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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继锋 高华
庚报道 今年以来，锦州市全面开
展“营商环境建设提升年”行动，
坚持“一手抓建设，全面补齐各领
域营商环境建设短板，着力化解
存量；一手抓整治，发扬斗争精神
查处损害营商环境典型案件，着
力遏制增量”，统筹推动“办事方
便、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强、生
态宜居”四方面 44 项建设任务落
到实处、取得实效。

扎实推进办事便利化改革。
锦州市创新推进“简政放权”，向

乡（街道）下放 219 项权责类审批
事项、87 项便民服务类事项。在

“锦州通”APP 建成“惠企一站通”
模块，市场主体诉求实现“一键提
交、网格化办理”；实现 120项涉企
政策集中发布，28项申报类政策在
线申报和审批；人才招聘、银企实
现线上直连对接；50项法人多部门
联办事项实现“一张表填写、一站
式申报”。在推进“一网通办”改革
中，“不动产过户、入学报名、新生
儿落户、死亡事项”4个跨部门联办
事项改革在全省率先实现突破。

加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锦州市印发《关于加强法治化营
商环境建设活动规范政商交往的
若干意见》等制度性文件。成立

“民营企业商事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实现就地就近定纷止争。
实行涉政府部门，涉信访、督办、
反映强烈的案件“三合一台账”管
理，挂牌督办。在持续优化服务
举措方面，锦州建成两个“24 小时
公安自助服务站”；在 44 所学校加
装人脸识别探头，在 7 所学校门前
试点安装异常行为识别系统；在
75 个乡（村）设置农村交通协理
员，农村地区交通事故实现警保
联动快处。

落实提升成本竞争力举措。

锦州市不断加强公共资源交易管
理，清理并废止 10 份公共资源交
易制度和规则，检查并整改 20 个
项目存在的 25 个问题；制定《锦州
市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领域中标
人履约评价实施细则（试行）》，引
导市场主体不断强化契约精神。
在推动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方面，
锦州共减免 10.9 万户非居民用户
电量 11.86 万千瓦时，降低电费支
出成本约 551 万元，在全省初步形
成电价竞争优势。另外，锦州市
27 家银行机构入驻金融服务平
台，发布了 62个金融产品；21家银
行机构在“信易贷”平台发布 81 个
金融产品，与 679 家企业对接意向
贷款1.97亿元，全市新增创业担保

贷款 3.1 亿元，增量和增速均创历
年新高。

打造“生态宜居”的人文环
境。锦州市不断加强人才就业保
障，完成 10.13 万人次职业技能培
训，新增2300名高技能人才。开展

“进企业、稳岗位、保用工”活动，发
放稳岗补贴 76.29 万元，为 240 家

“老字号”“原字号”“新字号”企业
定向送政策。同时，锦州市30家商
超企业签订了稳价保供承诺书，14
家企业被评为全省“菜篮子”流通
重点保供企业，51家企业获省民生
保供资质。通过政府补贴、引导商
家让利，对低收入群体定向发放
100 万元“惠民消费券”，争取消费
活动促进补贴资金257万元。

一手抓建设补短板 一手抓整治强服务

锦州落实44项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连日来，锦州市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如火如
荼地进行着。为减少市民接种新冠疫苗的奔
波，锦州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与多个街道
合作，联合筹备打造了公交新冠疫苗流动接种
车，把新冠疫苗接种服务送上门。

公交新冠疫苗流动接种车依托锦州公交
车现有的车载设施，在医院的专业指导下，配以

新冠疫苗接种所需的电脑、疫苗扫码器和冰箱
等专业仪器及设备。同时，将车厢改造为预检
区、登记区、接种区，成为流动的新冠疫苗接种
点。截至目前，疫苗流动接种车已为 119 个社
区村屯累计出车 90台次，为 11249 名群众提供
疫苗接种服务。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摄

流动疫苗接种车“上门”送服务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8 月 17 日，记
者在锦州市凌河区贵州小区看到，施工人员
正在对居民楼进行维修改造。据悉，今年锦
州市投资 6.32 亿元，改造老旧小区 56 个，涉
及 484 栋楼 23784 户居民，建筑面积达 189.1
万平方米。截至目前，老旧小区改造施工队
伍已全部进场，开工率为 100%，施工综合进
度为13.7%。

锦州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标准、高质
量做好老旧小区改造这项民心工程，实现群
众生活和城市功能品质双提升。

年初，锦州市组织召开全市2021年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会议，制定了《锦州市
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7
月份，56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全面开工。

“十四五”期间，锦州市计划完成 566 个
老旧小区、5693 栋居民楼的改造任务，惠及
212336户居民，保证需要改造的老旧小区应
改尽改，进一步满足锦州市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推动惠民生扩内需，推进城市
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

