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3月24日 星期二

编辑：傅春蘅 视觉设计：许 科 检校：冯 赤 史凤斌要闻
YAOWEN

08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3
月 22 日，大连森林动物园正式恢
复开园。不少市民十分珍惜亲近
自然的机会，不到 9 时，就戴着口
罩在动物园门口有序排起长队，等
候入园。

在动物园正门门口，市民用手机
下载“市民云”APP、领取个人健康
码、扫描动物园专属二维码入园。在
入口检票通道，工作人员一一对游客
进行体温检测，大家有序排队，自觉
间隔 1 米的距离。“我昨天在网上看
到动物园开园的消息，告诉两个孩子

后，他们兴奋得不得了！这不，一大
早他们就起床了，急着来看猴子。”大
连市民许晓楠带着 8岁的大儿子和 5
岁的小儿子早早就来排队。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好转，
大连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坚持精准、有序、扎实地指导和推动
文化与旅游企业复工复产，分别对
旅游景区、文化场馆制定开放指南
或指导意见，为群众提供更安全的
文化旅游消费产品。从 3 月 21 日开
始，大连市各大图书馆、博物馆陆续
开馆，服务模式由线上陆续过渡到

线下。其中，大连图书馆开放了线
上预约功能；少儿图书馆恢复“滨城
约书”业务，恢复服务以来，共办理
借还书业务 1300 件 6000 多册。3 月
24日，旅顺博物馆主馆、大连自然博
物馆、大连汉墓博物馆、大连美术馆
重新打开大门；3 月 26 日，旅顺日俄
监狱旧址博物馆、大连中华工学会
也将开馆。

疫情防控期间，大连市文化和
旅游局派出调研组，通过实地调研
和电话网络调研等途径，了解大连
市重点文化旅游企业在疫情防控期

间的经营情况以及当前面临的困
难，指导研判全市文旅企业的生产
经营工作。目前，该局正在加紧研
究制定相关扶持政策，通过对已有
政策的解读以及资金补贴，更好地
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此外，大连市文旅局积极调动和
整合资源，联合景区、宾馆、旅行社、
农业、渔业、广告传媒等旅游行业各
产业链相关单位，适时推出文化旅
游、农产品采摘、户外运动、海岛观光
等旅游产品与线路，鼓励市民走出家
门，拥抱自然。

推出多种旅游产品 鼓励市民走出家门

大连旅游和文化场所全面有序开放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
者 3 月 23 日获悉，沈阳市日前公布
2020年全市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
作实施方案。按照计划，沈阳将在全
市产业园区、工业企业、孵化基地加
快部署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到
2020 年年底，初步建成 10 个行业级
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 20 家上云上
平台典型示范企业。

着眼于工业互联网创新能力的
持续提升，沈阳市将实施“建平台”与

“用平台”双轮驱动，推进标志性的平
台、工程、项目建设，推动工业化与信
息化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
平上实现融合发展，通过完成夯实网
络基础、加强技术创新、优化平台体
系、强化安全保障、完善生态体系五
方面重点任务，努力将工业互联网打
造成沈阳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引擎。

具体来说，沈阳市将提升网络
接入能力，推动企业内网升级改造，

推进标识解析节点建设；加强标准
制定和关键技术研发，加快发展工
业软件，加快建设创新载体，重点推
进“工业软件定义网络基础标准”

“全分布式工业控制网络”等关键技
术研发项目建设，抢占标准和关键
技术研发制高点；加快建设工业互
联网和工业供应链平台，聚合上下
游全产业链企业，打通生产制造、支
付交易、信用评价、金融服务和物流
配送等全要素和全链条，培育工业
互联网新模式，实施工业 APP 培育
工程，引导中小微企业逐渐实现云
端改造、云端迁移；建设工业互联网
安全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重点企业
的安全防护能力；加速融合发展，开
展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推动工业
互 联 网 产 业 示 范 基 地 建 设 ，推 进

“5G+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鼓励
新松机器人等工业企业开展 5G、柔
性化生产、工业 AR 和 VR 等典型工
业场景应用等。

