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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刚报道 今年
以来，鞍山市持续培育壮大市场主
体，提升经济发展韧性。一季度，全
市新设各类市场主体 15790户，同比
增长125%，增幅在全省名列前茅。

新设市场主体大幅增长，源于鞍
山市创新体制机制的决心和实践。
鞍山市把解决当前营商环境存在的
问题当作制度创新的机遇，按照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要求，大刀阔斧深
化“放管服”改革、精简审批环节、加
快法治政府建设，全力打造办事方
便、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宜
居的营商环境。

鞍山市按照世界银行和国家发
改委营商环境评估体系自我加压，
聘请毕马威公司作为第三方机构开
展营商环境评估工作，针对发现的
问题限时整改。加快推进全市一体
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事项
100%网上可办。大力精简行政审批
事项，以简事项、减材料、减时限为
抓手，构建行政审批新机制，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持续压缩企业开办
时间，一般性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1.5 个工作日。推进全程电子化登
记，设立市场主体全程电子化咨询
指导中心，方便企业网上登记。加

强政银合作，在 10 家银行设置代办
窗口 130 个，安装自助打照机 9 台。
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
录，仅保留 10 类发证产品。目前，
全市累计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企业减至九大类 121家。

发展新客户，不忘老主顾。针
对存量企业，鞍山市创造性推出与
企业互动体系。成立政银税企对接
服务中心，完善民心网（“8890”民生
平台）企业服务板块建设，畅通企业
需求上行渠道和政策下行渠道。在
运行过程中，建立领导干部到企业
现场办公、企业信息员、企业线上互

动等惠企制度；建立问题分析研判、
疑难问题处理、企业间互动等机
制。通过与企互动，全力打造营商
环境新高地，推动资本、技术、人才
等生产要素向企业流动，推动领导
力量、人力资源、服务要素向企业集
聚，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
前，通过与企互动平台，办结企业诉
求 4000余件。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鞍山“亲”
“清”政商关系日益凸显，极大地增
强了市场信心，激发了市场活力，为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打下了良
好基础。

以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市场活力

鞍山一季度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25%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
者4月13日获悉，为促进区域文化产
业高水平、规模化、特色化发展，形成
大中小微企业相互促进的文化产业
新格局，沈阳市浑南区出台促进文化
产业发展、促进棋盘山地区影视产业
发展等政策措施。其中，重点文化项
目将获得 1%固投奖补，最高达 1000
万元；文化类公共服务平台最高可获
奖补 200 万元。政策自发布之日起
开始执行。

《浑南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
干政策》（以下简称《政策》）涵盖支持
重点文化企业快速发展、推动重要文
化项目加快建设、鼓励建设高标准文
化园区、加强生产要素保障等7个方
面，共24条具体政策。主要包括：文
化企业升规每年给予1万元奖励；主
板、科创板、境外上市企业可获 200
万元奖励；原创作品奖补最高达 20

万元；重点文化产业园区奖补最高达
100万元；非遗传承人一次性奖励最
高达 20 万元；给予文体旅游融合项
目一次性 10 万元奖励；给予精品民
宿营业收入2%的补贴。

《政策》重点鼓励企业入驻、影视
产业集聚和发展影视后期制作。其
中，对注册地点在棋盘山地区的影视
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区域经济贡献
100%的奖励；影视产业园区（基地）
入园影视企业达30家以上的最高奖
励 300 万元；首次获批国家 3A、4A、
5A 级景区评定的影视产业园区（基
地）最高奖励200万元。浑南区旨在
借助政策的撬动作用，促进优势资源
加速汇聚，加快补齐产业链短板，推
动棋盘山地区影视产业规模化、专业
化、链条化发展。据了解，浑南区计
划用两到三年时间，着力培育“棋盘
山产业与生态融合示范区”。

沈阳浑南区重点文化项目
最高可获千万元奖补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现在
给孩子落户真方便，一个窗口就办
完。”4月13日，刚办完落户手续的锦
州市民张莹说。为精准解决群众办
事“来回跑、反复跑，办事难、办事烦”
等问题，锦州市积极推进“一件事一
次办结”工作，全市部署启动了不动
产过户、入学报名、新生儿落户等高
频“一件事一次办结”多部门联办事
项“主题套餐式”改革。

