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9
月 29 日，东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正
式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
市。作为港股市场的“IT 民办高教
第一股”，东软教育公开发售获 300
倍的超额认购，成为同期新股认购中
市场关注度最高的企业。

东软教育创立于 2000 年，20 年
来始终坚持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为己任，在全国出资建立了 3所 IT
应用型大学，并以此为基础，线上线

下融合，建立以全日制学历高等教育
为基本业务、以继续教育服务及教育
资源与数字工场为两大战略业务的
数字化人才教育服务生态体系。

目前，东软教育在上海、天津以
及沈阳、大连、苏州、成都、广州等地
设立了子公司，在全国 8个省份建立
了 10 个数字工场交付中心，现有员
工 2800 余人，2019 年营收近 10 亿
元，成为中国领先的数字化人才教育
服务提供者。

东软教育在香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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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记
者 9月 29日获悉，鞍山市紧紧围绕政
企互动优化服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破解企业融资难题，不断激发
企业活力。今年前 8个月，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较上半年降幅
收窄 3.2个百分点。其中 8月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6%，实现
自 6月份开始连续 3个月保持正增长
的良好发展态势。

鞍山市在强化党委、政府与企业
互动过程中，不断优化服务，精准助
力企业解难题。全市建立健全领导
干部到企业现场办公制度，出台市委

常委会担责制度，主要领导率先垂
范，带头深入基层现场办公，选派 1.7
万名优秀干部深入各类企业，协调落
实相关惠企政策，推动企业挖潜、提
质、增效，“一企一策”帮助企业解决
问题 4000余个。同时，积极举办钢铁
及深加工产业、菱镁及化工新材料产
业、装备制造产业等重点产业供应链
系列对接会，促进区域内企业上下游
产品销售、原材料供应、备配件采购
等，吸引 700余家企业参会，实现签约
额 7.6亿元。

此外，鞍山市以发展院士经济、
院校经济、研究院经济“三院经济”，

提高科技服务水平等为重点，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激发企业活力。全
市把发展“三院经济”作为重要动力
源，对 40余名参加“院士鞍山行”活动
的院士与本地企业对接的项目进行
梳理统计和跟踪服务，采用人工智
能、5G 等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工
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业，不断以科技创
新赋能企业。同时，通过推进研发平
台建设、完善科技服务网建设、大力
开展科技特派行动等，不断提高科技
服务水平。目前，全市建成院士工作
站 20个，全省首家院士服务基地建成
并投入使用，上海深兰科技也在鞍山

建成东北人工智能研究院。
鞍 山 市 还 以 发 挥 金 融 服 务 效

能、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
度等为重点，积极破解融资难题，畅
通实体经济血脉。全市多部门汇总
建立银企对接企业库，实施动态管
理，分批次将有需求的企业向银行
机构推介，实现点对点精准对接，并
推进鞍山银行开展“援企稳岗带薪
培训”流动资金专项贷款，全力支持
中小微企业开展带薪培训、稳岗稳
就业。全市为 1460 余家企业投放贷
款 237 亿元，极大地缓解了企业的资
金困难。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鞍山规上工业增加值连续3个月正增长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为
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的有关要求，在推进前两批
180 家企业深度治理的基础上，近
日，大连市公布第三批挥发性有机物
深度整治企业名单，启动恒力石化

（大连）炼化有限公司等 74家企业的
深 度 治 理 工 作 ，进 一 步 削 减 全 市
VOCs排放总量。

VOCs治理攻坚是推动臭氧和细
颗粒物（PM2.5）协调控制、持续改善
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大连第
三批挥发性有机物深度治理将继续
坚持“一厂一策”的工作模式，突出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引导企
业大力推进低（无）VOCs含量原辅材
料生产和替代，全面加强无组织排放

控制，提升VOCs收集与治理效率。
在问题上聚焦当前源头替代不

足、无组织排放严重、治理设施简易
低效、监测监控不到位等突出短板；
在时间上聚焦 O3 污染高发的夏秋
季，组织各企业在今年年底前确定治
理方案，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整治；
在区位上聚焦大孤山、松木岛、长兴
岛等重点工业园区及钢板处理、家
具、涂料等产业聚集区。

大连市生态环境局将组织 50余
名专家为深度整治工作提供技术支
持。计划利用走航监测技术全面摸
排工业园区（聚集区）、环境敏感区
域、重点企业厂区的 VOCs 污染，锁
定问题区域、问题企业、问题工段，实
施靶向治理。

大连74家企业启动
挥发性有机物深度治理工作

我就出生在泉眼沟村附近的一
个村。过去，这里种的全是大苞米，
农民忙活一年也剩不了几个钱。我

那时就想，有机会一定要带领乡亲们
过上更好的生活。结果，机会真的来
了。2018年 5月，我主动申请到泉眼
沟村驻村工作。

水是民生大事。泉眼沟村多丘陵、
山坡地，乡亲们一直饮用地表沉积水，
水发黄、有锈味，还经常断流。记得第
一次到村民家走访，我喝了口老乡家缸
里的水，那个难咽啊！当时我就暗下决
心，水的问题不解决我不离村！

立项、调研、论证、筹资……那段

时间，我挨个部门协调，村里、市里不
分昼夜地两头跑。终于，项目争取下
来了，可找水源又成了问题，接连打
了两眼井都没成功。我走访村里的
老人，又请来勘测队，终于解决了全
村330户村民的安全饮水问题。

