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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SULAN

本报讯 今年，义县全力打造辽
西内陆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和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努力打造对
外开放合作的新高地。

义县通过招商合作，在中部和南
部规划建设物流园区。同时，推进七
里河经济开发区与辽宁自贸试验区协
同发展，全力推进总投资达 19亿元的
丰安实业技改扩建及深加工项目等
10个重点项目，力求在大项目建设上
取得新突破。

何 尧 本报记者 崔 治

义县以项目为先
扩大对外开放

本报讯 记者 9 月 17 日获悉，由
省商务厅和大连市政府主办的 2020
中日（大连）博览会将于 9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博
览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暨中日经贸合
作（大连）论坛等 10项活动。

本届博览会将以抗疫情、稳外贸、
促消费为主基调，以日资企业、跨境电
商、对日进出口企业为主展商，推进线
上线下融合、进口出口并重、一般贸易
与跨境电商结合、展销与洽谈一体，助
力外贸和消费回暖升级。

郭锡昆 本报记者 杨丽娟

中日（大连）博览会
助力外贸和消费回暖

今年以来，借助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的契机，辽港集团大连港依托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
片区政策先导优势，深度融合自身冷链物流中心建设
发展与东盟国家贸易产业需求，积极推进东南亚航线
网络优化升级。

截至目前，辽港集团大连港相继开通了达飞/德翔

“大连—越泰”、达飞“大连—泰国”、中远海运“大连—
越南”、海丰“大连—越南”、海陆马士基“大连—越南”
等东南亚集装箱航线，实现了对东南亚区域核心港口
的全覆盖。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文
于心文 摄

大连港集装箱航线覆盖东南亚核心港口

本报讯 9月 17日，省验收组对
大连保税区能源港——大连LNG码
头对外开放工作进行了现场查勘，组
织召开码头启用验收会议，同意大连
LNG 码头通过对外开放验收，标志
着目前东北三省唯一的LNG接收站
口岸正式实现对外开放。此举对大
连市以港兴市、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
中心、发挥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
的能源战略优势、保障东北地区天然
气民生需求将产生重要作用。

近年来，天然气作为优质、高效、

清洁的化石燃料，在我国能源消费中
的占比持续提升，逐步走进了千家万
户。作为东北三省海上天然气重要
保障气源，大连 LNG 接收站担负着
整个东北地区和华北部分地区天然
气供应的重要使命。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
生产经营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为落
实省委、省政府“气化辽宁”和能源结
构改善要求，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大
连市委、市政府将大连 LNG 码头开
放作为提升港口周转效率和燃气保

障能力的重点工作。大连市政府口
岸办多次深入泊位现场调研指导，协
调口岸查验单位对验收工作给予支
持，确保了验收工作顺利完成。

LNG 码头正式开放后，将大幅
优化口岸查验模式，规避船舶滞港
风 险 ，船 舶 抵 港 作 业 实 现“ 零 等
待”，提高了船舶作业的灵活性和
稳定性，为供气企业 LNG 船舶靠离
泊作业和天然气应急供应提供了
有力保障，特别是为即将到来的冬
季供暖高峰天然气应急供应赢得

宝贵时间。
从长兴岛港口岸历时 9 年顺利

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对外开放，到恒力
石化新建泊位通过省级验收对外开
放，再到此次北良港 12号、13号泊位
和 LNG 码头的对外开放，大连口岸
对外开放工作取得可喜成绩。截至
目前，大连市共有经国务院批准的大
连周水子国际机场空港口岸、大连港
口岸、庄河港口岸、旅顺港口岸、长兴
岛港口岸 5个对外开放口岸。

王显明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大连LNG码头正式对外开放
船舶抵港作业将实现“零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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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突
出改革、创新的撬动作用，沈阳市将
在优化社会信用体系、创新金融支
持路径等 8 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加快建成东北乃至东北亚区域功能
突出、创新力强、开放度高的重要金
融中心。日前印发的《沈阳区域金
融中心发展规划（2020-2030）》（以
下简称“《规划》”）透露了以上信息。