沈阳今年建10个
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3月23日，凌钢集团正在加紧进行320平
方米烧结系统改造工程建设。集团在建的技
改工程是凌钢实现装备升级的关键所在，是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确保疫情防

控的同时，各工地保工期、抢进度，到处是火
热的技改施工场面。

据悉，凌钢抢抓当地打造千亿元产业集
群的机遇，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确定了投资

65 亿元的装备升级和超低排放改造方案，先
期投资 14 亿元的 9 个项目已经完成并投运 2
个，1 个正在环评。目前在建的有 6 项，总投
资达13.4亿元。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凌钢技改工程施工忙

本报讯 3月 23日，记者从锦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为帮助小
微企业尽快有序复工复产和稳定扩大
就业，锦州采取落实“个转企”扶持政
策、推进“百亿送贷行动”、完善民营企
业发展数据平台三项举措，助力小微
企业发展。截至目前，锦州地区“百亿
送贷行动”共投放贷款2.62亿元，惠及
市场主体421户。

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锦州
发挥“百亿送贷行动”的平台作用，与
邮储银行锦州市分行对接，全面推进

“百亿送贷行动”。开通线上办理“极
速贷”，利用手机银行即可方便快捷
地办理贷款相关业务。对于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餐饮、运输等行业，做到

“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减轻经营
者的负担。

为帮扶小微企业发展壮大，提
升其市场竞争力，锦州开展“‘个转
企’质量提升年”主题活动，建立政
府领导、部门协同工作保障机制，
积极推动全市 16 项“个转企”扶持
政策落实到位。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全市办理“个转企”登记
时，共允许使用原有许可审批事项
8 家，允许使用原个体工商户字号
18 家，允许免提交住所（经营场所）
使用证明 21 家，对 32 家转型企业
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 3.02
万元。

孙 渊 本报记者 文继红

锦州三举措
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对于沈阳急救中心浑南第一分
中心副站长徐宁来说，2020年 2月 12
日是值得他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他
正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徐宁始终坚守在转运
患者的第一线，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共
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
心和使命。因为表现突出，沈阳急救
中心浑南党支部批准徐宁为中共预
备党员。

今年除夕夜，收到转运一名新

冠肺炎疑似患者的指令后，徐宁没
有丝毫迟疑，带领转运小组迅速到
达现场。当时，患者身边没有家属，
徐宁上前询问症状，给患者测量体
温。到达指定医院发热门诊后，孤
单和恐惧使患者的情绪很不稳定。
徐宁一边耐心开导患者，一边与指
定医院沟通协调，转运过程整整持
续了 5个多小时。

由于患者会担忧害怕，很多时候，
徐宁还要承担心理疏导的工作。一

次，徐宁接到指令，到鞍山接一名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到沈阳。刚见到患者
时，徐宁发现对方的心理负担很重，迟
迟不愿上车，就不停地开导、耐心讲
解。“您别担心，去沈阳也是为了更好
地治疗，只要您配合医生的工作，就能
尽快跟家人团聚。”听着徐宁耐心的讲
解，患者的情绪缓和了不少，紧皱的眉
头舒展开来，转诊顺利完成。

为帮助急救中心解决防护物资
紧缺的问题，徐宁决定自制简易面

屏。他打电话联系卖家并上门取货，
购买自制面屏所需的透明文件袋、玻
璃绳，利用半天时间制作出 57 个简
易面屏，送到分中心每一名同事手
中，让大家出诊时能够更加安全。

从 1月 24日至今，徐宁共参与转
运患者 22 人次，其中疑似患者和密
切接触者 17例，确诊患者 5例。面临
被感染的危险，徐宁始终没有退缩，
而是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转送
任务。

直面疫情，徐宁选择冲锋在前
本报记者 丁 冬

战疫 我们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3
月 23 日，记者获悉，今年前两个月，
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围绕优
化公用工程等开展技术攻关，深入
挖掘节能降耗潜力，降本增效 5096
万元。

