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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在大连市普兰店区
墨盘街道墨盘村利民服装厂，69
名村民正熟练地操作缝纫设备，
她们要在春节前把 3000条订单西
裤赶制完成，发往韩国。

50多台缝纫机的走线声和十
多台熨烫机的喷气声交织在一
起，略显嘈杂，但在村民杨义芹的
耳中，那是幸福的乐曲。

一年半以前，49 岁的杨义芹
还从来没见过缝纫机。现在，她
坐在工位上，麻利地摊平布片，对
边、走线，不到1分钟，一条西裤的
后裆就合好了缝。在流水线上，
杨义芹每天能完成 300 多个工序
计件，月工资在4000元左右。

杨义芹一家四口人，丈夫腰
椎不好，两个孩子念书，她家是当
地有名的贫困户。谈起这份工
作，杨义芹的脸上泛起笑意：“没
想到政府为咱提供了这个好机
会，我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墨盘村是低收入村，也是集体
经济“空壳村”，有不少像杨义芹家

这样的贫困家庭。按照大连市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部署，大杨
集团成为墨盘村定点帮扶单位，以
打造“扶贫车间”的方式进行产业
扶贫。2018年4月，大杨集团投资
220万元帮墨盘村建起服装厂，重
点吸纳贫困家庭妇女进厂，以实现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
专向招工的消息让贫困家庭

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杨义芹
说，她当时激动得一宿没睡好，头
一个就报了名。

张艳玲是大杨集团派驻服装
厂的车间主任，建厂时，负责培训

这些平均年龄接近50岁的贫困村
民，她说：“对于缝纫，她们都是零
基础，但大家特别珍惜这个机会，
不到两个月就基本是成手了。”

有大杨集团做后盾，服装厂订
单不愁、销路无忧。贫困村民家庭
有了稳定收入，基本脱了贫。墨盘
村村集体每年也因此有了5万元加
工收入，有望如期“摘帽”。

“这里曾经民穷村穷，‘扶贫
车间’为咱村开辟了富路子，帮我
们拔掉了穷根子，村民奔小康的
信心更足了。”墨盘村驻村“第一
书记”张彦明说。

眼下，墨盘村正计划年底前
在原来近 500 平方米车间的基础
上，再建一处 1000平方米的“扶贫
车间”。届时，将有更多村民获得
就业增收的机会。

“我们靠政府的扶贫政策过
上了好日子。两个孩子爱吃海
鲜，以前不舍得买。今年过年，我
要让他俩管够吃。”杨义芹道出了
墨盘村村民的心声。

“扶贫车间”为咱开辟了富路子
本报记者 杨少明 文并摄

本报讯 在去年实现多项历史
性突破的基础上，今年，沈阳市铁西
区项目建设将“更上层楼”，计划引进
亿元以上项目200个、开复工亿元以
上项目 240个。1月 13日，铁西区召
开开年第一次全区性会议，组织动员
全区力量在招商引资、项目服务、要
素保障等方面聚焦、发力，变项目施
工冬闲期为招商服务的冬忙期，高质
量推进区域经济建设。

去年，铁西区签约131个亿元以上
项目，亿元以上开复工项目首次突破
200个，项目引进数量、投资数量、开复
工数量、完成投资等指标均名列沈阳市
第一，在全市国家级开发区考核中名列
第一，发展形势持续向好。项目结构显
著改善，以重大项目为龙头的产业上下

游项目快速集聚，制造业、新兴产业项
目占全区重点项目的69%。

按照省及沈阳市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铁西区列出今年项目建设计
划书，即引进亿元以上项目200个、开
复工亿元以上项目240个。为此，铁
西区将继续聚焦主导产业狠抓招商引
资，围绕产业生态圈推进项目建设，积
极对接世界500强、民营500强和行业
领军企业，加快建链、延链、补链、强
链；提前做好土地整理、审批手续，推
动项目建设开春就起跑。

当日，北京中关村信息谷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扈德辉等
50 人受聘为铁西区（经开区、中德
园）招商顾问。

刘芮含 本报记者 金晓玲

沈阳铁西区公布
今年项目建设计划书

1月10日一大早，迎着凛冽的
寒风，本溪满族自治县草河口镇

“第一书记”王晓霞驱车 15 公里，
去看望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正沟
村70岁的陈俊莲大娘。

“眼睛现在感觉好了吗？家
里的年货都备齐没？”与陈大娘攀
谈了好一会儿后，王晓霞又开了
半个多小时的车，来到云盘村六
组建档立卡贫困户马凤华家，“昨
天我联系了客户，今天要来马凤
华家收购他去年秋天上山挖的五
丰根中药材。”

