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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7
月 26 日，位于鞍山市立山区的辽宁
冠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里，整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订单。

“在相关部门的协调推动下，我们不
断深化同高等院校在技术创新上的
合作，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上半
年，公司产值同比增长 51%。”冠达
新材料生产部长孙平生边对新上的
B300 生产线进行调试，边骄傲地告
诉记者，新生产线投产后，将实现产
能翻番。

年初以来，鞍山市不断强化企业
的创新主体地位，通过加强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推进制度创新、完善科技
创新服务“三管齐下”，持续加快引导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提升企业的科
技创新能力。上半年，鞍山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中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
业数量比去年同期提高 7.5 个百分
点，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同比增
长 50.9%，增速位列全省第 2位。

鞍山市通过积极培育企业研发
机构、大力开展“院校合作”等，不断
提升企业的科研实力。全市围绕主
导产业积极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吸引
钢铁、菱镁产业国家和省级实验室布
局落户。截至目前，全市拥有市级以
上研发机构 560 家，今年争取获批 4
个省重点实验室或专业技术创新中
心。同时，持续推进与沈阳化工大学
等高校院所开展地校合作，迈格钠磁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金
属研究所、鞍钢集团矿业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分别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

在推进制度创新方面，鞍山市从
组建实质性产学研联盟、实施“揭榜挂
帅”、开展“带土移植”等方面积极发
力，全力促进科技资源向企业集聚，提
高集成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应用效
率。上半年，全市争取省首批典型示
范性实质性联盟9个，其中5个联盟的
项目列入省“揭榜挂帅”科技攻关项目
榜单。截至目前，除获批9家外，本地
备案典型实质性联盟22家，储备4家，
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能力提升类
实质性产学研联盟30家。同时，组织

全市 8个单位、18家企业参加第十九
届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和省科洽会，促
进“带土移植”工作落地见效。

鞍山市还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服
务，优化企业科技创新生态。全市大
力提升科技服务质量，与锦州银行鞍
山分行合作创立“锦科贷”，利用科技
信贷风险补偿融资平台，完成辽宁众
呈检测有限公司等 7 家公司 2200 万
元贷款，相关部门签订了三方“盛银
科技贷”合作协议，进一步破解了企
业的融资难题。同时，通过官方网
站、科技服务网、手机客户端等平台，
发布辽宁工业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
学科技成果 32 项，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落地，增强企业的科技实力。

鞍山“三管齐下”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同比增长50.9%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入
伏以来，我省气温居高不下，用电负
荷骤然加大，各地电煤需求持续增
长。为确保电煤供应，中国铁路沈阳
局集团有限公司加大运力，有序组织
电煤运输，全力满足地区经济生产和
民生需求。

今年入伏后，我省各地迅速进入
“桑拿天”，各地煤耗屡创历史新高。
面对电煤运输需求日渐增加的形势，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及时
做好预案，主动对接电煤供应、需求
企业，及时帮助双方解决电煤运输难
题。同时，积极加大运力倾斜，对装
运的重载、直达煤炭列车，优先安排

货位，优先安排到发线，大大提高了
电煤运输效率。

辽宁地区电厂电煤运输任务由
霍林郭勒运营维修段承担，他们通过
制定有力措施、盯控运输环节等举
措，加速向所需电厂源源不断地输送
电煤。为加速车辆周转，维修段还通
过现在车查询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
加大电煤在途、到站作业、电厂卸车
的盯控力度，在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调度所的统一指挥下，做到
衔接有序、及时取送、快卸快排。据
统计，7 月初以来，霍林郭勒运营维
修段日均完成电煤装车 2830 车，发
送电煤 350万吨。

中铁沈阳局加大运力
保证电煤供应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丹东是
国家三大手表生产基地之一。为
重振丹东手表产业，2008 年，辽
宁手表厂重组成立了辽宁孔雀表
业有限公司，先后完成转制、投资
建设手表工业园、恢复生产、技术
革新、设备升级等一系列调整。

目前，孔雀表业拥有自主设
计研发的薄型自动机械表机芯、
运动码表机芯、陀飞轮手表机芯
等 七 大 系 列 326 个 品 种 产 品 。
2020 年，孔雀表业生产机芯 130
万只，实现销售收入3亿元，上缴
税金4000 万元。