辽阳石化分公司在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全面复工复产工作中，开展
各项节能指标对标，全面提高计量仪
表的完好率和准确率；开展查漏堵漏
和管网系统隐患治理，降本增效；通
过计量仪表数据对标对比和能源稽
查，为供水、供电优化运行提供可靠
依据；通过优化空分系统运行方式，
加强生产沟通，杜绝跑冒滴漏，确保
供风系统协调供应。年初以来，辽阳
石化分公司共节水 71 万吨、节电

2692万千瓦时。
围绕节约蒸气、燃料气，辽阳石

化分公司开展降低氢油比、回馏比技
术攻关，全部 12组反应器中的 9组氢
油比以及 50座分馏塔中的 42座分馏
塔回馏比均较 2019年有所降低。通
过降低对二甲苯装置解吸剂单耗等
三剂降成本攻关，今年前两个月，降
采增效 362万元。

此外，辽阳石化分公司持续优化
污水处理装置运行，加强上下游污水
装置的生产联系沟通，利用污水在线
分析数值预判装置进水水质和发展
趋势，确保污水处理工艺平稳达到均
衡控制。截至 2月底，辽阳石化分公
司连续 100 个月实现污水高标准达
标排放。

辽阳石化前两个月
降本增效5096万元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记
者 3月 23日从大连商品交易所获悉，
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通知，批准大连
商品交易所开展液化石油气（LPG）
期货及期权交易。LPG 期货合约正
式挂盘交易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30
日，LPG期权合约正式挂牌交易时间
为相应期货合约有成交的下一个交
易日。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 LPG 消费国
和进口国。作为大商所首个能源品
种，LPG 期货及期权将有效拓展大
商所的服务领域和品种板块，在助
力企业应对价格波动风险、完善贸
易定价机制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衍生品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意义
重大。一方面，上市 LPG 期货能够
有效发挥价格“指南针”的作用，成

为 LPG 现货定价的“罗盘”，帮助企
业廓清价格迷雾，为企业提供公开、
透明和连续的价格参考，提高我国
在 国 际 定 价 中 的 影 响 力 。 同 时 ，
LPG 期货有望成为管理实体经济风
险的“避风港”，为企业提供有效的
避险工具。LPG 期货与期权的一同
获批和同步上市，也提高了新品种
的上市效率，有助于构建完整的风
险管理工具体系，充分发挥衍生品
市场功能，支持我国能源行业防范
风险、转型升级。

目前正值全球疫情防控和国际
原油市场发生剧烈变动的特殊时
期，此时上市 LPG 期货及期权，为
LPG 企业战“疫”复产、对冲风险提
供了新工具，在抗疫时期为全产业
链保驾护航。

大商所获准开展
液化石油气期货交易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3月
23日，记者从鞍山市政府获悉，聚焦
打造钢铁、菱镁、装备制造、高新技术
和城市融合经济体“五点支撑”的产
业发展新格局，今年鞍山将以围绕产
业链、围绕创新链、围绕“一带一路”
建设三个“围绕”为重点，采取亲情招
商、以企引企、购买服务招商等方式，
以招商引资上项目为支撑，全力扩大
有效投资，力争全年签约亿元以上项
目200个，同比增长30%。

在围绕产业链抓招商方面，鞍山

将积极以钢铁深加工、菱镁、装备制
造、精细化工、文旅康养等产业为重
点，延伸产业链、拓宽产业幅度、提高
产业附加值，包装谋划一批大项目，
特别是链条型、基地型、龙头型高端
项目。在此基础上，全力引进产业链
核心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用产业
链的延伸来集聚项目，形成上中下
游、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滚动效应和集
群效应。

在围绕创新链抓招商方面，鞍山
将聚焦“名企、名品、名人”，开展招商

引资、招才引智，面向全球、全国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把世界500强企
业和央企引进来，以大央企、大项目
吸引配套企业和项目。同时，利用鞍
山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吸引行业
头部企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企业前
来投资，让著名企业、著名品牌落户
鞍山，并以产业发展方向为指引，引
进行业领军、拥有科研成果的人才和
团队，以人才带项目，引进一个人才、
带动一个项目、促进一个产业集聚。

