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28日 星期四

编辑：傅春蘅 视觉设计：许 科 检校：冯 赤 史凤斌要闻
YAOWEN

09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5 月
27 日，记者从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获悉，沈阳不断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全面实施市场主体全程电子化登
记注册，市场主体“准入准营退出”更
加便利。今年前 4个月，沈阳市通过
全程电子化方式登记注册市场主体
3.85万户，占同期市场主体登记注册
总数的 94.51%。由于沈阳市深化商
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日前获得国务
院办公厅通报表彰。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沈阳市创新举措、狠
抓落实、统筹推进，为市场主体提供

最优商事服务。沈阳将 32项涉企证
照事项统一整合到营业执照上，被整
合证照不再发放，简化企业准入手
续，全面实现“三十二证合一”；将开
办企业的必备环节从 7个减少到 3个

（企业登记、印章制作、申领发票）；
“证照分离”改革全面推开；采取减少
提交材料、压缩注销时间、降低注销
成本等措施，促进企业“新陈代谢”。
同时，允许企业“一址多照”和“一照
多址”；取消名称预先核准，实行自主
申报；实施企业登记实名验证，防控

“被股东”“被法定代表人”等问题。
为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沈阳市

持续推进企业全程电子化登记。通
过配备导办员，专门负责指导全程电
子化登记平台操作，完善“事前”服
务；银行进驻政务服务大厅帮办、银
行网点提供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一
站式”代办服务，优化“事中”服务；开
展营业执照自助打印，联系中国邮政
EMS 免费寄递营业执照，改革“事
后”服务，实现随时、随地、线上、线下
业务无缝隙衔接，解决全程电子化业
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做到“申办不
见面，领照全天候”。

据了解，沈阳市自助打印了全省
首张新版营业执照，全程电子化业务

总量始终位列全省第一。2019 年，
沈阳市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登记注
册市场主体 11.45 万户，占同期市场
主体登记注册总数的 71.51%。

由于沈阳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成效显著，获得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
彰，并将获得相应的督查激励，措施
包括：优先选择为企业登记注册便利
化改革、企业年报制度改革、社会共
治、企业信用风险监管、大数据监管、
信用修复等商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后
监管工作的试点地区；优先授予外商
投资企业登记注册权限；在国家广告
产业园区认定中优先给予支持。

沈阳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实现全程电子化
全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获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彰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为切实
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沈阳市苏家屯
区将对三处棚户区的 2483户进行改
造，实现路平、灯亮、水畅、卫生、安全。

棚户区提质改造不仅连着城市
发展，更连着民生福祉。为有序推进
此项工作，苏家屯区成立了棚改工作
专班，对整改片区进行细致划分，明
确整改内容、标准以及完成期限。多
次深入现场调研棚户区的实际情况、
认真细致论证改造方案、积极与各责

任单位磋商施工标准。
据了解，棚户区改造工程将于 9

月底前完工。工程完工后，三处棚户
区往日路况差、雨季积水、无下水管、
排污难、夜晚无照明等问题将得到解
决，2483 户居民将告别生活不便的
窘境。这些小区不仅达到道路平整、
排水畅通、路灯照明、垃圾定点投放
等要求，道路两旁还将定点安置可移
动垃圾箱和太阳能路灯，切实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沈阳市苏家屯区
对三处棚户区实施改造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复

工复产以来，我们已经在当地新招收
130 多名工人，6 月份还要招 80 人。
企业一季度营业收入实现 2800 万
元，二季度预期收入 3000 万元至
4000万元，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 7月
份。”5月 25日，贵州水城力威铝业科
技有限公司的赵天喜告诉记者，“经
过 3个多月的努力，我们已经将疫情
耽误的工时抢了回来。”

力威铝业是大连企业在贵州省
六盘水市投资的产业合作项目。2月
14日企业顺利复工复产后，生产规模
迅速扩大，先后启动了西南地区首个

EBC 数字化智慧工厂管理系统建设
项目，成立了贵州水城创世纪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将农民工培训成为产业
工人并保证就业，全年可培训 5000
人。目前，公司在六盘水市已形成集
劳务安装、铝模租赁、智能爬架、培训
学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４个板块
均已落地，预计今年产值达6亿元至7
亿元，带动当地近千人就业。

大连市与六盘水市一道，主动研
判两地疫情形势，合理有序、安全防
护，确保援建项目尽快开工、抢先复
产。韩伟集团在盘州市羊场乡投资
建设的 120万羽蛋鸡养殖项目，是大

连市对口帮扶六盘水市项目。该项
目于 2月 10日顺利复工，目前基础设
施建设正有条不紊地推进，预计 12
月底前实现产蛋目标。

疫情防控期间，大连佛伦德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派驻六盘水市的专家
坚守在大樱桃基地，推动项目按时复
工复产。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露地大樱桃亩产达 500 公斤，
预计两年后亩产达 1000 公斤以上。
这个过去“樱桃不结果”的贫困山区，
正朝着“10万亩大樱桃产业”的目标
稳步迈进。

