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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中国
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通过不断
创新科技体制机制，完善创业孵化、成
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相关政策，为地方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9
月26日，记者从大连化物所获悉，该所
推动以甲醇制乙醇等为代表的一系列
重大科研成果在我省实现转化，带动
合作企业实现新增产值超过50亿元。

作为我省唯一入选高校科研院
所类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的单位，大
连化物所积极构建涵盖“项目孵化—
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

基地”的全链条科技成果孵化和转化
服务体系，为在孵企业提供包含知识
产权基金、天使基金、创投基金、产业
基金在内的全链条金融资本支持。
通过举办各类创新创业培训和“双创”
活动，吸引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广泛参
与，研究所的“双创”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逐步完善。与大连市甘井子区政府
共建的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甘井子基
地建成仅一年，已入驻项目9个，孵化
科技公司9个，产业集群和创新创业创
投生态体系初具规模和成效。

通过开放科研设施及公共测试

平台、提供技术咨询等方式，大连化
物所为地方企事业单位创新发展提
供助力。由大连化物所建设的省催
化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围绕辽宁化工
产业相关高效催化新材料、清洁催化
转化新过程开发中的共性技术难题
开展攻关。2018 年，支撑技术平台
对省内提供测试服务 300次，服务单
位超 100家。

近 5年来，大连化物所着重加强
与本省企业技术合作，累计签署技术
开发合同407项，累计合同金额达3.9
亿元。以甲醇制乙醇等为代表的一系

列重大成果在辽宁落地，带动合作企
业实现新增产值超过50亿元，为我省
相关产业做大做强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连化物所还通过技术出资或技
术许可，吸引外部资本来辽宁投资，先
后成立 3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其中，
80%以上注册在辽宁或在辽宁设立分
公司，业务范围覆盖煤化工、催化、新
能源、生物技术等领域，组成了产业布
局较完善的高技术产业化公司集群。
截至目前，大连化物所直接对外投资
总额达 8.6亿元，吸引社会投资 20多
亿元，创造就业岗位近3000个。

大连化物所力推重大成果落地辽宁

带动合作企业新增产值超50亿元

沈阳众拓机器人设备有限
公司依靠创新，瞄准尖端工业机
器人难题，不断推出新产品。今
年，企业为德国宝马汽车研发的

“垂直升降式热冲压机械手”，实
现了对 900℃高温下的钢板抓
取、空中移载、连续冲压过程，是
国内首条热冲压成型自动化生
产线。企业还为上汽柳州汽车
公司研发大型桁架式机床上下
料机械手，实现了超长行程、大
负载、超高速工作的要求，有效
替代了进口产品。

不断推出的创新产品，丰富
了企业的核心技术群，也使众拓
机器人公司不断向高端迈进。

图为 9月 26日，技术人员在
车间研发新产品。

本报记者 周福刚 摄

众拓机器人靠创新
迈向高端

9月25日5时刚过，庄河市青堆
镇元宝房村已是一派忙碌景象。
400多名村民早早出门，陆续走进村
里的94个香菇大棚开始采摘。

在王大朋家的大棚里，夫妇
俩领着受雇的 6 名村民忙得抬不
起头，几只大筐里很快就盛满了
新鲜的香菇。

“这一茬香菇的温度、湿度等
条件不错，长势尤其好。”王大朋
摘下两朵香菇，在手上掂了掂说，

“你看这菇，肉厚，菇形又大又圆，1
公斤的收购价接近 8元了。”

说话间，他们把满筐香菇搬到
不远处的自家小型恒温库里。“到

1000多公斤时，我就把它们拉到村
里的大恒温库。在那里，常驻我们村
的收购商会全部买走。”王大朋说。

王大朋家是去年 4 月开始种
香菇的。此前，和很多村民一样，
他家主要种植玉米、水稻等作物，
辛苦一年，也就能剩五六千元。
如今种香菇，保守估计，他家的年
收入不低于 20万元。

此前，元宝房村被列为大连
市低收入村。“元宝房，元宝房，就
剩下名好听了。”村党总支书记吴
高峰苦笑着说。

抓紧脱贫刻不容缓。在多次
调 研 后 ，元 宝 房 村 决 定 引 种 香

菇 。 在 镇 里 的 支 持 下 ，村 里 在
2017 年先后 3 次组织 200 多名村
民去产菇区实地学习。

“刚开始，每根菌棒 3元多，政
府补贴 2元，大家不敢干。”吴高峰
说。为了让村民树立信心，村“两
委”成员 3个人带头种香菇，“每家
建两个大棚，每家种 2 万个菌棒，
后来就有 50多户陆续跟着一起种
起来。”