离开马凤华家，王晓霞来到云
盘村三组建档立卡贫困户刘恒仁

家，“刘恒仁56岁，身体有残疾，又
是一个人生活，我看看他家冷不
冷，年货都买了没有。”当听说他的
年货还没有鱼时，王晓霞说：“下周
我来给你送鱼。”

“马上要过年了，建档立卡贫
困户张彩霞家的电视坏了，她瘫痪
在炕上的儿子就喜欢看电视，我下
午给她家送台电视机，让她和儿子
高高兴兴看春晚。”“这两天，茳草
村卢胜忱家的母牛要下牛犊了，我
下午也得去看看，和他碰一下今年
扩大养牛规模的事。”

1 天时间，王晓霞走进了 5 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为他们解决生

产和生活上的难题。这样的走访，
已经是连续第6天了。“春节前，我
争取到重点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
都看一看。脱贫攻坚、精准施策，
就需要我们走进贫困户家，认真了
解贫困原因，为他们制定详细的脱
贫方案。”王晓霞告诉记者。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王晓霞走
遍了草河口镇所有村民组和社区，
走进全镇 22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中。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她积
极奔走于省、市、县各有关部门，找
项目、求政策、寻资金。

去年年底，王晓霞邀请本溪市
何氏眼科的医护人员免费为 500

多名群众义诊并建立眼部疾病档
案，为患有眼部疾病的 16 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免费治疗。去年 10
月，在王晓霞的积极沟通协调下，
一座投资 100 余万元的混凝土桥
在正沟村西沟村民组的细河上竣
工，结束了12户村民夏天蹚水、冬
日溜冰过河的日子。

由于草河口镇全域尽是高山
大川，道路崎岖难行，不到两年
时间，王晓霞车的迈速表里程就
陡增近 3 万公里。她说：“我是农
民的女儿，我对父老乡亲充满感
情，我要让村民都过上幸福的好
日子！”

“我要让村民都过上好日子”
本报记者 葛传东

本报讯 1月14日，记者从鞍山
市税务局获悉，去年以来，鞍山狠抓
减税降费政策落实，2019 年累计新
增减税降费 34 亿元，有效促进了企
业减负、居民增收和就业增加，进一
步激发了市场活力。在全省纳税人
满意度测评中，鞍山名列第一。

鞍山全力推进减税降费各项工
作扎实开展，按照分兵把守、形成合
力的原则，以减税办为中心，构建了
9个工作组一管到底、纵横结合的工
作网络，推进减税降费立体化落实、
网格化推进，实现全覆盖。同时，为
打通减税降费“最后一公里”，构筑以
纳税人和缴费人为中心的获得感提

升体系，鞍山出台《关于加快办理小
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退库工
作的通知》，使退税效率大大提高。

鞍山还严格落实办税服务各项
管理制度，积极建立纳税人诉求分
析机制，用好“12366”热线、“8890”
平台，共受理转办涉税（费）违法举
报案件 300 余件，现场转接政策咨
询 630 余件、纳税服务投诉案件 60
余件，办结率达 100%。积极推进行
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
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度，完成35项行政执法事项公示。

史震敌 兰绍龙
本报记者 刘家伟

鞍山去年减税降费34亿元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1
月 11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文冠果
产业国家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文冠
果产业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大连
民族大学举行。联盟将围绕文冠果
全产业链，开展产业技术协同创新，
提升产业链整体创新能力和综合竞
争实力。此举对进一步推动产学研
深度融合、拓展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
空间具有重大意义。

文冠果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木本
油料树种，也是我国北方精准脱贫、
乡村振兴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树种。
大连民族大学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地

区发展特色经济林果产业，由教授阮
成江带领的文冠果研究团队长期从
事文冠果种质创新和产业化应用研
究，走在了全国前列。

由大连民族大学牵头，联合5所
高校、11个研究机构及15家文冠果企
业共同申报获批的文冠果产业国家创
新联盟，将开展文冠果种质资源库建
设、良种和新品种创制，研究文冠果规
模化、工厂化育苗技术，研制高端、高
价值文冠果产品，实现成果产业化、商
品化和品牌化，着力搭建文冠果产业
信息服务、人才培训和技术推广、产业
创新科技服务支撑等平台。