除了大樱桃，从大连运送的 15

万株脱毒草莓原种苗已在六盘水盘
州市乌蒙镇坡上村“安家”，大连草
莓研究所、大连谷百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与当地 20 多户农户签订了
土地流转协议，确定今年在当地兴
建 34.6 公顷高原苗繁育基地。今年
3 月，大连为六盘水市送去的 1 万株
早金酥梨苗和 1 万株软枣猕猴桃
苗，将用于六枝特区 18 个乡镇的小
康菜园建设。

截至目前，大连和六盘水两市共
携手推动 13个产业合作项目和 27个
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帮助实现就近就
地就业 1399人。

大连援建六盘水项目加速复工复产
涉及13个项目和27个扶贫车间，1399人实现就业

本报讯 环丁砜装置仅运行 26
天，即增效 350万元，日前，从中国石
油锦州石化分公司添加剂车间劳模
创新工作室传来喜讯。锦州石化分
公司充分发挥创新工作室的科技创
新作用，解决生产运行及维检修难
点，以优化增效、降本增效和节能增
效推动企业大发展。

锦州石化分公司现有 32个劳模
（职工）创新工作室，覆盖公司所有主
力车间和重要装置，成为公司安全生
产、科技创新、精细管理过程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公司的一台电子
天平水准仪损坏，厂家建议将天平返

回德国检修，工作室经过反复研究试
验，用可替代原厂水准仪的部件修好
了天平。他们还修复了德国生产的
石油产品闪点测定器电源板、美国进
口的总硫分析仪，节约成本 7万元。

从 2019 年到今年一季度，创新
工作室共整理车间级典型案例分析
1296篇；发挥“传帮带”作用，累计签
订“导师带徒”21对；“有价值物资再
利用”持续推进，开源节流 1586 万
元；提出群众性合理化建议 452 项，
其中 42 项重点项目中成果转化 35
项，年创效益及节约成本超过 3200
万元。 谭 月 本报记者 文继红

32个创新工作室
助锦州石化提质增效

本报讯 5月 27日，记者来到位
于盘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辽宁
天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走进面积
达 9600 平方米开阔的生产装配车
间，重量从 11 吨到 18 吨不等的 5 台
顶部驱动钻井装置醒目地矗立在作
业区中。“大家伙”身旁，多名技术人
员正紧张地进行综合功能调试。

“这些即将出厂的顶驱装置，订
单分别来自渤海钻探、海华集团和俄
罗斯客商。随着原材料供应、物流等
环节日趋通畅，我们在严格落实省、
市防控举措的基础上，363名员工加
班加点满负荷工作，力争把疫情造成
的损失抢回来。”公司副总经理伍志
强说。

在石油开采业流程里，钻井是
重要工序之一。作为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天意实业成功自主研制开
发了世界首台低温顶驱、世界首台
车载专用型变频顶驱、旋转导向钻
井系统，拥有 22 项国家专利，打破
了我国钻井队伍开拓海外市场的

“瓶颈”。
“我们现在已成为品种全、型号

多、技术先进的顶驱装置制造商与
服务商，充分显示了中国‘智造’的
实力与底气。”天意实业技术研发中
心主任刘琳告诉记者，公司适用地
下 2000 米至 9000 米不同井深及温
度的十余款顶驱产品，不仅在中石
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国内油田唱主
角，还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委

内瑞拉、苏丹、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去年，中石化承钻的顺北油气田顺
北鹰 1 井完钻井深 8588 米，创亚洲
陆上钻井最深纪录，标志着我国已
掌握世界先进的超深井钻井技术。

“施工所用顶驱，就是我们盘锦的
‘天意制造’。”伍志强说。

今年以来，天意实业围绕技术
创新精准优化产品，提升服务质量，
瞄准国外主要产油区，发力开拓海
外市场。伍志强告诉记者，公司年
生产能力达 50 台，实现了顶驱产品
系列化、规模化，“目前，我们拿到手
的订单有 45 台，公司的生产计划已

排到 12月。”
天意实业负责经营的副总经理

王军告诉记者，截至 4 月底，公司已
向中石油、中石化、俄罗斯等国内外
购货商交付顶驱装置 16 台，实现收
入 9000万元，同比增长 9.4%。

李沅沅 本报记者 刘立杉

“盘锦造”钻井顶驱站稳国内外市场
产品远销俄罗斯等国家，生产计划排到年底

技术人员正对顶驱装置做综合功能调试及负载试验。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摄

本报讯 记者李万东报道 葫
芦岛市南票区大兴乡河北村的孙立
军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上个月，他通
过人社部门的岗位推介，以“点对点”
输送的方式，到南京市江宁区泉峰集
团工作。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葫
芦岛市综合施策、精准帮扶，全市有
1.12万名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就业。

受疫情影响，葫芦岛市有很多企
业面临用工短缺问题，同时大量外出
务工人员滞留在家无业可就。为破
解企业用工和劳动者就业的两难问
题，葫芦岛市人社部门经研究分析认
为，供求信息不对称、企业与劳动者
的可选择空间过小是导致问题出现
的主要原因。

