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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是项目建设的“源头活水”。为
此，鞍山牢牢牵住招商引资这个“牛鼻子”，以

“两翼一体化”经济发展战略为指引，全力引
进项目，积极以招商引资成效对冲疫情影响，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鞍山出台了《鞍山市招商引资奖励办
法》，不论身份编制、职务级别、岗位性质，不
论法人、自然人，或是其他组织，只要引进投
资项目到本市行政区域，都对作出实质性贡
献的主要引荐人给予奖励，强化正向激励鲜
明导向，营造全域全员招商浓厚氛围。

与此同时，鞍山创新方式，依托互联网开
展“云招商”活动，“线连线”引项目，“屏对屏”
促投资。3月12日、4月8日先后举办两次线
上招商引资洽谈会暨项目云签约仪式，签约

重点项目 41 个，总签约额为 107.5 亿元。其
中，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超频三东北总部
基地等一批优质项目成功签约。围绕文化、
旅游、体育、健康“四产融合一体化”，禾零秘
境医疗康养等一批支撑项目入驻北方国际健
康城。“院校经济”“飞地经济”激发新动能，鞍
山市政府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推动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模式。

鞍山还优化服务，狠抓落地，尤其把抓落地作
为招商引资项目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建立招商
管家制度，强化高质量项目服务，全力推进签约项
目尽快落地。截至目前，2019年签约的180个重
点项目已落地147个，落地率达82%；2020年新签
约的37个亿元以上项目已落地12个。一季度，全
市实际到位内资40.64亿元，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凝神聚力抓招商 全力以赴引“活水”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4 月 13 日，
记者从鞍山市相关部门获悉，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鞍山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解
决企业开复工实际困难，为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提供环境支撑和制度保障，提升市场主
体获得感，助力振兴发展，坚决夺取疫情防控
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鞍山通过采取开
通“绿色通道”、推行网上审批、推动容缺受理
等措施，积极解决企业开复工遇到的实际困
难，全力支持企业经营发展。鞍山对涉及保
障城市运行和企业生产必需、疫情防控必需、
群众生活必需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审

批事项，审批部门开辟应急审批“绿色通道”，
不受工作时间和现行程序限制，一事一议，即
来即办。同时，对涉及疫情防控等紧急事项，
进一步简化申报流程，在申请人作出相应承
诺后，审批部门容缺受理，履行审批程序并出
具审批结论，纸质申报材料可通过邮寄报送
或待疫情稳定后予以补正。鞍山还将采取推
进营商环境地方立法、建立评价体系、提高涉
企投诉案件办理效率等措施，为招商引资和
项目建设提供环境支撑和制度保障。

在推进营商环境地方立法上，鞍山将以
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主线，以《辽宁
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重要补充，认真开展

贯彻落实专项行动，并以此为基础，全面梳理
鞍山营商环境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重点、难点
和突出问题，对近年来全国先进地区已经普
遍实行的成熟经验进行充分归纳提炼，积极
启动营商环境建设地方立法，固化优化营商
环境的有益探索和实现路径，防止各类改革
成果出现反弹，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
预期的良好发展环境。

在建立评价体系上，鞍山将以建立“营商
专员”制度为抓手，引导各地区、各部门在全
面对标先进地区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的基础
上，建立属于本地区、本部门的营商环境建设
工作标准、经验做法，努力打造鞍山优质营商

环境新亮点、新标识、新品牌。同时，深化与
毕马威公司的战略合作，主动开展第三方评
估，以评促改，抓紧补齐弱项短板；以评增效，
尽快缩小与最简、最优、最快指标标准的现实
差距。

在提高涉企投诉案件办理效率上，鞍山
将认真做好“8890”受理企业诉求处理和转办
工作，及时回应各方关切。同时，进一步加大
涉企投诉案件督导、调度、约谈力度，及时组
织有关部门集体会商，每季度对涉企投诉案
件处理情况进行通报，适时开展督查督办，确
保“6个月内办结率不低于80%”，不断提高营
商环境投诉案件办结率。