改造56个老旧小区
惠及2.3万户居民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连日来，锦州
针对长期占用公共停车资源的“僵尸车”、报
废车和严重影响道路通行的违法停车行为开
展联合整治行动，加大对机动车乱停乱放违
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

近年来，锦州市机动车保有量迅猛增加，
停车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尽管锦州市施划的
公共停车泊位已有近 7 万个，但依然无法满
足全社会的停车需求。然而，在公共停车泊
位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仍有部分人对公共停
车泊位动起了“歪心思”。这些人利用老旧
甚至报废车辆，在车身安装广告牌或喷涂广
告标志，长年累月占有本就稀缺的公共停车
资源，导致城市“停车难”问题愈演愈烈。

此次行动，锦州针对群众反映强烈、乱
停乱放现象较严重的重点街路、小街小巷以
及小区周边，采取巡逻管控、定点查处、监控
抓拍相结合的方式，不间断地开展巡控，加
大现场查处力度，及时发现、劝阻、查处违法
停车行为，对报废车、“僵尸车”采取拖移措
施，对私自设置障碍物占用停车泊位的予以
拆除障碍物，对违法停放车辆实行粘贴“违
法停车处罚告知单”的方式进行处罚，全面
规范停车秩序。

联合整治
严管静态停车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交通事故从当
事人报警至拆解现场恢复交通秩序，平均用
时 4.5 分钟，其中最快的一起仅用时 1 分 44
秒。截至目前，锦州创新推出的“远程可视
化”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系统实现零投诉。

“小事故大拥堵”是城市交通管理的顽
疾。2016 年 12 月，锦州市推出“远程可视
化”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系统，是以“远
程可视化”快速处理模式为主，以“互联
网+”、当事人自助拍照及交警现场指导为
辅，多种方式互补并按照优先级顺序组织
实施的全新快处工作模式。发现事故警情
后，交警事故大队工作人员可直接利用监
控摄像头瞬间“进入事故现场”，拍照、取证、
定责……远程即可完成，适用于事故发生位
置没有视频监控或监控视频无法清晰取证
等情况。

该系统具有事故取证快、现场撤离快、责
任认定快、勘查定损快、理赔到账快的主要特
点，在保畅通、治堵患、便民利企等方面具有
明显成效。据统计，自系统推行以来，锦州城
区共发生交通事故案件135814起，用快赔机
制处理90805起，占事故总数的66.86%。

“远程可视化”
快处快赔零投诉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近日，文旅部、
财政部公布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项目名单，47 个项目被命名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其中，锦州“群星大
课堂”作为我省唯一群众文化项目入选。

“群星大课堂”项目始创于 2009 年，是
以公益性艺术培训为主的文化志愿服务项
目。项目于 2018 年获批第四批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创建资格，2020 年创
建期满，经文旅部、省文旅厅验收及答辩，
于 2021 年 8 月通过公示后，正式获批为示
范项目。

自 2018 年获批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项目创建资格以来，锦州从群众
需求出发，围绕项目创建形成了促发展、求创
新、务实效的常态化工作模式，推动“群星大
课堂”项目进入快速推进、整体提升、创新发
展的新阶段。

今年暑期，“群星大课堂”开设了声乐、全
脑国学、钢琴、硬笔书法、电钢琴、京剧、水墨
画、剪纸、面塑课程，主要面向锦州市小学 1
年级至6年级，具有一定文艺基础的学生（城
市务工子女、低收入家庭子女、驻锦部队军人
子女优先），深受家长和孩子的喜爱。

“群星大课堂”
获批国家示范项目

田间地头生机盎然，农家庭院错落有致，文化
广场设施齐备，百姓脸上笑容洋溢……漫步锦州乡
村，一幅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

近年来，锦州市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突出重要位
置，把乡村振兴和党的建设、产业调整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
展乡村产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让农村变美、令农民致富、
促农业发展，村民不仅富了起来，人居环境也得到极大改善，
实现了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丽生活的大融合，描绘出乡
村振兴的新图景。

锦州脚步 JIAOBU

兴产业 美环境 树新风
——锦州市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侧记

李 月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核心
提示

走进凌海市翠岩镇牤牛屯
村，一幅美丽静谧的田园画卷映
入眼帘，整洁美观的农家小院散
落在山水之间，干净宽阔的乡村
道路蜿蜒至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
指挥所旧址，远道而来的游人漫
步田园风景之中……“我们村靠
红色文化发展旅游和果蔬产业，
我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日子越
过越好。”谈起村里的变化，村民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牤牛屯村的变化，源自锦州
市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基础上，面对如何做好乡村
振兴这篇大文章的课题，翠岩镇
以“村集体+合作社+农户”为核
心，成立牤牛屯果蔬合作社，不断
完善管理制度和运营模式，在做

