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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从
6 月份起，陆续结束入职培训的 146
名人才开始到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的 3 家国有控股公司报到，走
上全新的工作岗位，标志着沈阳高
新区市场化运营改革迈出实质性的
一步，“管委会+公司”发展模式全
面启动。

为促进全市省级以上各类开
发区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沈阳市
日前制定出台推进开发区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推进
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市场化运营改
革、创新运行管理模式是推进开发

区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开发区
要成立国有控股的运营公司，实行
市场化运作，与管委会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承担园区开发建设、招
商引资、投资运营、专业化服务等
功能。

目前，沈阳市有 15 个省级以上
开发区，其中始建于 1988 年的沈阳
高新区是经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肩负着沈大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东北首
家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等多重建设
发展使命。

“我们确立了目标，计划到 2025

年进入全国高新区 30 强行列，重归
国家高新区‘第一梯队’。”沈阳高新
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志刚表示。立足
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区域四大主
导产业，沈阳高新区正着力深化机制
体制改革，推动创新发展、高质量发
展提质提速。

此次公开招聘距离沈阳高新
区上次公开招聘跨时近 20 年，共
有 3075 人报名，最后 146 人入职，
竞争比例达 21∶1。入职者中，硕
士占比近三成，“985”“211”院校毕
业人才近半数，有海外留学经历者
占比达 8%。

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沈阳高新
区 3 家公司将各司其职。沈阳高新
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致
力于园区开发、产业投资、运营服务
等三大业务板块任务，沈阳高新招商
集团有限公司将围绕区域主导产业
打造专业化招商团队，沈阳高新产业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浑南会客厅”等
企业服务体系的打造。高发投集团
公司负责人表示：“我们将致力于搭
建高新区与国内外资本、科技成果和
人才等资源要素的连通桥梁，助力高
新区打造辽宁乃至东北的科技发展
制高点。”

沈阳高新区开启“管委会+公司”模式

市场化运营改革迈出实质性一步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6
月 7日，阜新市新邱区召开大金风电
产业园项目推进会，首批 4个重点项
目涵盖叶片、塔架、组件和大件运输
等领域，总投资 22.2亿元。产业园将
加速产业智能化转型，助力阜新由风
电大市向风电强市转变。

伴随产业园开园，项目建设随
之展开。年产 1600 套风电叶片项
目总投资 15 亿元，预计年收入 38 亿
元，安排就业 1300 人。年产 200 套
塔架和 3000 套组件项目均将在年
内达产，年收入 10 亿元，安排就业
超过 1000人。

2001 年，阜新市成为全国首个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同年，
阜新市竖起首个测风塔，风电运营
商、设备制造商、运营维护商纷至沓
来，以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逐渐成长

为阜新市 4 个优势产业之一。辽宁
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在新
邱区诞生。20 年来，大金心无旁骛
做主业，扎扎实实搞技术，有四大生
产基地，年产能 5000台套，成为新能
源世界 500强企业。

今年以来，大金集团逆势增长，
一季度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 100%，
利润同比增长近 300%。大金公司董
事长金鑫表示，将深度挖掘风电全产
业链各个环节的价值，努力打造以风
场运营及风电装备制造为核心的百
亿规模以上产业集群，让风电产业由
大变强。

新邱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产
业园开园为契机，政企携手，积极创
建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和新产品，
加速产业智能化转型，让新基建成为
转型振兴的强劲引擎。

阜新开建风电产业园

朝阳县围绕百盛钛业、华祥新材
料、阳光光纤等产业园，在拉长产业链
上下功夫，通过重点企业的带动引领，
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逐步形成品牌
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

位于朝阳县柳城工业园区的朝阳
百盛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加强转型升
级，已初步实现钛产业全产业链闭合，
真正实现了企业可持续发展。该项目
全部建成后，朝阳县钛行业将实现产
业链全覆盖，向科技集群化、原料节约
化、市场规范化发展。

冯建波 文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重点项目拉长
钛产业链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6
月 7日，在辽阳市太子河区沙岭镇后
青堆子村村后田埂上，村民单德连穿
着整洁的白衬衫、拿着收音机，一边
悠闲地散步、听新闻，一边喜滋滋地
看着暖阳下绿油油的秧苗。

往年这个时节，单德连可是面朝
黄土背朝天地忙乎在大田里。他乐
呵呵地告诉记者：“地上作物托人管，
收入稳定增加，咱还少操心！”

这是太子河区推广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给当地农民带来的福利。
历经两年多的探索推广，到今年年

初，太子河区已有 3106 户农民把土
地托管给农业生产服务组织，托管面
积达 1362.7公顷。仅在后青堆子村，
参与的农民已由两年前的 20户猛增
到现在的 231户。

农民把土地托给生产服务组织
管护，收益十分明显。单德连算了一
笔账：交给服务组织，每亩地的托管
费是 480 元，服务组织全程负责播
种、除草、病虫害防治、灌溉和作物收
割以及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公示
等，每亩地需要花费的 500多元费用
全由服务组织承担，最后收获的农作