本报特约记者 宋永昆 摄

丹东“孔雀”
再开屏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盛夏的清晨，漫山薄雾当中，一
株株红豆杉青翠欲滴。

7月23日一大早，在桓仁满族自治
县八里甸子镇大南沟村的大山中，村

“两委”班子成员和村党员代表围坐在
高高的红豆杉树下，兴致盎然地畅谈。

“今天，咱们党总支扩大会议就
是要统一思想，研究咱村未来的发展
问题。”大南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刘艳春的开场白简短有力。

“刘书记，那就先聊聊咱村的红
豆杉归山项目吧。”

“咱村真能搞旅游吗？旅游收入
能赶得上卖树苗的收入吗？”

“咱村还有 19处抗联遗址，能不
能把这些资源纳入旅游项目？”

一时间，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开了。
大南沟村发展苗木产业已有近

50 年历史，有长白山脉绿化树种和
造林树种 30 多种，山上、地里，就连
房前屋后都种满了苗木。

以前苗木市场好的时候，大南沟
村苗农家庭年收入几十万元。但随
着苗木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导致苗木
质量参差不齐，加上市场无序竞争，
苗农的收入大大降低。

“咱村的森林覆盖率达 95%以
上，是国家森林乡村，每立方厘米空

气含负氧离子超过 5万个，绝对是天
然森林氧吧。”村党总支副书记于兴
华说，“咱村百岁以上老人有 3位，90
岁以上老人有 20 多位，‘长寿村’是
咱村的‘金’字招牌啊！”

“可不是嘛！咱村四季分明，景
色宜人，春天杜鹃漫山红遍，夏天清
凉适合避暑，秋天来赏枫的城里人更
是无数。”村和乐联盟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玉双插话道。

“我们村要另辟蹊径，把珍贵树
苗重新种到山上去，由以前的种树苗
到现在的种风景，把秀美的大山变成
我们取之不尽的‘绿色银行’。”刘艳

春坚定地说。
大南沟村采用“党总支+村民”

形式，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整合林
地栽植红豆杉 2200 亩，开发了杨靖
宇练兵场、周家沟沟口战役等抗联遗
址 4 处，建立了柏瀑沟景区，发展起
生态旅游和红色旅游。

“ 今 后 的 大 南 沟 村 ，到 底 是
啥样？”

热烈的讨论，吸引了正在一旁苗
圃里拔草的村民。

“好山好水好风景，腰包更是要
鼓鼓的，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生
活！”刘艳春回答。

红豆杉下话升级
本报记者 葛传东

头戴草帽，脚穿雨靴，站在田里
开始讲课……大暑节气第二天，省农
科院水稻研究所所长、挂职开原市科
技副市长的郑文静率队来到八宝镇
北花楼村，为村民举办了一期特殊的
科技培训。

“现在正是咱开原地区防治水稻
稻瘟病的关键时期，再过两天，就是

‘马后炮’，讲啥都晚了。今天，我们
把培训班办在水田里，就是要让大家
知道该如何防治水稻病害，夺取今秋
粮食生产大丰收。”简单几句开场白
过后，郑文静便招呼大家一起寻找遭

受病害的秧苗。
见省里的专家走进水田，手把手

教农民识别水稻病害并给出防治方
法，大家都来了兴致。“郑市长，你看
这些水稻叶片得的是啥病？”“这个是
刮风引起摩擦导致的叶尖出现伤口，
不会对水稻产生太大影响。”一问一
答间，农民的疑惑解除了。

站在水田里，郑文静着重讲解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要重点防治的 3 种
水稻病害：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

“今年天气特殊，7月上旬连续降雨，
所以一定要防住这 3 种病害。如果

造成减产，今年大家就白忙了。”
接着，郑文静加重语气说道：

“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
预报，防治穗颈瘟和枝梗瘟要打两
遍药，药不能白天打，不能顶着雨
打，最好选择早晚两个时间段，这样
效果最好。”