通了自来水，还要让乡亲们走上

致富路。带领村民致富，首先要充分
发挥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我一边
规范党建工作，制定完善党员教育管
理和党员承诺制度，一边和村“两委”
成员协商，决定发展特色产业，走“一
村一品”新路。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经反复考察
调研，我们决定因地制宜，平地种植黑
果花楸，坡地栽种钙果，山荒地栽杏
树。去年初，我们开始筹划建设黑果
花楸基地，目前已发展到300亩。钙果
引进的是“辽大七号”，种一年长期受
益，一亩地去掉成本收益是大苞米的6
倍。山荒地栽杏树，耐旱、好管理。

用心驻村，才能把劣势变成优
势。泉眼沟村山坡地多，我帮助引资
5000 万元，用于发展旅游项目。目
前，项目一期引进了35匹新西兰进口
纯血马、700 只黑头母羊、4 头牦牛。
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景观，二期将
建设接待中心、森林康养屋等特色功
能区。我的目标是，让泉眼沟村成为
精品旅游基地，让乡亲们过上更好的
生活。

一定要让乡亲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整理

景皞（中）与村民一起筛选黑果花楸果实。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摄

景皞，铁岭市委编办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局局长，现任调兵山市晓
南镇泉眼沟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金秋时节，在调兵山市晓南镇泉
眼沟村的一块百亩试验田里，刚栽了
一年的黑果花楸已结满果实，间种的
朝天椒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红。

今 年 ，村 民 王 静 没 再 外 出 打
工。“栽苗、浇水、除草、摘果……这
一年，我们几个姐妹全在这里忙。
守在家门口挣钱，省心还能照看家，
真好。”王静一边麻利地挑选黑果花
楸果实一边高兴地说。

“没想到，村里第一年种黑果花
楸就成功了，这得感谢景皞帮我们
提出一个好思路、找到了一个好项
目！”村党总支书记于绍林告诉记
者，目前，村里已找到一个好的合作
伙伴，根本不愁销路。

9月28日，在辽宁三三工业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里，工人正在加紧为客户生产盾构机。

近年来，辽宁三三工业有限公司本着技
术创新是企业发展动力的宗旨，不断引进技
术人才，加大创新力度，企业实现了高质量
发展。

截至目前，企业获得 170余个知识产权专
利证书，与中国工程院签署共同组建院士工作
站合作协议，创造了穿越最复杂岩层、密集穿
越 137 根地下桩基群和日掘进 50 米等世界之
最。其主导产品盾构机/TBM 隧道掘进机已
进入全国绝大多数建设地铁的城市，并远销海

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去年，该公司销售盾构机65台套，实现产

值 32 亿元，同比增长 139.01%。今年，企业促
生产保订单，前两个季度已完成年初定下的目
标任务。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创新引领辽宁三三工业公司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9
月 29 日，辽宁省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在鞍山开幕。

省第十四届学术年会由中国
有色金属学会，辽宁省科学技术学
会，辽宁省国家新型原材料基地建
设工程中心，鞍山市委、市政府主

办。此次年会的主题为菱镁产业
绿色高质量发展与辽宁·鞍山全面
振兴。

参会的院士、专家、学者交流了
前沿技术、分享了创新经验、激发了
创新思维，并积极为鞍山菱镁产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省第十四届学术年会在鞍山开幕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9月
29日，记者获悉，为加强对历史文化
名城的保护与管理，沈阳市制定出台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办法，
以切实提高保护措施的可操作性和
实际效果。办法明确，沈阳市按照历
史建筑的历史、文化与艺术、科学技
术价值以及保存完好程度，将历史建
筑划分为3个类别，实行分类保护。

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沈阳
市拥有许多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作为历史
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
了沈阳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目
前，全市已确定中山路、盛京皇城、铁
西工人村3处历史文化街区和202处
486 栋历史建筑，还有 113 处 422 栋
历史建筑正在履行确定程序。

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历史文化街
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保护原则、确

定标准、保护措施等内容。在历史建
筑分类保护方面，一类历史建筑，具
有突出代表性，结构保存完好，外部
装饰与内部空间保存较为完整，应当
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标准进行
修缮，不得改变建筑的外部特征与内
部布局；二类历史建筑，具有重要价
值，建筑结构较为完好，外部装饰有
一定遗存，不得改变外部造型、饰面
材料和色彩、内部重要结构和重要装
饰，允许对内部非重要结构和装饰进
行适当改变；三类历史建筑，具有一
般价值，不得改变建筑的外部造型、
色彩和重要饰面材料。

据介绍，该办法具有一定的首创
性、创新性和时代适应性，对于完善
沈阳市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建筑保
护的制度体系、促进历史文化保护与
城市更新的协调发展，将起到重要的
保障作用。

沈阳对历史建筑实行分类保护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9
月25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盘山
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入选全
国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
点县，将正式启动工程建设。盘山、
喀左两县项目总投资分别为 5.28 亿
元和 7.27 亿元，将重点围绕水系连
通、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及防污控污
等方面开展工作。

今年 4 月，盘山、喀左两县经过
严格评审、层层筛选，成功入选全国
55个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

试点县，将通过河湖清障、清淤疏浚、
生态护坡、水源涵养、水系连通以及
污染源控制、河湖管理等系统治理措
施，解决农村水系存在的淤塞萎缩、
水污染严重、水生态恶化等突出问
题，恢复河湖功能，改善人居环境。

省水利部门对项目前期工作、建
设进度和质量安全进行督导检查，并
派出专家常驻试点县提供咨询服
务。两试点县精心部署，多部门联
动，积极推进各具特色的县域综合治
水示范工程。

盘山喀左入选全国水系连通
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