文冠果产业国家创新联盟
在大连揭牌

1 月 9 日，记者走进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平安地镇莫古土村村民
张国海家的院子，一座外墙镶着白
瓷砖的楼座子映入眼帘。在它的
对比下，院里西侧的平房显得低矮
陈旧。张国海将记者迎进屋，笑着
说：“盖完新房后就不住老房子
了。要不是能挣到钱，哪敢借钱盖
大房子？”

张国海今年 44岁，一身小病，
干不动重活，侍弄家里 1.3公顷地
都得雇人。2017 年，他举债 20 万
元盖了一栋170平方米的楼座子。
不出一年，还真还清了所有债务。

张国海的底气源自哪里？“党的
扶贫政策好啊，我一步步在向小康
靠近！”话语中，张国海充满自信。

2014年，张国海的母亲患病，虽
然依靠养羊有点儿家底，但老人住院
治疗欠下了4万元外债。2015年，张
国海一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4 年，省沙地治理与利用
研究所驻村工作队引导莫古土村
村民发展养羊产业，指导养羊大户
徐忠林牵头成立了发源养羊专业
合作社，将养殖技术传授给合作社
社员。徐忠林劝张国海加入合作
社：“用先进的养殖技术养，保准儿

你受益！”2016 年 11 月，张国海抱
着试试看的态度加入了合作社。

“一点儿也没后悔！”张国海笑
着说，“我的羊越养越多，早先我家
最多的时候有 30 只羊，现在仅基
础母羊就有97只。”张国海将养殖
产业规模扩大的原因归结为驻村
工作队，“工作队把技术教给合作
社，合作社带动我们，遇到难题时
再请工作队出马。”

驻村工作队成员吴增华告诉
记者，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让母羊
同期产崽，羊羔可以同期出生、同
期育肥，保证了羊羔的均匀度，还

有利于养殖户同一时间出栏，卖羊
也有了定价权。

张国海接过话茬：“羊集中上市
好卖，羊贩子爱来，而且价格也好。”
去年，他仅羊羔就卖出200只，纯收
入超过20万元。“真是发了羊财！”张
国海笑着说，“党的扶贫政策好，我
们脱贫致富越干越有劲头！”

眼下，张国海有了新的养殖计
划，将楼座子西侧的老房子改造成
羊的产房，再建个200平方米的标
准羊圈，“今年出栏 200 只羊不成
问题，和去年一个价格的话，还能
挣20万元！”

贫困户张国海靠养羊一年赚了20万
本报记者 年旭春

本报讯 1 月 14 日，记者获悉，
2019 年，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
组织实施了15大类64项重点科技攻
关，实现降本增效2.6亿元。

辽阳石化分公司坚持提率、降
耗、降费、减量，提升装置平稳运行和
安全环保达标水平。随着芳烃尾气
压缩机的正式投运，辽阳石化分公司
实施了裂解装置轻质化改造项目，乙
烯收率提高至34%，乙烯产量达615
吨/天，乙烯综合能耗降至 680 千克
标油/吨，年创效近亿元。

同时，辽阳石化分公司坚持走差

别化、高端化、特色化路线，重点打造
PETG 共聚酯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两款新产品，形成了新的增长点；深
入优化装置加工路线，调整生产运行
及产品结构，实施的加氢裂化尾油回
炼，不但提高了催化裂化装置运行负
荷，而且每月可增效200万余元。

辽阳石化分公司还充分调动广
大专业技术人员解难题、创效益的积
极性，实施15个“立项揭红榜”项目，
2019 年累计创效 4116 万元，解决了
制约长周期平稳运行的技术难题。

朱晓芳 本报记者 严佩鑫

辽阳石化科技攻关
年创效2.6亿元

杨义芹在“扶贫车间”的这份工作让她家脱了贫。

优化营商环境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建平县榆树林子镇发展“飞地经济”促乡村振兴
核心
提示

总投资3.3亿元的辽
宁威派森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总投资1.4亿元的建
平华凯输送设备有限公司

落户建平经济开发区；总投资8000
万元新建的5座8至12平方米竖炉
年产130万吨球团项目落户镇球团
园区，完成投资5000万元……

伴随着一个个大项目、一个个好
项目的入驻，加足马力，开工建设，“飞
地园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这是
建平县榆树林子镇大力发展“飞地经
济”，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取得的喜人
成果。

“飞地园区”成招商引资新平台
近两年来，榆树林子镇把发展

“飞地经济”、招商引资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主要抓手和发展镇域经
济的有力引擎，紧紧围绕朝阳市委、
市政府以及建平县委、县政府的安排
部署，抢抓京津冀产业转移重要机
遇，不断优化环境，以“飞地园区”为
平台，全方位推进招商引资工作，“飞
地经济”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8 年以来，园区共引进“飞地
经济”项目7个，其中3亿元以上项目
1 个、1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飞地项
目”总占地面积340亩，总投资6.51亿
元，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8.1 亿
元、税收5300万元以上。