村会计肖仲库告诉记者，北花楼
是个水田村，他家就有14亩水田，另
外又承包了 43 亩水田。“这大热天
儿，省农科院专家来到田间地头给咱
传授科技知识，这样的服务接地气、
让人感动！”肖仲库说。

近两个小时的培训，铁岭市现代
农业服务中心的部分技术人员一直在
现场仔细聆听。“开展科技共建，目标
是通过技术培训，为我们铁岭培养出
一支‘市里有专家型、县里有教师型、
乡村有实用型’的技术人才队伍，最终
建起自己的农业科技支撑力量。”铁岭
市现代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田雪说。

当天，省农科院专家一行人还专
门给北花楼村的稻农带来了防治稻
瘟病等水稻病害的农药，现场免费发
放给农民，并详细讲解了使用方法和
注意事项。

水田里参加科技培训
本报记者 狄文君

7月25日，大连市长海县广鹿岛
生态岛礁建设项目竣工，海上休闲
观光游同日启动。

广鹿岛生态岛礁建设项目是
省、市重点工程，通过对沙尖北海
湾实施环境综合整治、修复沙滩，

形成集沙滩浴场、渔人广场于一体
的综合旅游体系，打造“北方海岛
第一浴场”。生态岛礁建设项目的
竣工，将为广鹿岛全域旅游再添新
动力。

本报特约记者 刘德斌 摄

广鹿岛生态岛礁项目竣工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为
有效解决农用地膜残留等污染问题，
大连市今年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安排专项资金 940.1 万元，计划回收
处置农药包装废弃物 75 吨、废弃反
光膜和地膜2237吨。

大连市成立市、县、乡、村四级
专班，形成地膜等废弃物回收与处
置工作协同机制，并纳入政府绩效
考核指标，层层压实责任。实施“三
步走”推动计划：2018 年投入 100 万
元进行个别试点，2019 年投入 320
万元扩大试点范围，2020年投入500
万元全面推开，明确推进的时间表
和路线图。

构建回收转运处理体系，实行

闭环管理机制。大连市一方面加
强 源 头 监 管 ，确 保 非 标 地 膜 不 出
厂、不进店、不下地；另一方面充分
调动生产企业、经营者、社会服务
组织和农户的积极性，培养自觉回
收 习 惯 。 同 时 ，在 全 市 建 立 健 全
市、县、乡镇三级地膜回收台账，做
到购买使用有据可查、回收数量可
追溯。

大连市还构建回收转运体系，形
成“县—乡—村”三级回收体系，实现
地膜废弃物“即收即走、跟踪处置”，
最终由各县（市）区对回收地膜在垃
圾中心回收站集中进行无害化处
理。2020 年，大连市农膜回收率超
过90%。

大连今年投入940万元
处置地膜等废弃物

本报讯 记者葛传东报道 “真
是太好了，我们村 756 亩红松塔果
采摘权转让项目在沈阳农村产权
交 易 平 台 顺 利 成 交 ，成 交 价 格
24.86 万元，比我们的挂牌底价高
了 2.86 万元。”7 月 23 日，本溪市本
溪满族自治县草河口镇正沟村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宋月峰激动地
告诉记者。据悉，这是我省首例林
果采摘权在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转
让的项目。

盛夏时节，走进大山深处的草
河口镇，漫山遍野的红松让人心旷
神怡，一颗颗硕大的红松塔果挂满
树梢。草河口镇是本溪县南部中
心 镇 ，红 松 塔 果 是 当 地 的 特 色 产
品。红松籽仁是一种营养价值极

高的纯天然绿色食品，内含丰富的
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油
酸、亚油酸和亚麻酸、皮诺敛酸，具
有抑制花粉症、降血糖和消除疲劳
的功效。

“现在有了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公开公平的平台交易代替了原始的
转让方式，避免了以往转让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各种矛盾问题。”草河口镇
经管站负责人说。

据悉，与正沟村相邻的云盘村得
知这一消息后，也把村里的 881.6 亩
红松塔果采摘权项目拿到平台上挂
牌交易，底价为28万元。同时，本溪
县田师付镇太平村底价为 167.82 万
元林木权转让项目也进行到市级审
核阶段。

省首例林果采摘权项目
顺利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