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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SULAN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减
负、提速、加油……9月8日，大连市出
台支持水产品加工销售和冷链物流
行业稳定发展 12 条措施（以下简称

“12条”），从减轻企业负担、开辟绿色
通道、支持企业开拓市场、提振市场
消费信心等方面打出政策“组合拳”，
助力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陷入困境
的大连海鲜重返国内外消费者餐桌。

通过稳岗返还和就业补贴稳就
业，降低港口收费标准和加工贸易费
用，为企业减轻负担。“12 条”规定，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稳岗返还标准提
高至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
保险费的 100%；符合规定吸纳登记

失业半年以上人员或毕业年度高校
毕业生就业的，给予每人 2500 元的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集装箱货物
港务费、港口设施保安费两项港口经
营服务性收费在去年降费的基础上
再降低 20%，在大连港所属集装箱码
头堆存进口冷藏重箱超 3天的，库场
使用费给予 20%的优惠。企业办理
加工贸易相关业务时，除规定外，原
则上不征收风险担保金；内销加工贸
易货物，暂免征收内销缓税利息。同
时，加强金融支持，普惠型小微企业
综合融资成本较去年下降超 0.5个百
分点。

开辟绿色通道，提高冷链物流查

验和检测速度，优化内销征税办理程
序，提升出口退税办理效率。提供

“7×24 小时”预约通关服务，鼓励企
业在货物运输过程中办理完成单证
审核、税款缴纳等手续。符合条件的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加工贸易企业，
在不超过手册有效期或账册核销截
止日期的前提下，可在季度结束后
15 天内完成申报纳税手续。实行

“7×24 小时”网上智能退税，符合条
件的企业退税平均办理时限缩短为
3个工作日。

支持企业开拓市场。水产品加
工企业围绕自主品牌建设和产品营
销，按照不高于广告宣传费用的 25%

给予补贴，单个企业补贴上限为 200
万元。企业参加国内重要专业（专
题）展览会、展博会等活动，按照不超
过实际发生展位费或租金的 50%给
予补贴。水产品加工企业研发新产
品，按照实际发生的委托开发设计费
用给予不高于 50%的补贴，单个企业
补贴上限为 50万元。

提振市场消费信心，举办大连国
际海鲜节，开展品鉴、直播等线上线下
推广活动，宣传推广大连海鲜企业和
产品。鼓励行业协会为海鲜行业发
声，组织企业发布产品检测信息，牵头
建立大连食品、海鲜品牌标准和服务
平台，组团参加国内重要专业展会。

减轻企业负担 开辟绿色通道 支持市场开拓

政策“组合拳”助力大连海鲜重返餐桌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面临暂时性
生产经营困难。前两天到账的这笔
915万元困难企业稳岗返还资金真是

‘雪中送炭’，为公司解了燃眉之急！”
最近，大连一广毛巾有限公司收到一
笔稳岗返还资金，计划用于1200余名
员工的社保缴费和技能培训等方面。

日前，大连市人社局为全市通过
审核认定的 31家困难企业发放稳岗
返还资金 1.4亿元。这笔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资金的注入，对面临暂时性困
难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按照国家、省关于做好困难企业
稳岗返还工作的要求，大连对面临暂
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
不裁员少裁员、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就
业岗位的参保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即“困难企业稳岗返还”）的
实施期限延长至今年 12月 31日。

支持范围包括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旅游、住宿、餐饮、会展、零售、商贸
流通、交通运输、教育培训、文艺演
出、影视剧院、冰雪体育等行业的中
小微企业以及制造业的小微企业。
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中小微企业
申请稳岗返还资金时，裁员率放宽到
不高于 5.5%；对 30 人（含）以下的参
保企业，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参保职
工总数的 20%。

符合困难企业稳岗返还申请条件
的参保企业，可到各县（市）区失业保
险经办机构进行申报。困难企业稳岗
返还标准，按 6个月的大连市 2019年
度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和申报企业
2019年度月平均缴费人数确定。