建立评价体系 开通绿色通道 推动容缺受理

鞍山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

鞍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要
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加快恢复防疫常态化下
的生产生活秩序，牢固树立“项目兴市，
企业富民”理念，深化城市活力建设，深
入实施“两翼一体化”经济发展战略，抢
抓“窗口期”，切实加强组织调度，以饱
满的精神状态、以只争朝夕的奋斗姿态
迅速投入到项目攻坚中，力争让大项目
高山凸起、小项目遍地开花，奋力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双胜利。

4月8日，在一季度已开复工千万元
以上项目351个的基础上，鞍山举行了
总投资144亿元的52个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动员全市上下迅速擂响项目
大突破、快突破的战鼓，把疫情耽误的时
间抢回来，把振兴发展的氛围燃起来，把
落下的进度赶回来，以最大的力度、最优
的服务、最强的合力推动项目建设。

2020年，鞍山推进千万元以上项目
820个，总投资2117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448亿元。

重点开工项目扫描

年产10万吨减速机及重型配件项目

蓄积新动能 释放新活力
——聚焦鞍山市2020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记者 刘家伟

挖掘机、推土机和工程卡车整齐排列，戴
着口罩和安全帽的施工人员整装待发，一块
块大红背景的展板图文并茂地介绍着开工重
点项目情况……4月8日，台安县经济开发区
内热闹非凡，鞍山市2020年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动员全市上下迅速
擂响项目大突破、快突破的战鼓，把疫情耽误
的时间抢回来，把振兴发展的氛围燃起来，把
落下的进度赶回来，以最大的力度、最优的服
务、最强的合力推动项目建设，掀起了全市狠
抓有效投资做强实体经济的新高潮。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
官之年，鞍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加快恢复防疫常态化下的生
产生活秩序，深入实施“两翼一体化”经济发展
战略，抢抓“窗口期”，切实加强组织调度，以饱
满的精神状态、以只争朝夕的奋斗姿态迅速投
入到项目建设中，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双胜利。
鞍山始终坚持落实新发展理念统领项

目建设，聚焦打造钢铁、菱镁、装备制造、高
新技术、城市融合经济体“五点支撑”的产业
发展新格局，围绕产业链、功能链、创新链，
瞄准国家、省产业政策导向，实施项目攻坚，
力争让大项目高山凸起、小项目遍地开花。
同时，强化机遇意识，狠抓项目建设，坚持以
增量促进结构调整，大力引进支撑能力强的
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加强本地配套力
度，加快形成规模大、效益好、竞争力强的产
业集群。

为全面优化环境服务项目建设，鞍山深入
实施“春风行动”，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发挥
政银企对接服务中心作用，压实企业信息员责
任，为项目落地、企业发展营造最佳环境。

鞍山以清晰的产业定位为指引，践行“以
事为轴心、以目标和效果为导向，做就做到具
体，做就做到深入，做就做到细致，做就做到

彻底”的工作法，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全力推
动项目建设。一季度，全市开复工千万元以
上项目就达351个，总投资1040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52个项目，总投资144亿
元，涵盖了高端制造、清洁能源、高新技术、新
型基础设施、文化旅游和生态环保等领域，既
是鞍山坚持疫情防控、经济发展“两手抓、两
战赢”的生动缩影，也是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
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全市上下共同
努力、全力服务项目企业的工作结晶，建成后
必将为鞍山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大动力，增添更多活力。

其中，位于台安县的鞍山福瑞特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神龙三期）年产100万吨热镀锌板
带、冷弯镀锌型钢及结构用方矩镀锌管项目，
总投资10亿元，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1.14万平方米，预计2021年12月竣工投
产。项目新建酸洗车间、生产车间、保护气站
等及其他附属设施，购置平整机、镀锌机、冷弯

