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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永安报道 围
绕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条
主线，盘锦扎实推进营商环境建设，
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节本增
效、融资环境等方面问题，进一步激
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实现了民营经
济总量持续增长。上半年，新增民营
企业1.12万家，日均设立62家。全市
民营企业数量不断攀升，达到 12.11
万家，占全市企业总量的95.3%。

盘锦市加快推进民营工业结构
优化升级，尤其是民营石化产业加
快构建“大化工+精细化工”产业集
群发展模式，实现产业高端化、产品
精细化，围绕新医药、新材料、新能
源等未来产业，谋划新项目。依托
清华工研院、大连理工产研院等创
新载体，建设创新平台、产学研创新
联盟，引育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
部门制定了“2021 年盘锦市产学研
创新联盟建设工作方案”，首批推荐
22 家企业参加省科技厅实质性产学
研联盟备案，其中，辽宁盘锦中录智
能录井装备产学研联盟等 6 家企业
成功获批实质性产学研联盟。盘锦
积葭生态板业有限公司承担的“芦
苇制备环保板材技术”等 3个项目被
列入 2021 年辽宁省首批“揭榜挂帅”
科技攻关项目榜单，为加快产业链、
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促进产业
创新注入了活力。

盘锦持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大力推进“证照分离”改革。目前，
全程电子化登记实现常态化，上半
年，全市全程电子化登记业务完成
12205 笔，占业务总量的 83.07%。除
特殊工程外，盘锦政府投资市政基
础设施、社会投资工业类等 13 类工
程项目审批流程由原来的 87 个工作

日压缩至 60个工作日以内。盘锦政
务服务网推出“一件事”虚拟大厅，推
广线上“问答申报、情形引导、系统流
转、分类审批、一网通办”服务模式，
535 个事项已上线运行，为企业提供
了更加便捷的服务。全面提高“项
目管家”服务效能，实实在在为企业
纾困解难。截至 6 月底，共为 635 个
企业（项目）派驻“项目管家”386 人，
提供对接服务 10313 次，解决问题
142个。

盘锦采取多种措施，积极为企业
降低经营成本增加效益，为 749家中
小微企业发放以工代训补贴资金
5999.34万元，为175家民营企业发放

稳岗返还资金811.64万元，稳定就业
岗位4061个，为企业稳岗用工提供了
保障。工信部门积极组织 74家民营
企业参加2021年度电力市场化交易，
交易电量43.1亿千瓦时，降低企业用
电成本 4635 万元。盘锦政府采购中
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截至 6月
底，市本级完成货物、工程和服务采
购金额5847.8万元，中标企业均为民
营企业，为企业创造了市场空间，增
加了效益。

盘锦加强融资服务水平，引导信
贷资源更多流向民营企业。上半年，
人民银行盘锦市中心支行累计向辖
内地方法人银行机构发放再贷款

4.09 亿元、办理再贴现 5.06 亿元，极
大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为民营企业
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项目建设、扩产扩
能提供了稳定的金融保障。盘锦进
一步深化银担合作，扩大融资渠道、
增加授信规模，多维度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盘锦市融资担保集团与 11 家
金融机构完成28亿元的授信，与农行
盘锦分行、农发行盘锦分行深入合
作，基本实现涉农领域融资担保全覆
盖。上半年，累计办理担保业务 409
笔、金额 7.77 亿元。同时，持续深化

“银税互动”，向 774家小微企业发放
银税互动贷款 29.71 亿元，有效缓解
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盘锦创优环境壮大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数量达到12.11万家，占全市企业总量95.3%

7 月 26 日，在中央堡芦湖小镇，
100 多名工人正在进行布线安灯、搭
建舞台、安装娱乐设施等收尾工作。
这个占地500亩的旅游综合体即将对
外营业。盘锦市抓住朝凌高铁即将
开通运营、北京到盘锦高铁提速的有
利契机，加快培育发展旅游等“高
铁+”业态，切实提升高铁对经济发展
的带动作用。

作为东北地区高速铁路网的重
要组成部分，朝凌高铁建成通车后，
将进一步延伸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快
速客运通道，实现京哈高铁、京哈铁
路秦沈段的互联互通。对于盘锦来
说，将大大缩短盘锦到北京的时间，

按照350公里/小时的设计时速，仅需
2 小时左右，这将有利于盘锦更好地
融入京津冀 2小时经济圈，助推经济
发展。

为积极“引客入盘”，打造生态旅
游休闲目的地，盘锦推出特色旅游精
品线路和“引客入盘”奖励政策，完善
配套基础设施。3 年来，盘锦旅游投
资超过 80 亿元，中国楹联书法博物
馆、辽河口老街、百年福街、文旅国际
城等已经运营。以北旅田园温泉民
宿、七彩庄园田园民宿、稻作人家朝
鲜族风情民宿等为代表的乡村休闲
度假设施不断提升。特色美食街区、
文化创意基地、文化会展基地、特色