大连为31家困难企业
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4亿元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9月
10日，记者获悉，由商务部和大连市
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0中国（大连）国
际服装纺织品博览会将于 9 月 19 日
至21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

本届展会的主题为“数连智裳”，邀
请海内外1000余家企业参会。展会期

间，将举行 2020中国服博会开幕式、
2020大连秋季时装周等活动以及中国
纺织服装行业“大连发布”、中国服装协
会定制专业委员会年会等会议。

本届服博会首次搭建数字服博云
平台，线上线下相结合，助力企业催生
新业态、重塑创新链、重构产业链。

千余家企业将参加
2020中国（大连）服博会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9月
8日，由农业农村部指导、大连市农业
农村局主办的北黄海水产养殖业绿色
发展研讨会在大连召开。来自中国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大连海洋大学等科
研院所的 40 多名专家以及涉农涉渔
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代表与会。

此次研讨会旨在推动北黄海水产
养殖业绿色健康发展，促进北黄海渔
业产业转型升级。专家围绕育种育
苗、生态养殖、病害防控及精深加工等
全产业链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专家研讨北黄海水产
养殖业绿色发展

9月7日，工人们在辽阳泽华电子产品有限责任公
司的半导体元器件生产线上紧张地忙碌着。

辽阳泽华是以半导体元器件设计研发、封装测试
为主导的电子科技类民营企业，主营产品为IC集成电
路及晶体管、LED绿色节能照明及工程设计研发。目
前，公司年产6亿支分立器件生产线和年产8亿支集成

电路运营生产线都开足马力加紧生产，确保年底完成
生产目标。

为提高产能，应对市场发展需求，9 月份，公司开
工建设了碳化硅大功率晶体管生产线，到2022年全部
建成后，可年产产品9亿支，产值达7000万元。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开足马力加紧生产 本报讯 9月 10日，记者从丹东
市获悉，丹东将信用承诺书嵌入审批
流程，诚信企业和个人可优先享受“容
缺受理”“容缺审批”等便捷服务，为守
信者节约办理时间。同时，建立全国
首个信用管理师人才库，开通“绿色直
通车”，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多措并举，
打造“诚信丹东”信用品牌。

结合丹东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
思路，丹东市把信用服务与市行政审
批大厅行政审批事项相融合，将信用
承诺书嵌入审批流程，对符合条件的
守信主体在申报材料不齐备的情况
下，书面承诺在规定期限内补齐材料
可先行受理，优先享受“容缺受理”

“容缺审批”等便捷服务，为守信者节
约时间成本。同时，丹东市对信用良
好的企业或个人优先提供帮办代办
服务，并结合信用情况，进一步简化
审批手续，变传统的重事前审批为重
事后监管，实现快速准入。

为使“信用丹东”网站发挥为群
众办实事、便捷服务的功效，丹东建
立了全国首个信用管理师人才库。
截至目前，全市有 25 名信用管理师
纳入人才库。丹东还对每批符合条
件的重点保障企业开展信用状况核
查，开通信用修复“绿色直通车”，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

崔光辉 本报记者 王卢莎

丹东对诚信企业和个人
实行“容缺审批”

发展食用菌项目，这得从2018年
5 月我到石灰窑村任“第一书记”说
起。我意识到，这几年得干好几件事：
筑牢组织堡垒，夯实党建基础；全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脱贫致富，就要在产业发展上用
劲。没有项目支撑，精准脱贫和乡村
振兴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根
据石灰窑村林木、秸秆多和部分村民
有种植经验的实际，与村“两委”班子
达成了“树特色、建基地、创品牌”的
发展共识。

脱贫靠什么项目？我们瞄准了
香菇产业，建设了香菇扶贫基地。

2019年年底，香菇出菇上市，村级集
体经济实现收入 3.2 万元，还带动了
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305户613人增
收，解决了本村和附近村100余人的
就业问题，香菇扶贫基地成了村民脱

贫致富的“源头活水”。
目前，香菇扶贫基地二期项目正

在扩建，一个设施农业小区初具规
模。你看，我左手边这 7 栋冬菇大
棚，占地 3.3公顷，除了拌料、制棒车
间，还建了冷库，实现了制棒、介菌、
培养、生产、仓储一体化；右手边这
12 栋大棚以种植夏菇为主。今后，
村民一年四季都可以来这里打工，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收入会更稳定。