他们尝试打破地域限制，牵头组
建起全国性跨区域就业联盟。该联盟
以“平等开放、互惠互利、互联互通”为
宗旨，以盟约方式建立求职招聘、劳务
输出、技能培训、创业创新、权益维护、
沟通会商六方面地区合作机制。

葫芦岛市人社部门通过信函、邮
件、传真等方式，向全国百余座城市发
出“2020年百城千企网络招聘会”邀请
函，得到相关城市的积极响应。108座
城市的2835家企业共提供就业岗位
1.6万个，其中向贫困劳动力定向送岗
2835个。目前，葫芦岛市有1.3万人通
过“2020年百城千企网络招聘会”达成
就业意向，1722人通过“点对点”方式
抵达就业目的地城市。通过就业联盟
平台，3300多名贫困劳动力有序输出
到省内外就业，4300多名贫困劳动力
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为确保有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全
部就业，葫芦岛市常态化开展“就业
援助月”“春风行动”等活动，并以
689 名未脱贫、7.17 万名低收入已脱
贫人员为重点，逐一调查就业意愿和
培训需求，建立实名数据库。同时，
强化创业带动就业，加快孵化基地建
设，落实补贴政策，提供推介、指导、
孵化、担保等创业服务。

葫芦岛市1.12万名贫困劳动力
稳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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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营口市老边区韩厚堂动迁户回迁

款 项 结 算 确 认 单 丢 失 ，边 动

0000051，回迁安置地点：欢心甸，楼

号：11-3-6-1，回迁面积:68.13平方

米，特此声明。

▲ 代 勇 道 路 运 输 许 可 证 号

210882107687丢失作废。

▲ 营 口 鑫 喆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辽

HP6835营运证，证号10331863丢失

声明作废。

▲营口鑫喆物流有限公司辽H59G7

挂 营运证，证号10334493丢失声明

作废。

封路通告
因路面中修施工需要，经交通

主管部门批准，现定于 2020 年 6 月

1日至2020年9月30日分时间分区

段对 G230 通武线（半拉门-胡家）

K384+782-K409+543 路段进行全

幅封闭，对通武线（胡家-孙屯）

K409+543-K418+851、（营房-羊肠

河）K427+662-K431+248路段进行

半幅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遵照

现场安装设置的交通标志安全行

驶，特此通告。

辽宁省锦州路政执法队黑山大队

黑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黑山县公路管理段

2020年5月28日

封路通告
省道北杨线六十天地桥危桥

拆除重建，无法通行，自2020年5月

29日至2020年9月15日，对北杨线

K0+000 至 K52+824 进行全幅封闭

交通，一切过往车辆及行人请从国

道京沈线、省道宝锦线绕行。

特此通告。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北票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5月22日

封路通告
省道朝锦线辛店桥危桥拆除

重建，无法通行，自 2020 年 5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对朝锦线

K18+120 至 K36+619 进行全幅封

闭交通，一切过往车辆及行人请从

国道通武线、省道宝锦线、乡道孤

牤线绕行。

特此通告。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北票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5月22日

封路通告
国道通武线（少为营至巴图营

段）养护工程施工，无法通行，自

2020年 5月 29日至 2020年 10月 31

日，对通武线 K551+200 至 K568+

450 进行全幅封闭交通，一切过往

车辆及行人请从县道凉三线、兴南

线、国道京沈线、省道赤锦线、朝锦

线绕行。

特此通告。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北票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5月22日

封路通告
因国道京沈线（务欢池镇至绕

阳河段）养护工程路面改造施工需

要 ，拟 对 该 路 段（K678 + 446—

K700+821）实施半幅封闭。封闭日

期：2020 年 5 月 30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请过往车辆从务泡线及建

碱线绕行或按施工现场设置的交

通指示标志交替通行。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村公路路政管理所

2020年5月28日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
者 5 月 27 日获悉，在 2020 年沈阳市
劳动和技能竞赛中，重点工程、复工
复产等列入六大主题劳动竞赛。沈
阳市旨在通过组织开展劳动和技能
竞赛，充分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
和创造活力，全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2020 年沈阳市劳动和技能竞赛
以“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振兴争
先锋”为主题，以“保安全、比质量、抢
工期、增效益、作贡献”为主线，设立

“重点工程、复工复产、安全生产、技
能提升、技术创新、班组建设”六大主
题劳动竞赛。

其中，沈阳市从在建和新开工

的千余个重点工程中遴选出 20 项
重点工程，开展重点工程主题劳动
竞赛，以“五比一创”即比工程质量、
比建设工期、比技术创新、比科学管
理、比文明建设和创建优质工程为
载体，努力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全
力以赴把时间赶回来、把损失补回
来；复工复产主题劳动竞赛以“保生
产、赛效益，保供给、赛贡献，保运
输、赛效益”为抓手，重点在医药、能
源、生活必需品等生产企业和交通
物流领域开展主题劳动竞赛，充分
发挥龙头企业和产业链核心企业的
示范引领作用，有力促进企业恢复
正常生产经营，促进交通物流企业
打通流通堵点、保障社会供应。

复工复产被列为
沈阳市劳动技能竞赛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