到去年底，全村菌棒达 84 万
棒，年纯收入增加 300多万元。当
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下子
比上年提高了 980 元，达到 13876
元，离大连低收入村经济“摘帽”

标准还差 124元。
“今年到现在，香菇普遍收了

6茬，上冻前能再收 1茬，收购价又
比去年好，‘摘帽’工作一定能完
成。”吴高峰对元宝房村的未来充
满信心，“种香菇还带动村里增加
了数百个就业机会，大家有事干，
邻里关系也比以前和谐多了。”

香菇让村民看到了希望，目前，
又有60多户村民申请建设120多个
大棚。“到明年，1/3的农户有大棚，
元宝房村这回算是找到真‘元宝’
了！”吴高峰笑着说，“为了应对因种
植面积扩大而增加的储藏要求，村
里正着手再建一个大型恒温库。”

元宝房村找到了真“元宝”
本报记者 杨少明

“厨余垃圾有几种，瓜果皮壳剩
饭菜。集中收集可堆肥、种地……”
9 月 25 日，暮色降临，在调兵山市兀
术街街道兀术街村，由村民自编自
演的“三句半”一亮相即赢得现场观
众的阵阵掌声。

年初以来，兀术街街道采取政府
搭台、百姓唱戏的方式，积极开展“先
进文化进万家”主题文化活动，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节目，把群众
身边的好人好事搬上舞台，在润物细
无声中增进和谐、凝聚心气。

在施荒地村，入夏后，每到傍晚，
村里的文化广场上都会响起欢快的
锣鼓、唢呐声。劳作一天的妇女忘记
了疲惫，她们身着彩装，尽情地舞动

最具民族风情的东北大秧歌。
“以前生活困难，谁要是扭秧歌、

跳舞，大家会说你‘不正经过日子’。
现在腰包鼓了，衣食无忧，我们扭秧
歌、跳舞图的就是乐和，谁不参加就
显得跟不上时代脚步了。”秧歌队的
领队施桂云说，现在，施荒地村的文
艺队伍里已有 200多人。

用先进文化占领阵地，过去在农
村普遍存在的赌博、打架斗殴、封建迷
信等恶习不复存在，勤劳致富、勤俭节
约、讲诚信、比孝道、争创文明户成为
时尚新风。目前，兀术街街道已经组
织群众喜闻乐见的主题文化活动 16
场次，受益群众3万余人，所属村涌现
出好儿媳、助人为乐等典型80多个。

兀术街村先进文化进万家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本报讯 记者年旭春报道 9
月 25日，经过 3个月的紧张筹备，阜
新市政协文史馆新馆正式开馆。文
化展示着一座城市的形象，体现了城
市品位，彰显了城市的亲和力、影响
力和发展力。阜新市政协文史馆成
为荟萃学术流派、展示文化魅力的理
想场所，成为提升城市品位、宣传多
彩阜新的平台，成为阜新转型振兴集
人气、提供原动力的阵地。

阜新市政协文史馆于 2016 年 7
月成立，是集收藏、征集、研究、展示、
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史
馆。经过约 3年的建设发展，已成为
全国民族古籍文化界的佼佼者，是中
央民族大学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基
地。文史馆新馆在原有基础上收集
了阜新市和其他城市的文史资料
3000余册，目前馆藏蒙、藏、满、汉等
文字的民族古籍文献8000余部。

阜新市政协文史馆新馆开馆

走基层·庆丰收

9月22日，记者来到盘山县羊
圈子镇新立村红树莓种植基地。
放眼望去，一眼望不到边的绿叶
中，点缀着红彤彤、圆滚滚的浆果，
煞是好看。

“红树莓不但营养价值高，而
且经济效益好，比以前种玉米强多
了。”新立村农民韩福生一边采摘，
一边说起红树莓的好处。

以往，羊圈子镇农民大多种植
玉米，收入较低。2016年，该镇进
行产业结构调整，引进辽宁景瑞实
业有限公司，发展红树莓产业，带
动农民增收。

韩福生成为第一批种植户。
“说实话，最开始听说这个项目时，
我也和很多人一样半信半疑，万一
投资赔了怎么办？”了解到韩福生
的担心，景瑞公司无偿提供了4万
棵红树莓种苗，还派出技术人员进
行技术支持，并签订了收购协议。
这彻底打消了韩福生的顾虑，放心
大胆地种植了1公顷红树莓。