村里有了致富项目，村民的生
活有了奔头儿。这不，看到大家都
在香菇扶贫基地打工，高度近视的
刘珊珊主动找到我说要发展“庭院
经济”。没问题，村里全力支持，为
她量身打造了项目——在家里的场
地上种夏菇。

这两年，我一天都不敢闲，要干
的事太多了。再过一个月，4.5 公里
的乡道就能修通；秋收后，投资 400
多万元的水利灌溉项目就可动工。
更重要的是，要继续拉长产业链条，
打造食用菌生产、批发集散地，让脱
贫更精准、发展更快速、乡村振兴的
经济基础更牢固。

脱贫致富，就要在产业发展上用劲
本报记者 侯永锋 整理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9月
9日，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
会与东芝（中国）有限公司、沈阳万科
企业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三方协
议。三方将围绕沈阳市重点打造的
万科中日产业园项目，以“中日合作、
联合共建、优势互补、共享共赢”为原
则，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战略合作。

沈阳万科中日产业园将设立中日
合作产业园、万科国际社区、日式风情
商业街、国际教育四大组团，计划引入
健康医疗、智慧家居及智慧社区等日

本产业。万科将发挥其领先的房地产
开发建设及多元产业实践优势，东芝
将发挥其在能源、社会基础设施、存储
等领域的产业优势，全力支持沈阳万
科中日产业园项目建设。

在沈阳市贸促会的积极推动下，
东芝成为首家签约进驻沈阳万科中日
产业园的日本大企业。据悉，今后东
芝将以沈阳万科中日产业园项目为载
体，与沈阳市在氢能源发电技术、车用
钛酸锂电池等新能源领域以及先进医
疗设备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

东芝签约进驻
沈阳万科中日产业园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我
们积极开展工艺创新和技改，聚焦源
头削减和过程优化，抓好污泥减量优
化攻关，平均每日外运污泥量同比减
少 5.98吨，全年预计节省费用 450万
元。”9 月 9 日，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
公司动力厂生产管理工程师胡发全
对记者说。

辽阳石化污水系统处理后产生
部分污泥，需要通过外运形式由下游
企业进行环保处理。为减少排污费
用，辽阳石化分公司成立攻关小组，
从控制浮渣产生和控制污泥产量着
手，利用厌氧工序进行减量，进而降

低污泥产生并降低污泥含水率，减少
污泥外运量。今年前 8个月，辽阳石
化分公司外运污泥3705吨，同比减少
25.5%，累计减少排污费244.2万元。

同时，辽阳石化分公司充分利用
MES2.0 系统梳理污泥数据，采取日
检查、周总结、月考核机制，精心计
算，选择药剂的最佳浓度和加药量，
及时调整工艺操作，提高污泥的活
性和絮凝效果，降低污泥产生量。

此外，岗位员工强化源头控制，
加强监测，对各系统的排放进行严格
控制，保障设备连续稳定运行，确保
实现环保创效和降本节支“双丰收”。

辽阳石化减排污泥
年节支450万元

张剑夷（右）入户走访，为贫困户量身订制致富项目。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大气
优良天数达256天，细颗粒物（PM2.5）
年均浓度低于41微克/立方米；11个
国考断面、6个省考断面和白塔堡河
曹仲屯断面水质全部达标；污染地块
安全利用率达100%……9月10日，记
者从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
公室获悉，沈阳开展污染防治“百日
攻坚”行动，确保年底前完成10项污
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

打赢蓝天保卫战。按照计划，沈
阳市将加强低矮面源和燃煤治理，完
成四环以内棚户区、城中村居民供
暖，炊事燃用散煤及炉具全面替代，

淘汰和改造具备条件的民用燃煤供
热锅炉 10 台，10 月底前完成联网工
作。加强扬尘污染管控，实施储煤场
所、城市裸露土地治理工程，开展道
路扬尘专项整治。同时，加强秸秆综
合利用及禁烧，加强“散乱污”治理，
并通过实施老旧柴油货车淘汰工程，
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专项整治等，加强机动车污
染治理。