锦州新生儿落户“一件事一次办
结”率先实现突破，组建了“一件事一
次办结”工作推进专班，由 6 个单位
打造“一窗受理、并联办理”业务办理

模式，原来需要申请人往返 4 个单
位、反复提供申报材料才能办结的事
项，实现“一件事一次办结”后，办理
时限缩短至 0.5个工作日，申报材料
精简50%以上。

如今，锦州不动产“一件事一次
办结”登记业务已成功完成推广应
用。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业主无
须分别向水、电、气、暖等部门提交过
户申请，通过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一次申请、公共核验、并联审批、一
并过户”，实现了一网通办、只提交一
次材料，办理时限压缩至3个工作日
以内。

锦州多部门联动
推进“一件事一次办结”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进入
4 月，位于朝阳北票市哈尔脑乡的
朝阳绿源生物环保公司污泥处理
厂项目开始试运行，位于龙城区的
辽宁益农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污泥处理厂项目正在进行规划等
工作，计划 11 月中旬建成投运。这
两个污泥处理厂项目，一个用于处
理该市积存污泥，一个用于处理城
区每日新增污泥。

朝阳市中心城区现有4座污水处
理厂，每天产生污泥约200吨，堆放于
龙城区七道泉子镇山嘴村。为解决
积存污泥的处理问题，朝阳市启动朝

阳绿源生物环保公司污泥处理厂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由朝阳
绿源生物环保公司建设一座日处理
污泥600吨的污泥处理厂，两年内完
成40万吨存量污泥的处置工作。

与此同时，为解决城区每天新
产生的约 200 吨污泥，朝阳市启动
辽宁益农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污
泥处理厂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由辽宁益农环保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建设一座日处理污泥 300 吨
的污泥处理厂。目前，项目正按照
时限要求推进建设，计划 11 月中旬
建成投运。

朝阳建污泥处理厂
改善生态环境

4月13日，在铁岭市昌图县三江
口镇庄家窑村的冷棚香瓜基地内，村
民正抢种冷棚香瓜，大家整地、移植、
栽苗，忙得不亦乐乎。大棚里更是别
有洞天：每栋大棚里有 3个近 1米高
的小塑料拱棚，拱棚下是一垄垄翠绿
的秧苗。

“大棚套小棚，再加上铺设的地
膜，等于有了三层保护。不仅保证了
瓜苗不受冻害，还能比其他地区的冷
棚香瓜提前上市十几天。”驻村“第一
书记”贾中华笑着告诉记者，“可别小
看这十几天，抢先上市价格高，能为
咱增收不少。等这十几天过去，我们
的香瓜已经卖完了。”

鸡鸣三省（区）的庄家窑村，地处
辽宁、吉林、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村
里有着几十年的香瓜种植历史，但过
去多为裸地种植，无统一管理，尽管村
民懂技术，却始终未成气候。

了解情况后，贾中华多次组织村
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开会研究，提出
打造高标准果蔬冷棚产业基地的想
法，得到一致认可。2019年，村里成
立了昌图县庄稼富农业专业合作社，
陆续建起81栋高标准冷棚。

贾中华说，庄家窑村香瓜产业之
所以迅速形成规模还有一大优势，那
就是土壤好。三江口镇位于东辽河左
岸，土地以沙壤土为主，白天升温快，

昼夜温差大，种出的瓜甜、脆、口感
好。此外，成立合作社，在品种选择、
技术指导等方面实行了统一管理。

头茬种香瓜，二茬种西红柿、芸
豆，每亩大棚年纯收入超万元，大大
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据村党支部
副书记夏井全介绍，合作社的高标准
冷棚建好后，每棚每年以 3000 元的
价格租给村民，既解决了村民的资金
难题，村集体每年也有了 20 多万元
的稳定收入。

村民王玉坤是产业基地的首批
受益者之一。过去，他每年种裸地香
瓜十余亩，年收入仅为3万多元。基
地建成后，他承包了22栋大棚，年纯

收入达 20 多万元。“香瓜上市时，沈
阳、长春、四平等地的商贩主动上门，
路边的收货车一辆接一辆，那场面可
壮观了！”王玉坤激动地说。

基地火带动了打工热。一到栽
苗、收获的大忙时节，周边村屯来庄
家窑村打工的村民每天都有几百
人。“这两年，就连村里做盒饭、送盒
饭的都火了起来，这个基地每年能解
决本村及周边村屯务工近 4000 人
次。现在，我们的大棚不够用，不少
村民都想租大棚。”贾中华表示，下一
步，庄家窑村计划再建200栋高标准
冷棚，让更多村民受益产业项目，共
同走上小康路。