产业基地、非遗产业基地等文化旅游
设施建设也初具规模。春季观鸟赏
花，夏季生态避暑垂钓，秋季观红滩
绿苇品稻香蟹肥，冬季嬉冰雪、泡温
泉、住民宿，盘锦的四季文旅主题产
品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京津
冀、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等高铁 2小时
经济圈的游客。

依托康复辅具产业第二批国家
综合创新试点，加快辽河康养服务中
心等项目建设，承接京津冀及高铁沿
线城市人员来盘养老，拉动本地养老
产业发展壮大，把盘锦打造成休闲康
养目的地。目前，辽河康养服务中心
正在抓紧建设，高标准打造养老产业

示范区，发展全产业养老服务链条，
加快推进产业集聚。

便捷的高铁交通，还将为盘锦的
电商物流产业、会展产业、商贸服务
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盘锦大米、河
蟹、碱地柿子等特色农产品，运用高
铁快运组织新技术，实现特色农产品
产地快速直销，为盘锦特色农产品搭
建新的销售平台。

盘锦以建设盘锦站和盘锦北站
两个高铁站点为核心，促进产城融
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沿线
人文、科技、教育、旅游等产业合作，
在建设高铁经济带的同时，打造高铁
沿线无障碍旅游带和优质生活带。

培育“高铁+”业态引客流兴物流
本报记者 刘永安

本报讯 作为辽宁省统筹城乡
发展试点城市，盘锦全方位推进城乡
一体化进程，实施了城乡统一的居民
医保制度，明确了覆盖范围统一、筹
资政策统一、保障待遇统一、医保目
录统一、定点管理统一、基金管理统
一的“六统一”城乡居民医保市级统
筹制度，以及统一的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制度和医保“六统一”一站式结算、
异地结算等新举措。

盘锦医保“六统一”，消除了城
乡差别，看病不再区分“城里人”与

“农村人”，农民就医更方便，与城镇居
民一样享受同等的医疗待遇。城乡居
民医保整合，提高了农民就医层次，增
加了定点医疗机构，让参保农民就医
更方便。以前农民只能在县级医院看

病才能报销，去市里大医院看病需要
开具转院证明，办理相关手续十分麻
烦，新的医保制度让农民不用转诊就
能直接到大医院就医。全市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达到 550 余家，农民就医选
择的范围扩大，参保患者可就近方便
就医、选择性就医。

实行统一的城乡医疗保险之后，
农民看病将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同
等的医疗保障待遇，包括起付标准、
报销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等，农民可
享受的基本医疗“服务包”可以向较
高标准看齐。新的医保制度实施后，
门诊特慢病病种由原新农合的3种增
加到12种，而且新实施了城乡居民高
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政策，覆
盖全部城乡居民参保人群。另外，农

民在三级以上医院的住院报销比例
平均提高15%至20%。盘山县太平镇
张家村农民刘大姐在市中医院住院
并做了手术，治好了多年的老毛病。
她说：“在医院医保窗口直接报销了
4000 多元，比新农合报销少花 2000
多元。”

随着医保整合后参保人数增
加，医保基金的互助共济和抗风险
能力大大增强。原先新农合是县级
统筹，基金支撑能力比较脆弱。“六
统一”后的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市级
统筹，统筹层次提高了，基金规模壮
大了，更有利于为城乡居民提供可
持续的医疗保障。盘锦全面启动国
家、省际联盟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和
使用，有 64 家医疗机构可以供应中

选药品，中选药品品种达到 168 种，
中选价平均降幅达到 53%以上，最高
降幅达到 93%以上。这些变化让患
者用药减负的效果更为明显。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让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得到长足发展，促进了患者
合理诊疗，初诊、小病就医需求在基
层医疗机构就能满足。盘锦通过降
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起付线，拉开一
二三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引导居民
到基层就医。另外，盘锦市中心医院
与农村各个乡镇卫生院实现了数据
交互，建立了影像、心电、检验、彩超
四个远程会诊中心，提升了卫生院服
务水平，降低了农民医疗费用，让农
民能够看好病。

黄世盛 本报记者 刘永安

城乡居民享受同等医疗保障待遇

本报讯 日前，在盘锦市长三
角精细化工主题招商活动推介会暨
招商项目签字仪式上，盘锦市共有
包括 30 个精细化工项目在内的 41
个优质项目成功签约，协议签约额
151 亿元，为盘锦加快建设辽宁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先行区集聚了
发展动能。