景瑞公司还从新立村、柴屯
村、九龙村流转了 134 公顷土地，
建立红树莓基地，进行产业示范。

当年，韩福生种植的红树莓就
结果了。因为是第一年采收，产量

较低，只采摘了 3000 公斤。第二
年，韩福生家的红树莓产量猛升到
1 万公斤，收入 8 万元。看着收入
节节高，韩福生的心里乐开了花。

让韩福生更高兴的是，他家的
红树莓园成了游客的观光地。两
个多月的采摘期里，每到周末或节
假日，红树莓园就会有游客前来拍
照、采摘，采摘价格为每公斤 30
元，几乎是销售价的4倍。

红树莓基地让村里发生了大
变化，一到采摘期，村民可以在红
树莓基地打工，在家门口每天就能
轻松赚到100多元。

红树莓 3 年至 4 年进入盛果
期，经济寿命可达20年，每公顷产
量1.5万公斤以上。由于红树莓的
营养价值独特，在国际市场上被誉
为“黄金水果”，市场需求量大。

看到红树莓种植的前景很好，
一些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也想
种植红树莓。羊圈子镇和景瑞公
司商议，最大限度地让利于农民。
从明年起，景瑞公司将把土地交还
给有种植意愿的农民，同时将已经
进入盛果期的红树莓无偿送给农
民，让他们也能享受产业结构调整
带来的利益。

“红树莓让咱的收入节节高”
本报记者 刘永安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9
月 24 日，2019 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
峰论坛开幕，第二批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示范城市名单揭晓，鞍山市成
为东北地区首个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示范城市。在现场公布的城市
信用监测综合排名前十名的城市
中，鞍山市位列全国地级城市第五
名，并成为唯一连续 3 年入选中国
城市信用状况蓝皮书的东北地级
城市。

近年来，鞍山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信用工作，各领域全面发力，出
台信用建设文件超过100个，信用数
据征集超过 2.3亿条，平台建设实现
县域全覆盖，全面落实联合奖惩工
作，形成案例超过 8000 个。“信易+”
应用场景不断扩展。鞍山市发展改
革委和人民银行鞍山中心支行共同
建设了鞍山市中小微企业信用融资

平台，在银行数据和非银行数据融合
方面取得突破。平台上线运行以来，
成果显著，注册企业达 1.97 万家，发
布融资产品 286 项，实现信用贷款
182亿元。

下一步，鞍山市将继续扩大信用
信息融合共享的范围、拓展信用惠企
惠民的领域，继续围绕以“信”促“用”、
以“用”促“信”，通过不断提升信用建
设水平，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

鞍山城市信用监测综合排名
全国名列前茅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9月
26日记者获悉，本月起，在辽阳市开办
或注销企业均可“一网办”。伴随全省
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和企业注销

“一网服务”平台的正式启用，辽阳各
类市场主体开办或注销都可通过平台
办理，进一步节省了企业时间。

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包含设
立登记、印章制作、申领发票、社保
登记等事项，能够整合各类企业开
办事项和网上服务资源，加强信息
共享，实现“登录一个平台、填报一
次信息、后台实时流转、即时回馈信
息”。辽阳企业在申请开办业务时，

只需在线填报开办申请信息，各部
门并联预审办理，办结后即时将相
关信息推送至平台。

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包含税
务、市场监管、商务、海关、人社等各
有关部门注销业务“信息共享、同步
指引”。申请注销的企业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发布债权
人公告后，辽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将企
业开始清算的信息推送至相关部门，
各有关部门对企业注销进行同步指
引，将各自办理注销业务的流程、方
式和结果通过平台告知企业，企业可
以“一网”获知各环节流程和结果。

辽阳企业开办注销实现“一网办”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9
月 25 日，基差交易平台在大连商品
交易所上线试运行。这是大商所服
务产业企业风险管理个性化需求、加
快多元衍生品市场建设的务实举措，
也是大商所深入服务实体经济的重
要探索，对引导相关企业正确认识、
参与基差贸易，提高基差贸易在产业
链中的接受度具有重要意义。

基差贸易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
以“期货价格基差”作为定价方式，在
能源、金属、农产品等领域已成为全

球通行的大宗商品贸易定价规则。
基差交易平台的上线运行，解决

了线下基差贸易中存在的效率低、信
息不对称、市场不透明等问题。同时，
基差交易平台实行交易商认证制度和
保证金第三方存管制度，可降低交易
信用风险，对打破现货贸易“白名单”
壁垒具有重要意义。基差交易平台还
引入银期合作，商业银行可提供资信
评估、贸易融资、风险管理等“一揽子”
金融服务，从而优化贸易环节中的资
金流，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大商所上线基差交易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