沙壤土里种出“甜蜜果”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瓦
轴集团由于生产经营快速发展，对资
金有着很大的需求。但因为部分厂
房没有不动产权证书，制约了企业融
资。由于不同手续办理时间间隔久
远，相关档案不齐全，办证的工作量
极大。瓦房店市政府专门召开调度
会议，按照“先易后难”的工作原则，
将厂房切割细化，根据现有留存档案
的完整程度，分三期依次完善办理，
合计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12 个，帮助
企业解决了难题。

瓦房店市以服务促发展，针对历
史遗留的企业“办证难”问题，本着

“尊重历史、创新举措、求同存异”的

原则，创造性地为企业容缺办理不动
产权证书，消除企业发展的“痛点”，
打通企业融资的“堵点”，极大地释放
了企业发展活力。

由于部分工业企业投资项目落
地后工期紧张、急于投产或对土地、
规划等政策了解不够以及特定时期
的政府政策等因素，导致厂房建成
后无法通过竣工验收，不能办理不
动产权证书。瓦房店市将解决企业

“办证难”问题作为“一把手”工作统
筹推进，成立工作专班，根据国家、
省、市相关政策法规，突破性地为符
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容缺办理不动产
权证书。

解决“办证难”问题是一项开创
性工作，工作开展伊始存在着部门业
务不熟悉、乡镇流程不明晰、企业摸
不清门路的情况。为此，瓦房店市建
立市政府主要领导月调度、分管领导
周调度，行业主管部门设立业务专
员，属地乡镇（街道、开发区）分管领
导做“服务秘书”的三级联动机制。
采取一对一上门、电话咨询、跟进企
业办证工作进展等方式，为企业提供
主动式、亲情式服务。针对重点难点
问题召开专题调度会，一企一策、一
事一议。目前，累计为 14 家企业办
理不动产权证书 55 个，预计可帮助
企业有效融资 2 亿元。第二批符合

条件的52家企业“办证难”问题已进
入解决通道。

在解决“办证难”问题的同时，瓦
房店市政府与邮储银行大连分行、大
连市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大连市
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形成政府、银行、担保公司、
产业协会多元合作模式，为企业打通
融资道路，去年累计助企融资71.9亿
元。同时，大力开展“府院联动”，加
大银行不良资产清查力度，充分释放
银行贷款空间。瓦房店市还大力开
展电力助企、人才助企等活动，以解
决企业“办证难”为契机，营造全市优
化营商环境、助企扶企的良好氛围。

瓦房店“一企一策”破解企业“办证难”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4 月
13日，记者从大连市获悉，大连依托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申
请建设的国家洁净能源知识产权运
营中心（以下简称“洁净能源中心”）
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成为
我省首个国家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将有力地助推大连市建设东北
亚科技创新创业创投中心，打造“洁
净能源之都”。

作为全国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
系建设的重点城市，大连市制定了
专利导航、专利运营、质押融资等服
务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
理和服务全链条的知识产权资助和
奖励政策，支持和指导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牵头并联合国内几十家能
源领域的高校院所、企业成立洁净
能源知识产权联盟，组织知识产权
专员和服务机构共同围绕洁净能源
领域撰写专利导航报告，并培育了
一大批高价值专利。一系列扶持政
策，助推了洁净能源中心建设发展，

知识产权运营额度连续 3 年超过
3000 万元，促进了产业发展和创新
能力提升。

据悉，洁净能源中心获批后，将
创新“行政+市场化”的运营模式，有
效集聚能源领域的优势力量，立足大
连辐射辽宁、东北乃至全国，将自身
在专利运营方面的经验运用和服务
于全国能源产业，带动产业升级发
展。为能源领域打造知识产权咨询
导航服务和专利运营交易平台，为构
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
供技术支撑。发展洁净能源新技术，
促进大连能源产业的集群发展和能
源结构优化升级。

同时，洁净能源中心将紧密围绕
产业发展的具体需求，大力提升服务
供给的针对性，健全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的产权激励与利益分配机制，开展
洁净能源产业专利导航分析，培育产
业高价值知识产权，加强知识产权运
营人才培养，促进洁净能源产业知识
产权转移转化。

大连获批国家级
洁净能源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4月12日，在大连地铁13号线
（又称金普城际铁路）三十里堡段，
中铁一局电务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电气线路安
装，为即将进行的一期线路测试运
行做最后的冲刺。

大连地铁 13 号线一期北起普
兰店区振兴路站，南至金普新区九
里站，线路全长 43.9 公里，沿途设
17座车站，其中在九里站可与地铁
3号线换乘。地铁13号线开通后，
从普兰店挂符桥站出发到金普新区
中心区域仅需40分钟左右。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文
本报特约记者 吕文正 摄

大连地铁13号线
进入一期测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