物交到农民手里。按照每亩地平均
收入 1100 元计算，减去 480 元托管
费，每亩地至少收入 620元。

好处，并不仅限于农民少操心、
多卖粮。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极大
地解决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把
劳动力解放出来，解除了打工人员回
家种地、农民种地老龄化之忧。后青
堆子村村民刘利把自家的 0.4公顷地
托管出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打工赚
钱上。一年来，他在打工赚钱的同
时，庄稼照收不误。

在托管过程中，服务组织积极保

障农民收入稳定。在后青堆子村，辽
阳万盈农业服务公司经理何梓田告
诉记者，对于签了合作协议、实行托
管的农户，一旦因内涝、病虫害等出
现土地减产情况，公司会按照周边农
户产量的平均标准给予补齐，保障农
户不受损失。

太子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推广后，吸引了当地和外地总计 9家
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积极参与。家庭
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事服务企
业为主体的新型经营实体，正成为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主力军。

土地托管让太子河农民省心又增收
全区3106户农民参与，每亩地收入620元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眼下
正是茉莉香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
村的大棚葡萄成熟早、口感好，将带
动全村 104户贫困户脱贫增收。”6月
8 日，在朝阳县大庙镇水泉村，驻村

“第一书记”郭燕胜对记者说。水泉
村葡萄种植扶贫示范园建于 2019年
4 月，现已进入葡萄采收期，在壮大
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了贫困群众稳
定增收。

建设扶贫标准化示范果园是
振兴林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
解决贫困村和贫困户长期稳定脱
贫的关键之举。2018 年以来，朝阳
市已经连续 3 年开展这项工作，前
两年累计完成 277 个示范果园建
设，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今年，朝阳市继续加大标准化扶

贫示范果园建设力度，形成了以市、
县（市）区政府为主导，乡镇（街道）为
建设主体，县（市）区林业（果树）、农
业、扶贫等部门联动的工作推进机
制。在果园建设过程中，林果技术人
员对果园的树种选择、整地标准、苗
木质量、栽植等关键环节严格把关，
确保栽植成活。截至目前，朝阳市已
开工建设标准化扶贫示范果园 141
个，面积达 1207 公顷，吸纳贫困户
2727户。

同时，朝阳市大力发展林下间作
套种，推广红干椒、中草药、蔬菜以及
小杂粮等经济作物，让果农在盛果期
前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

朝阳今年建141个
标准化扶贫示范果园

本报讯 6 月 8 日，记者获悉，
在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批准建设的
50 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中，义
县小粒花生产业和白羽肉鸡产业
入选。

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是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打
造辽宁小粒花生特色产业集群，义县
实施了花生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和
花生精加工产业基地建设两个重点
项目。花生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项
目计划总投资 2.02亿元，打造 2万公
顷高标准花生种植基地，通过 3年的
公用品牌销售引领、知名商标培育、
绿色无污染生产等行动，义县的花生
加工、仓储、运输能力将达到 40万吨
以上。

义县花生精加工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1.8 亿元，更新
90 套色选、包装、筛选设备，增加 45
条加工流水线，上马 90 个流水作业
机器人，配套 120 套环保除尘设备，
叫响义县“官场沟”花生精加工基
地品牌。

建设辽宁白羽肉鸡产业集群，义
县白羽肉鸡养殖产业将形成集肉鸡
养殖、深加工、销售及饲料供应、仓
储、运输、鸡粪有机肥生产于一体的
肉鸡产业集群，到 2022 年，总投资
9.558亿元，新建 3个种鸡养殖、孵化
场，16 个大型现代化肉鸡养殖场，1
个屠宰加工厂，1家有机肥厂，1家病
死肉鸡无害化处理厂。建成后，全县
将新增产值 20 亿元，带动 7000 人就
业，人均增收 7500元。

侯树河 本报记者 崔 治

义县打造
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巩
捷在商海打拼了 20 多年，曾多次办
理行政审批手续，但政府工作人员
登门协助办理企业设立登记，他还
是头一次碰到。巩捷和合作伙伴拟
在大连市中山区创办一家医疗科技
公司，前几天，在向中山区营商环境
建设局核定新企业名称时，他得知
该区最新推出这项“预约上门帮办”
服务。

这 项 服 务 于 6 月 1 日 正 式 启
动。审批事项申请人只需通过中山
区政府门户网站或“大连中山”手机

APP 及微信小程序上的“约上门”功
能进行预约，工作人员就会免费上
门提供帮办服务，现场审核材料，带
回窗口办理，最后将审批结果免费
邮回，实现企业、群众“一次预约办
成事”。

巩捷在网上预约后，服务人员迅
速与他取得了联系，并进行企业设立
登记手续、材料预备等前期辅导。6
月3日9时30分，两名工作人员准时
来到巩捷家。巩捷按要求将企业核
名告知书、房产证、场地租赁协议、签
章等要件备齐，只花了不到一个小

