽幅 CP 薄膜生产领域的
空白。

年产1000吨耐高温无色透明聚
酰亚胺材料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 4
亿元，一期总投资 3 亿元，项目建成
投产后，将年产 CPI 单体 360 吨，实
现销售收入10亿元。

2017 年底，奥克集团与辽宁科
技大学胡知之教授科技创新团队就

耐高温无色透明聚酰亚胺材料项目
开展战略合作，开启了战略型化工新
材料聚酰亚胺产业化发展的新征程。

作为“十三五”规划中重点建设
的材料项目，年产 1000 吨耐高温无
色透明聚酰亚胺材料全产业链项目，
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从单体到
耐高温无色透明聚酰亚胺（CPI）薄
膜、功能性复合膜全产业链技术，建
设从单体原料到 CPI 薄膜的全产业
链生产线。项目产品除在航天、航空
领域应用外，作为光学薄膜基材，主
要应用于柔性的显示器、有机光伏电
池、终端触控模组、光学传感器件等
光电子产品制作领域。

奥克集团联手辽宁科大
填补国内产业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