榆树林子镇积极引导和帮助老
企业通过招商引资、技术升级改造、
重组整合等方式激发自身动力，促成
老企业投产达产。引资2.3亿元整合
弘发等5家企业资产资源成立弘鑫矿
业集团，全部达产后可开采高质量铁
矿石 720 万吨、生产铁精粉 60 万吨，
年创税可达8000万元。

依托域内设施农业和小杂粮优
势产业，持续壮大农产品深加工产
业。总投资 2475 万元的惠泽种植专
业合作社农产品基地扩建和批发市

场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485万元，新
建高标准育苗温室棚 3 栋、高标准温
室大棚108标准栋。辽宁宇丰科技食
品有限公司小米谷糠饮料及其制备
方法获得国家专利，计划年底前正式
投产。

打造亲商安商优质营商环境
榆树林子镇加强营商环境建设，

采取领导和职能部门包扶企业、到企
业现场办公和加强跟踪督查等“保姆

式”贴心服务，对重点企业、重要项目
和企业存在的困难实施“一事一议”，
营造“亲”“清”政商关系。

打造亲商、安商服务环境。为企
业从签约到开工、落地、投产全过程
提供优质服务，及时解决项目落地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实施主动招
商战略，加大招商频次和力度，重点
是盘活存量铁选企业和球团企业升
级改造。目前，振兴矿业有限公司正
在洽谈升级改造项目；茂源鼎鑫工贸

有限公司正在积极招商引资，以实现
资产重组、设备更新、扩大生产规模
目标。

四大产业带助力乡村振兴
榆树林子镇发展产业富民项目，

推动“一乡一业、一村一品”，让乡村
充满活力，实实在在增强百姓的安全
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该镇全力打造 4 个产业带推动乡

村振兴。以下窑沟设施农业为核心
打造设施农业产业带，在已建 200 公
顷的基础上，力争再发展设施农业
33.3公顷，全镇设施农业达到433.3公
顷以上，让设施农业成为全镇农业经
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辉山牧业为重
点打造养殖产业带，推进养殖业由
数量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构建养
殖业“一村一品”发展格局；以宇丰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为牵动打造杂粮
产业带，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合
作社”的运作模式在全镇发展杂粮产
业；以铁精粉和球团企业转型升级为
抓手打造矿产品产业带，以增量调结
构、以存量促升级，推进工业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和环保改造，努力走出
一条“以矿为基、多元发展”的工业发
展道路。

党建引领，壮大村集体经济。该
镇采取“党支部+扶贫产业园+贫困
户”模式，建成和在建“飞地项目”设
施农业大棚产业园、大西营子种植产
业园和南台子扶贫养殖专业合作社3
个扶贫产业园；以“叠加式”增收为重
点，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因
地制宜发展“一村一品”，实现特色产
业全覆盖，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20万
元的达3个。

脱贫攻坚持续发力。2019年，该

镇紧紧围绕 1 个贫困村销号、388 户
750人脱贫目标，因贫施策、因户施策，
确保脱贫路上不落一人。新建南台子
村养牛产业园，养殖肉牛 25 头，带动
建档立卡户 56户 131人；扩建下窑沟
村扶贫产业园，投资20万元新建保鲜
库一栋，投资 18 万元新建交易、储存
一体化厂房1344平方米，投资36万元
新建暖棚 2栋 3145平方米，带动建档
立卡户 46 户、95 人；建设扶贫果园 2
处共220亩，带动贫困户20余户。

让乡村美起来、绿起来。为打造
宜居乡村，该镇狠抓镇内环境整治，
出动装载机 3 台、垃圾清运车 4 辆，
集中 3 天时间清理公路沿线各类垃
圾 400 立方米，老宽线道路沿线及入
村公路周边环境整治成效显著；清
理“三堆两垛”300 余处、500 余车次，
共清运垃圾 1.8 万立方米；河道清障
8 公里，清运河道垃圾 5000 立方米；
实施绿化美化工程建设，建成无害
化厕所 240 个，新增分类垃圾桶 40
个，沿老宽线沿线建设绿化带和油
菜花园。

榆树林子镇全体党员干部深知责
任重大，他们将继续发扬攻坚克难、实
干担当的精神，为镇域经济腾飞，为百
姓安居乐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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