自 2009 年以来，沈阳金融业增
加值增速显著高于服务业及地区生
产总值增速，金融业已经成为沈阳重
要的支柱产业和服务业第二大产业，
形成了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与和平
区金融街两大集聚载体。截至 2019

年年末，沈阳金融及金融服务机构达
1040 家，持牌金融机构达 631 家；金
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2%，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达 7.64%。

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规划》提
出三个阶段性目标：到 2020年底，沈
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营商环境改
善取得重大突破，成为东北地区综合
实力最强的金融中心；到 2025年，把
沈阳建设成核心竞争力突出、综合实
力区域领先、辐射服务能力显著的东
北区域金融中心；到 2030年，形成东
北亚地区一流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
载体建设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基本建
成东北亚地区功能突出、创新力强、

开放度高的重要金融中心。
围绕上述目标，沈阳市将加强改

革创新和国际合作, 实施“二二一”
总体发展战略，即“培育信用安全保
障和金融科技引领两大能力，聚焦地
方金融和私募投资两大领域，创建一
套东北振兴产业金融解决方案”，通
过优化社会信用体系、创新金融支
持路径、强化金融科技创新、加快发
展直接融资、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大
力发展特色新兴金融、优化金融空
间布局、创新金融发展促进机制等 8
条路径与措施，高质量推进金融中心
建设。

具体而言 ，沈阳市将着力引导

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嫁接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
激发和释放金融科技在金融创新、新
兴金融发展及金融风险管理中的“龙
头”“引擎”作用；加快金融服务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创建东北振兴产业金
融解决方案，大力发展服务新经济的
新金融；大力推广金融科技应用，培
育金融科技龙头企业；优化融资结
构，提升经济证券化水平，形成全国
资本市场“沈阳板块”；改革创新金融
产品与服务,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聚
焦高端金融服务,着力推进科技金
融、普惠金融、可持续金融和财富管
理等特色新兴金融发展等。

采取八项措施加强改革创新和国际合作

沈阳按下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快进键”
自去年以来，我省

已陆续在无人机、快递
物流、知识产权和通信
工程等新兴行业开展
职称评审，叫好又叫
座，这既是从业人员所

盼，又是行业发展所需。
近些年来，一些新兴行业发展迅

速，对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大，但职
称评审一直存在空白，降低了从业人
员的成长性。人才建设对产业发展
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新兴行业的快速
发展更需要大量的人才提供核心动
力。开展新专业方向的职称评审，为
从业人员畅通了职业成长的通道。

同时，专业技术资格既是工作能
力、从业水平的综合指标，又是工资
收入、职业待遇的主要对应指标。
拥有专业技术资格，能够提升从业
人员的职业荣誉感。通过完善新兴
行业的职称评定体系，让职业价值得
到体现，从业的软环境随之提升，就
会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新职业、新业
态，推动新职业、新业态从成长走向
成熟。

因此，无论是从从业人员的发展
来看，还是从新兴行业吸纳就业的角
度来看，人才评价这根“指挥棒”都显

得尤为重要。我省深化职称制度改
革，授权行业主管部门和用人主体自
主开展职称评审工作，在为新兴行业
进行人才评价、开展职称评审打开大
门的同时，把“指挥棒”下放到了解行
业发展和人才需求的用人主体手里，
更能增强人才评价与行业发展的同
步性和匹配度。

用好“指挥棒”，关键在标准。标
准是人才评价的核心，作为创新程度
高的新兴行业，行业主管部门制定评
审标准时更应具有开创性，既要着眼
行业目前需求，又要放眼行业发展态
势；既要注重职业操守，又要突出创
新能力和业绩贡献的比重，用人才评
价标准引导从业人员拿出更多时间
和精力，在本业务领域深耕。

新兴行业开展职称评审，没有旧
制可遵循，没有经验可参照。行业主
管部门要突出产业优势，开展分类评
审，依据行业岗位设置和人才缺口，
设置职称评审的专业方向，让更多进
入新兴行业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可
以精准对应。同时，也可推进职称评
审与教育制度相链接，激发从业人员
知识更新和能力提升的动力，搭建新
兴行业的人才金字塔，为行业发展提
供多层面的动能供给。