在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抓招商

方面，鞍山将加快西柳国际物流园、
保税仓和采购贸易试点建设，鼓励企
业开拓境外市场，扩大商品贸易、承
接重点工程，推动资本、人才、技术双
向流动。同时，用好进博会、夏季达
沃斯、东北亚博览会等大型展会平
台，加深与国际知名企业的联系，吸
引跨国企业、先进技术、国际资本持
续流入，并利用国际友好城市、境外
商协会、鞍钢驻境外办事处等渠道，
搭建海外招商平台，开展外资招商活
动，引进优质外资项目。

鞍山“三个围绕”狠抓招商引资
今年计划引进亿元以上项目200个

“老林，还是种大榛子吧，产量
好、收入高，你还有种植经验。榛子
3年后结果儿，打底儿每亩能卖5000
多块，比种玉米多收入3000多块。”

“对，王书记，我听你的，就种大
榛子！去年我就种了5亩，今年再扩
大10亩。”

3月22日，在本溪满族自治县草
河口镇云盘村三组的一块山坡地旁，
村民林伟和村党总支书记王伟蹲在
地垄边合计着刚刚租下的10亩地该
种些啥。

云盘村是辽东山区海拔最高的

山村，村民大多以种植玉米、大豆等
常规农作物为主，收入普遍不高。
早在 5 年前，王伟就依托当地资源
发展特色种植，先后种起大耳毛等
山野菜和软枣子等经济作物。去
年，他种下的 10 亩大耳毛为他赚回
了一辆汽车。

今年春节前，王伟被任命为云盘
村党总支书记，他一边组织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一边筹划春耕后村民如何
致富的事情。

“大榛子特别适合我们山区丘
陵地带种植，丰产期可达 30 年以

上，而且抗寒性好、结果率比较高、
病虫害少，种植 3 年以后就可以出
效益，是一次性投入、多年受益的好
项目，可以替代现在的很多常规农
作物，不像玉米、大豆、水稻等大田
作物需要年年播种，省时又省工。”
王伟向记者介绍。

“在大榛子 3 年结果期之前，可
以采用套种的方式，在榛子树下发
展山野菜种植，减少种植过程中的
空窗期，从而增加种植户的收入。”
谈起大榛子，王伟说得头头是道，

“如果达到盛果期，每株榛子的单株

效益在 125 块左右，亩效益在 1 万块
左右，远远高于同期水稻、玉米、大
豆的经济效益，是旱田经济效益的
10倍以上。”

谈话间，王伟接了一个电话，放
下电话，他说：“五组的顾玉满已经种
了20亩大榛子，除了他，还有几户村
民要和我商量扩大种植规模的事。”

“下一步，我们准备成立榛子种
植专业合作社。等规模扩大了，我们
还要注册商标，争取获得绿色有机食
品认证。”望着漫山遍野的榛子林，王
伟憧憬着。

听王伟唠唠山区农民的致富经
本报记者 葛传东

本报讯 3月23日，记者从大连
市获悉，在全国各地通过各种方式援
助湖北抗击疫情之际，大连市积极创
新公共资源交易模式，由市营商环境
建设局与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建立跨省远程异地分散评标机制，助
力疫情防控期间湖北地区公共资源
交易活动“不断档”、服务“不掉线”，
推动湖北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为帮助湖北地区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早在2月中
旬，大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就与湖北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积极沟通，探索
开展跨省异地分散评标事宜。湖北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照国家发展
改革委有关通知精神，研究制定了依

托疫情比较轻的兄弟省市的专家资
源，开展跨省远程异地分散评标工作
实施方案。根据方案设计，大连市首
先与黄冈市开展对口合作，就国家或
省的重大和重点项目、涉及民生的相
关项目、疫情防控需要的相关项目等
开展跨省远程异地分散评标。

大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大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将
全力配合湖北开展异地评标工作，与
湖北省相关单位守望相助、共克时
艰，齐心协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并借此次合作契机，与湖北省各市建
立跨省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机制，共
促公共资源交易事业发展。

刘澎清 本报记者 杨少明

大连与湖北建立
跨省远程异地分散评标机制

不误农时忙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