型钢机等设备108台（套），建成后预计年销售
收入50亿元，年纳税1亿元，安排就业1000人。

位于岫岩满族自治县的辽宁成业文旅发
展有限公司玉都古城系列开发建设项目，总
投资60亿元，占地面积114.16万平方米。项
目建设玉都古城，古城旅游一条街，玉工艺美
术馆，玉博物馆，玉器、玉石、原石拍卖中心，
满族文化系列风貌馆，温泉旅游度假村等，还
包括建设岫岩城市广场、广场水系景观、中心
幼儿园、重点小学以及玉都古城系列住宅小
区等。项目建成后，将重现岫岩悠久历史文
化，成为打造“四产融合”的全域旅游示范点。

位于鞍山高新区的高博（鞍山）半导体有
限公司发光二极管（LED）可靠性及工艺改进
研究项目，总投资1.2亿元，建筑面积6000平
方米，2022年12月竣工投产。项目研发生产
高性能、高可靠性LED发光二极管及红外接
收发射管、光电传感器件、激光二极管，建成
后，可实现产值1.5亿元，利税200万元。

抢抓“窗口期” 掀起项目建设新高潮

近日，鞍山市委主要领导深入海城后英
集团，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开展调研的同
时，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解决企业项
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力保障项目
建设顺利推进；鞍山市政府主要领导也深入
项目施工现场，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现
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主要领导率先垂范，轻车简从，带头纷
纷深入各县（市）、区、开发区，深入开展下基
层现场办公，倾力帮助解决企业项目建设中
遇到的用地、用能、用工等困难问题，正是鞍
山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积极做优服务，全力
以赴加快重大项目建设采取的重要举措。

为了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让签约项目
早落地、新建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提进度，
鞍山从完善项目推进机制、积极筹措资金、
精准施策解难题等方面全面发力，全力以赴
狠抓重大项目促进有效投资，以项目建设之
进，撑起经济发展之稳。

鞍山紧紧抓住国家应对疫情影响、支持
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机遇，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全力加快重点项
目建设，对一季度计划开复工的410个重点项
目实施精准帮扶，实行项目承诺制，容缺审
批，帮助解决土地、资金、防疫物资保障等问
题，加快推进项目开复工。其中各地区110个
一季度计划新开工项目前期手续短期内全部
办结，并开工88项，开工率达80%。

为了进一步完善项目推进工作机制，鞍
山印发了《鞍山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推进工
作机制》，切实加强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建设工作，构建起项目谋划推进、要素保障、
精准帮扶、网格管理、双向协调、监督考核的

常态化工作推进机制，对全市千万元以上
开复工项目按照市直部门职责进行分类管
理，实现“地区管片、部门管线”的网格化常
态管理。

在积极筹措资金助推项目建设方面，鞍
山市加大资金筹措力度，通过多次召开相关
部门和地区协调会，解读国家政策、辅导和
协助项目单位谋划包装项目，并多次赴相关
单位进行现场办公指导,对拟申报项目逐一
把关、规范调整。经过多部门齐心合力努
力，上报新增中央资金项目 196 个，拟申请
资金 103.4亿元，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
目48项、拟申请债券56亿元，申报中央预算
内投资补助资金 84 项，拟争取资金 12.1 亿
元，目前已到位7329万元。

鞍山还全面实施“项目管家”精准帮扶，
组建了23位副市级以上领导牵头的44个市
级重大项目精准帮扶团队、各地区为714个
千万元以上项目组建305个服务团队，帮扶
团队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全力做好代办手
续、要素保障、施工筹备等前期准备工作。
同时，以“万人帮万企、向企业派送信息员”
的包保帮扶工程为依托，不断压实企业信息
员责任，为项目建设助力，市发展改革委还
组织青年奋斗者“项目管家”分队和各级“项
目管家”服务团队为包保项目做好政策宣传
和解读、手续帮办代办、协调解决问题等。

机器响起来、工地热起来、城市活起
来，一个个项目的加紧建设正为鞍山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一股股新的动能。
伴随着这些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重大项
目的开工，鞍山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又一
次被点燃。