时，新企业的设立登记手续就办结
了。当天下午，巩捷如愿拿到了营业
执照。

“‘预约上门帮办’就是要通过
政府‘帮忙跑’，实现企业群众‘一
次都不跑’。”中山区营商环境建
设局局长吴笑姝说，“创新推出这
一服务模式，是中山区以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促进投资稳步增长、着力
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的一项重要
举措。”

目前，中山区初步推出的“预约
上门帮办”服务事项，包括公司设立

登记、公司变更登记、食品经营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旅馆业特种行业
许可证等行政审批事项以及老年证、
优待证的办理和二孩生育登记等公
共服务事项。

为扎实推进这项创新服务举
措，中山区营商局协同各政务服务
事项所属审批部门以及街道办事
处 持 续 开 展 所 属 帮 办 人 员 培 训。
同时，出台“岗服人员”管理办法等
规定，对帮办人员加强日常监督考
评，从制度上严肃工作纪律，强化
责任落实。

将行政服务窗口前移到办理人的家门口

大连市中山区实现“一次预约办成事”

6 月 8 日一大早，在铁岭调兵山
市柏家沟镇肖家街村村民蒋国军
家的院子里，前来送货的摩托车、
电动车排成长队，方圆百里的乡亲
们送来各类家禽和山货。蒋国军
为大家当场结算，短短一个小时就
付款 3000 多元。

“老蒋夫妻俩点子多、路子广，人
还特别实在，俺给他家送货已有十多
年了。”接过蒋国军递过来的钱，邻村
的村民马良山说。前来送货的乡亲

们来自周边各村，提到蒋国军夫妇，
大家都赞不绝口。

蒋国军夫妇是肖家街村人，两人
勤劳肯干、头脑灵活，成了村里最早
一批外出做生意的人，积累了一些资
本和人脉。2004 年，他们回村开起
农家代收点，并很快与周边一家禽类
加工企业和两家农贸市场达成长期
合作意向。

代收点逐渐打开销路，迅速吸引
了本村及周边的乡亲向此靠拢。小

青镇村民韩铁奇专职为代收点收家
禽，月收入万元；蔡牛镇农民张明星
农闲时收家禽、蜂房、桃核，成了代收
点的常客；本村村民蒋葛霞在自家院
里养了50余只大鹅，养殖足月就送到
代收点，一年多收入 5000 余元……

“现在，与我们固定合作的饲养场有
两家，送货小贩有30余人，散户达百
人。”蒋国军告诉记者。

一个代收点，不仅调动了乡亲们
的积极性，也给村里的困难户带来了

致富希望。61 岁的村民付兆林 3 年
前做了肾病手术，术后身体大不如从
前。看到这种情况，蒋国军把付兆林
请到代收点开车、干零活，一个月为
其开工资2000元。

多年辛劳，蒋国军夫妻俩带富百
余名乡邻。“这些年，俺平均每天开车
200 余公里，货车换了六七台，但是
看到乡亲们富起来，俺心里高兴。只
要俺还能干动，就希望带着更多乡亲
致富奔小康。”蒋国军笑着说。

兴办代收点 带富众乡亲
王 宏 本报记者 王晓波

脱贫攻坚在一线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6
月 5 日，搭乘 147 名旅客的大连航
空 CA8909 航 班 顺 利 完 成 大 连 至
北 京 大 兴 航 线 首 航 任 务 。 至 此 ，
大连航空成为大连地区首家同时
执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
际 机 场 航 线 的 航 空 公 司 ，不 仅 为
连接大连与北京架起了新的空中
桥 梁 ，同 时 将 有 力 助 推 地 方 经 济
发展及大连市建设东北亚国际航
运中心、物流中心，为大连全面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高效便
捷的通道。

大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由中
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保
税区管委会于 2011 年共同出资组

建，是大连首家以城市命名的本土
航空公司，目前已开通大连始发至
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 30 余个大
中城市的航班。2019 年共安全运
输旅客 255 万人次，货邮运输量达
1.58 万吨。

目前，大连航空新开通的大连—
北 京 大 兴 往 返 航 线 ，航 班 号 为
CA8909/10，由波音 737-800 型飞机
执飞，单程飞行约 90 分钟。去程航
班 16 时 20 分从大连起飞，回程航班
19时从北京大兴起飞。后续随着运
力规模逐步扩大，将在发展点对点航
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中转联程
市场，助力大连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
枢纽城市。

大连航空新增
大连至北京大兴航线

首期“铁岭市‘第一书记’直播带
货”活动日前举行，17名省、市、县优
秀选派干部走进直播间，为派驻乡村
的农产品进行现场代言，共卖出农产
品5000多公斤。

为助力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铁
岭市组织全市选派干部积极探索电

商新业态，采取网络销售方式，帮助
农民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

截至目前，铁岭的选派干部通
过电商平台共接到农产品订单万余
份，帮助农民卖出各类农产品价值
4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摄

“第一书记”直播带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