新兴行业要用好
人才评价“指挥棒”
徐铁英

9月 16日，北票市上园镇举办以
“红色引领、绿色发展、文化兴镇、生
态惠民”为主题的“金丝王枣文化旅
游节”。游客走进“金丝小镇”，就会
看到山岗上的“枣碑”，公路旁的“枣
石”，各家大墙上的“枣图”，让人有一
种身在枣园的感觉。

1997年，省劳动模范、北票市上
园镇马代沟村村民宝英杰繁育出新
品种“金丝王”大枣，至今已有 23 年
历史。目前，全镇枣林面积已达 2万
多亩，枣农 300 多户，鲜枣年产量达
150 多万公斤，从业人员达 5500 多
人，总产值达 2000多万元。

产业壮大了，上园镇“金丝王”大
枣的名气越来越大，先后荣获 2019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优质果品铜奖、
2019 北京农产品展销会金奖，并成
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上园镇
也被评为“辽宁特产金丝王枣之乡”。

今年，上园镇将“金丝王”大枣这
一特色产业融入本地文化元素，提出
了“产业+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
打造“金丝小镇”，兴建了宝英杰金丝
王大枣纪念馆，新建 1000 多平方米
的文化广场两处，道路两旁绿化“金
丝王”大枣 200余株。

据介绍，上园镇将深入挖掘枣乡
的文化内涵，突出文化与生态的和谐
统一，逐步打造具有上园镇特色的，
集生态休闲、枣乡风情于一体的“最
美枣乡”这一文化旅游品牌。

“金丝小镇”枣味浓
本报记者 张 旭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我
们全厂包机 54 对，9 条巡检路线上，
每天有 61名管理干部全天候参与基
层岗位巡检。”9月 17日，中国石油辽
阳石化分公司芳烃厂生产运行工程
师于明哲介绍道。

其实，这只是辽阳石化分公司夯
实作风建设，推动提质增效的一个缩
影。为切实推动提质增效工作落实，
辽阳石化分公司制定下发“组对包
机、干部随检”实施方案，多维度强化
干部作风建设，以此提升基础管理水
平，深化“三三制”特色“党建+”工
程。辽阳石化分公司用好“干部走动

式管理”和“工人不间断巡检”制度，
切实提高设备标准化及现场文明生
产管理水平。

目前，在辽阳石化分公司，以落
实岗位责任制为目标，干部与员工组
对共包一台机泵，从单一地要求个体
执行能力提高，逐步上升到抓整体、
抓组对的执行能力，明晰工作要求；
干部员工共同巡检一条线路，管理人
员和操作人员不仅做到及时发现问
题和解决问题，还有助于实现对装置
现场的实时管理和最大限度的安全
受控，全面提升设备及现场文明生产
管理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

辽阳石化管理干部
全天候参与生产岗位巡检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9
月 17日，记者从沈阳市辽中区获悉，
今年辽中区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已全
部完成，78 户危房“变身”安全亮堂
的新房。

辽中区南长岗村村民王秀荣家
是低保户，家里原来的土坯房已经住
了 40 多年，赶上刮风下雨的恶劣天
气，一家人就得到亲戚邻居家避一
避。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区里在她
家原房址上对整栋危房进行改造翻
建。如今，王秀荣一家已经住进了崭

新的三间新房。“干净、漂亮！你看
看，这门窗都是塑钢的，结实着呢！”
王秀荣说。

据了解，近年来辽中区聚焦精准
脱贫、着力打好农村危房改造攻坚
战，遵循精准摸底不漏一户、应改尽
改的原则进行全面深入排查，积极落
实改造计划，力争早建设早完工，让
困难群众早受益。今年，辽中区改造
的 78座农村危房中，59座为C级、19
座为 D 级。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
行档案整理和信息的平台录入。

沈阳市辽中区今年农村危房
改造任务全部完成

作为下派干部，就得深深扎根
于派驻地，真正为村民服务。到汤
山城镇担任党委第一副书记两年
来，我先后争取资金1468万元，用于
镇里的各项建设事业。

2018 年，我开始扶持龙泉村发
展庭院经济。到目前，共扶持724户
种植软枣猕猴桃 9161 株。我想，村
民致富不单要卖水果，还要懂得

“卖”景儿，要让庭院经济与乡村旅
游更好地融合发展。我引导当地村
民把发展庭院经济与美丽乡村建
设、环境卫生整治结合起来，修筑河
坝，实施垃圾分类，修建文化广场，