精准服务解难题 助力项目早日达产见效

海城市聚能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对产品车辆进行检查。 刘晓明 摄

鞍山泰格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神龙二期）项目生产车间忙生产。 本报记者 刘家伟 摄

辽宁新福源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10万吨减速机及重型配件项目，总投资
5.8亿元。其新建生产车间、办公楼及其他
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购置
16米数控滚齿机、16米数控立车、6轴紧密
铸造机器人等主要设备380台（套）。

年产16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

辽宁雨森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年产16万
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总投资10亿元，占地
面积15万平方米，新建生产车间、员工宿
舍、办公楼等及其他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购置3500高速纸机、2800
高速纸机等主要设备共计22台（套）。

30万吨耐火材料制品生产线项目

后英集团海城市胜辉耐火材料制造
有限公司30万吨耐火材料制品自动化
生产线项目，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总
投资8亿元，2021年投产。建设8条隧道
窑、10台全自动液压压砖机，配套自动化
原料粉碎及配料、混料生产线等设备169
台（套）。项目建成后，年产值预计为5.74
亿元。

迈格钠绿色设计平台建设项目

迈格钠磁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大功率
高转速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调速装置绿色
设计平台建设项目，建筑面积2.2万平方
米，总投资1.89亿元。新建建筑面积为
4000平方米的厂房，购置和安装生产设
备55台（套），购置软件24套。项目达产
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3亿元，实现利
润2400万元。

瓦楞纸二期项目

鞍山永安包装工业有限公司瓦楞纸二
期项目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5万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主要建设
高标准瓦楞纸生产线所需生产厂房、库房、
附属设施，采购生产线设备等。项目建成
后，预计实现年产值4亿元、利税4000万
元，带动120人就业。

朵朵童世界项目

辽展集团朵朵童有限公司朵朵童世界
项目，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总投资1亿
元，2020年底竣工运营。盘活原阳光宝贝
1.3万平方米闲置网点，建设集儿童百货、教
育、娱乐、运动等于一体的一站式儿童综合
素质成长中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实现营
业收入6000万元，新增就业500人。

红星美凯龙家居生活广场项目

辽宁登峰置业有限公司红星美凯龙家
居生活广场项目，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总投资1.04亿
元，2020年12月竣工投产。项目主要建
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整体配套设施
完善的商业体，打造全新的综合家俬装潢
集散中心。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实现营
业额5亿元，带动就业800人至1000人。

冶炼设备制造生产线项目

鞍山宏诚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冶炼
设备制造生产线项目，占地面积2.7万平
方米，总投资1.2亿元。该项目计划新建两
栋重型厂房，新购置一批机械臂、数控机械
以及自主研制鞍山首台1.2万吨液压机。
投产后，预计年产冶金设备超100台（套），
年产值1.5亿元，纳税2000万元/年。

年产18万立方米颗粒刨花板项目

辽宁中元木业有限公司年产18万立
方米颗粒刨花板项目占地面积5.9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总投资3亿
元，2021年竣工投产。新建一条年产18
万立方米颗粒刨花板全自动连续平压生产
线及相应配套环保和消防设施。项目建成
后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利税3000万元，
增加用工岗位150个，带动广大林农、果农
实现增收致富。

高速半导体激光器（5G）项目

辽宁优迅科技有限公司高速半导体激
光器（5G）项目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总
投资1.2亿元，2021年12月投产。项目主
要改造1500平方米万级洁净间，购置
100G采样示波器、100G定型误码仪和
100G TOSA透镜耦合等设备200余台
（套），建设100G和400G高速半导体激
光器生产线，年产100G和400G高速半
导体激光器30万只。项目建成后，可实现
年产值1.5亿元，利税3000万元。

50万吨废钢处理项目

辽宁申盈再生资源有限公司50万吨
废钢处理项目总投资2.5亿元，计划新建
破碎机、液压剪切和打包压块生产线，对不
锈钢金属、钢轨、船舶用重型钢材进行剪切，
实现年产50万吨废钢处理生产能力。项目
建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亿元，就业40
人，税后利润8347万元、利税27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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