打好碧水保卫战。加快水体达
标工程建设，实施重点河流断面及水
功能区达标攻坚，加强突出环境问题
整治，开展入河排污口规范化整治，

加强饮用水水源问题整治。年底前，
完成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线建设工
程年度任务，实现 11 个国考断面、6
个省考断面和白塔堡河曹仲屯断面
水质全部达标；16 个水功能区至少
11 个达标，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达 68.75%以上；地级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水质达标率实现100%。

推进净土保卫战。实施土壤污
染治理修复工程、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和严格管控工程、农田重金属污染
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工程，实现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96%、污染地块
安全利用率达100%的攻坚目标。同

时，实施100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
理工程，实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
程，各涉农地区完成100个行政村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

为确保各项攻坚目标顺利实现，
坚决杜绝回潮反弹，年底前，沈阳将
开展建筑施工扬尘专项整治，严厉打
击建筑工地扬尘污染违法行为；开展
化工园区专项执法、汽车修理行业专
项执法、露天烧烤专项执法、餐饮油
烟专项执法，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同时，开展“散乱污”、柴油货车
污染、涉水企业排污等专项执法，严
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沈阳打响污染防治“百日攻坚”战
年底前完成10项阶段性目标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锦州希
尔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好为尔保温
材料有限公司、辽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佑鑫石英科技有限公司4家企业技术中
心近日通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
改革委、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四部门联
合认定，晋升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截至目前，锦州有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1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45家、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53家，初步形成国
家、省、市三级有效衔接的企业提档升
级创新体系。

锦州4家企业技术中心
晋升省级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9
月8日，省秋季旅游启动仪式暨第15
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在阜新
市开幕。本届玛瑙文化旅游节为期
5天，将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阜新玛瑙雕作品展、省玉石雕刻工大
赛邀请赛及作品展、宝玉石和名优食
品博览会等活动。

玛瑙产业作为阜新转型振兴的
重要接替产业之一，近年来发展迅
猛。阜新市先后荣获“中国玛瑙之
都”“世界玛瑙之都”的美誉，玛瑙销
量目前占全国60%以上的市场份额，
形成了遍布海内外的完整产业链。

作为阜新市的传统节庆活动，玛
瑙文化旅游节已连续举办 15 届，成

为国内知名度很高的行业盛会。“红
玛瑙杯”全国玉石雕刻大赛是阜新市
举办的全国性珠宝玉石雕刻比赛。
本次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 11 个省

（区、市）的 496 件作品，最终评出金
奖18件、银奖31件、铜奖40件、最佳
创意 19 件、最佳工艺 22 件。阜新市
玛瑙协会会长杨克全表示，今年的参
赛作品数量和质量实现了双提升，表
明阜新玛瑙在全国玉雕行业的影响
力和美誉度得到很大提升。

为扶贫助农，大力宣传本土特
色产品，宝玉石和名优食品博览会
还开辟了驻村“第一书记”特色农产
品专区，27 个村的美食让博览会人
气爆棚。

阜新玛瑙销量
占全国超六成市场份额

人物简介

现 场

张剑夷，省公安厅食品药品犯
罪侦查总队副总队长，2018年5月任
葫芦岛市南票区大兴乡石灰窑村

“第一书记”。

初秋的辽西，天空高远，碧蓝澄
澈。在葫芦岛市南票区大兴乡石灰
窑村的省公安厅香菇扶贫基地，村
民刘洪宇正和左邻右舍以及邻近村
屯的十多名“工友”一起制棒，运料、
拌料、传送，大家配合得十分默契。

“在这里打工，计件、日结，一年
能挣 5 万多元。”说话间，看到驻村

“第一书记”张剑夷走了过来，刘洪
宇言语间充满感激，“建基地、跑资
金，这些都是张书记的功劳。”

“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张书
记这两年一点儿都没闲着。”村党支
部书记王海防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