建设文化墙，倡导村民培养健康的
生活方式。不久的将来，汤山城镇
农民将会坐在自家庭院里，笑迎八
方来客，把“钱袋子”装得满满的。

汤山城镇一直以来企业少、工
业项目少，如何增强自身“造血”功
能，是我今后要琢磨的事情。通过招
商引资，我促成药食同源饮料加工项
目落户汤山城镇，建成丹东好沃百草
饮料有限责任公司，如今即将投产。
项目投产后，需要大量的中草药原材
料。汤山城镇农民可以把田间地头、
荒山野地都利用起来，种植蒲公英、
玉竹等中草药，企业负责回收，销路不
用愁，不仅增加税收，又为当地农民
开辟了一条增收的新路。

现在，我正在着手推进一家韩
国企业在汤山城镇的投资项目。这
个项目投资 3000 万元，成立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生产干粉砂浆、防水砂
浆等产品，年产30万吨，预计年产值
为8000万元。期待着项目尽快投产
创效，汤山城镇农民都说，他们的

“钱袋子”可以始终满满的。

让庭院经济丰盈村民们的“钱袋子”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整理

侯成策（左）在丹东好沃百草饮料公司查看样品。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摄

人物简介

现 场

侯成策，丹东市财政局总会计师，
现任丹东市振安区汤山城镇党委第一
副书记。

“这片田地土质疏松，适合种植地
瓜，龙泉村的沙沟地瓜特别出名。”“龙
泉村的气候条件适合种植软枣猕猴
桃，最适宜发展庭院经济。”

初秋的辽东山区，田野里绿意依
旧。记者跟着侯成策驱车行驶在汤山
城镇的山野田间，一路上，侯成策对汤
山城镇的山川土壤、村容院落、人情风
貌如数家珍。

推开龙泉村 4组村民宋福海家的
院门，满眼碧绿苍翠，庭院内一架架纵
横交错的软枣猕猴桃藤爬满了整个棚
架，一间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隐没在
棚架后。

“庭院经济正将龙泉村打造成一
个美丽如画的家园。”龙泉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林淑杰说，“这几年，侯
书记为了让俺们村家家户户靠小庭院
赚大钱，真是腿都要跑断了。”对侯成
策的付出，林淑杰的感动发自肺腑。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者
9月17日获悉，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
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转型升级为大
连大窑湾综合保税区。这是继大连
湾里综合保税区之后，大连第二个获
批建设的综合保税区，标志着大连对
外开放平台再次升级，将为东北老工
业基地振兴和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
建设带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近年来，大窑湾海关积极发挥保
税港区和自贸试验区优势，不断深化
业务改革，创新监管模式。目前，大
窑湾综合保税区范围内已实现保税、
免税等优惠政策落地。木材行业境
内区外委托加工政策，为企业减轻了
税收负担，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全国首创的平行进口汽车“转
口+保税增值”业务，改变了平行车
一般进口、简单仓储的业务模式，实
现了平行进口车产业升级，为国内车

商面向国际市场打开通道，为企业走
出去提供了重要平台。今年上半年，
大窑湾保税港物流园区进出口总值
达69.69亿元，同比增长9.06%。

升级后的大窑湾综合保税区，整
合了原保税区、保税港区、保税物流
园区等多个外向型功能区，将更好地
发挥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自贸区功
能优势，吸引更多的国际先进技术、
资金和市场落地，吸引更多的大企
业、大项目集聚，将促进保税加工、保
税研发、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发展。

此外，积极打造的具有国际影
响力和竞争力的加工制造中心、物
流分拨中心和销售服务中心将是大
窑湾综合保税区的主要发展目标，
其中包括积极推动大连东北汽车分
拨中心建立、打造辐射东北的跨境
电商枢纽、打造高水平国际物流分
拨中心等。

大连大窑湾综合保税区获批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