按照“数量与体量并重、新建
与扩建并进、高新与传统并举”的
总体要求，此次集中签约的项目主
要涉及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
等新领域，这也与强化盘锦石化及
精细化工这一主导产业建链、强链、
补链高度契合。通过引进一大批高
质量项目推进产业链提档升级，为盘
锦高质量发展装上“加速器”，确保

“十四五”高标准起步、高质量推

进、高水平开局。
一直以来，盘锦全力打造办事

方便、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强、生
态宜居的一流营商环境，坚持“跳出
盘锦看盘锦”“向最高标准、最好水
平看齐”，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大战略，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
齐备的产业体系为导向，以推进石
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延链、补链、强链
为主线，以建设全国重要的石化及
精细化工产业基地为重点，坚持一
体化、精细化、高端化、差异化、绿色
化发展，在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全面提升产业基础
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
石化产业链向高端跃升的进程中
迈出坚实步伐。

赵 艳 本报记者 刘永安

41个项目在长三角集中签约

本报讯 自 5 月 29 日 9‰“海
水稻”种植筛选试验开展以来，北方
耐盐碱水稻袁隆平院士盘锦工作试
验站的“海水稻”长势良好，目前已
有三到五个品种开始抽穗。

7 月 22 日，记者在北方耐盐碱
水稻袁隆平院士盘锦工作试验站的
稻田里看到，这块试验田分片区种
植了 3‰、6‰、9‰的“海水稻”及优
质水稻品种。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助理技术员彭勇正在田
间查看“海水稻”生长情况，并对每
一个品种进行测试、评估。他说：

“下一步，我们要对表现好的品种
进行筛选，开展配种改良实验。”

北方耐盐碱水稻袁隆平院士盘
锦工作试验站是袁隆平生前在东北
地区建立的唯一一个工作试验站，

也是首家由民营企业参与运营的工
作试验站。工作站依托专家团队技
术优势和丰富经验，在不断完善
3‰至 6‰耐盐碱水稻品种试验和
推广的基础上，向 9‰耐盐碱稻种
繁育目标冲刺。

除 9‰耐盐碱稻种繁育外，今
年，工作站还进行了 100 余份耐盐
碱水稻品种的稳定性试验，以及 15
个盘锦本地优质稻品种耐盐性试
验，积极开展耐盐碱水稻及本域优
质水稻种子繁育及推广，并依托国
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袁隆平
院士团队的科技优势及辽宁省盐碱
地利用研究所的区域技术优势，逐
步将大洼区新兴镇打造成东北地区
首个全域优质稻繁育及推广基地。

潘 轩 本报记者 刘永安

9‰“海水稻”开始抽穗

本报讯 记者刘永安报道 近
年来，盘锦各级工会创新方式方法，
有序推进灵活就业群体的建会工
作。日前，140 名灵活就业人员成
为盘锦市福街广场联合工会会员，
未来可享受工会提供的技能培训、
心理咨询、法律维权等服务。

在市场经济日渐成熟、劳动就
业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灵活就业
者越来越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就业
岗位不稳，不懂如何主张自身权益，
需要工会组织做他们的后盾。针对
快递、家政、商贸等不同行业的用工
特点，盘锦市各级工会结合灵活就
业职工的实际情况，通过“职工家”

App 开辟网上入会新渠道，稳步提
高工会组织的覆盖率。

同时，盘锦市各级工会还通过
组织和服务“双覆盖”，将工会的工
作触角延伸至新就业形态，加速推
进灵活就业劳动者建会入会工作，
做好灵活就业群体职工的保障和服
务工作。

上半年，盘锦市有8000多名灵
活就业人员成为工会会员。各级工
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和项
目，这些贴近职工需求的配套服务，
受到了灵活就业群体的欢迎。目
前，盘锦已有3.5万名灵活就业人员
加入工会大家庭。

3.5万灵活就业人员有了“娘家”

盘锦市总工会联合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市工商联等部门，开
展形式多样的保就业活动，提供就
业岗位1.5万个，为有就业意愿的农
民工、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有就业

意愿的退役军人、就业困难群体等
解决就业问题。

图为7月22日举办的盘锦市企
业用工招聘会现场。

本报记者 刘永安 摄

多部门联手保就业

鹤乡时讯SHIXUN

图说 TUSHUO

得益于盘锦市对民营企业的多方面支持，中蓝电子发展态势良好。 本报记者 刘永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