好黄金瓜采摘的同时，增加种植
品种，供应锦州各大超市，取得了
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作为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
挥所旧址所在地，牤牛屯村还把美
化乡村环境作为基础条件，实施全
村景区行动，把道路建成风景线，
小组建成小公园，全村建成大景
区。同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和红
色故事，建成红色党建广场，将红
色主题和红色元素融入美丽乡村
建设与村庄整治，充分提升红色文
化内涵，增添了干事创业的巨大精
神动力。

“ 以 前 ，车 辆 出 入 不 方 便 。
现在不一样了，路增宽了，还增
加了很多停车位，村里越来越干
净、越来越敞亮了！”村民望着家
门口干净整洁的村居环境颇有

感触地说。
乡村振兴要真刀真枪地干，离

不开真金白银地投入。今年以来，
锦州市出台《“三落实”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对 16项重点工作任务进
行分解，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间节
点，持续强化各县（市）区、各部门
的工作责任，提出分阶段推进措
施，明确重点工作任务和责任领
导。同时，锦州打造“产业振兴+小
额信贷”模式，全面落实“应贷尽
贷”，全市形成扶贫资产 469项，几
年来共投入资金48416.1万元。目
前，锦州市有 56.4 万名农民变成

“股东”，整体增收近 7 亿元；建设
美丽示范村 113个；先后分三批选
派 1812 名到乡村工作的干部，共
争取资金2.33亿元，引进发展项目
343个。

美丽乡村宜居宜业

8 月 17 日，北镇市东门外村
的生态产业园内，绿意葱茏的枝
蔓爬满葡萄架，晶莹剔透的葡萄
挂满枝头。

“今年葡萄长势好，口感也
甜，产品供不应求。”东门外村党支
部书记程国东看着满园硕果喜笑
颜开。他说，村里采取“村集体+
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打造
集农业种植、采摘、观光旅游于一
体的现代农业。现已建成日光温
室大棚 22 栋，栽植葡萄、樱桃、火
龙果、桃、早熟红梨等温室水果，每
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

小村庄干出了大产业，既得
益于天时地利，更得益于人和。
近年来，面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贫困群众
稳定增收等课题，锦州市以“三
变”改革为引领，以打造“股份农
民”为核心，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
风光和丰富的现代农业与乡村文
化旅游资源，以域内富有特色的
农业产业为依托，不断辐射带动

村民参与，不仅为农民带来“甜”
美生活，也让农民吃上了产业饭、
走上了致富路。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增强全
市乡村振兴的产业持续性，锦州市
不断加大力度补齐技术、设施、营
销等短板，促进产业提档升级，推
荐符合条件的农产品纳入“省内扶
贫产品名录”。利用互联网开展线
上订购、线下配送，推荐扶贫产品
在京东商城锦州农特产馆、淘宝等
平台上线售卖。打造锦州苹果、北
镇葡萄等一批地理标志产品和“北
纬 42°”特色农产品品牌，大力推
进“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对
36个“三变”改革促乡村振兴示范
点进行推广。

目前，锦州市有 1093 个村确
定了“三变”改革项目；培育 816
个合作社、163个家庭农场等经营
主体；全市累计发放政策性专项
扶 持 资 金 1.71 亿 元 ，引 导 对 接
0.75 亿元信贷资金；75 家民营企
业参与“三变”改革，撬动资本投
入5.1亿元。

农旅融合产业兴旺

义县白庙子村的水泥路通
向每家每户。从村部出发走到
对面山上，一眼望去，四五栋房
子依山而建，中间隔着农田、河
流、菜地。

半山腰的那一户，是村里的道
德模范赵亚芹家。赵亚芹家院子
里有 3间砖瓦房，门前收拾得干净
利落。院里的鸡在树下刨食，黄牛
哞哞叫。

“赵亚芹一家被评为我们村的
道德模范，不仅脱贫致富干得好，
还是全村公认的敬老爱亲榜样，每
个月的‘道德银行’积分都是全村
最高的。”白庙子村党支部书记刘

金华说。
刘金华所说的“道德银行”，是

白庙子村在乡村治理中创造性开
拓的新路子。“我们为全村 381 户
村民每月每户发放 20 个积分，然
后根据村民日常行为进行加分或
减分，剩余分数月底可以在积分
兑换点兑换生活用品，按1个积分
折合 1 元钱计算。建设‘道德银
行’的资金出自村集体收入。”刘金
华说。

白庙子村每年还会根据总
体积分情况，按照得分高低评选
出 5 户至 10 户“幸福家庭”以及

“ 最 美 白 庙 子 人 ”。 在“ 道 德 银

行”的带动下，爱护环境、助人为
乐、尊老爱幼等文明行为成为白
庙子村的新风尚。好风气好习
惯 ，也 带 动 了 白 庙 子 村 产 业 发
展、农民增收。

今年以来，锦州市在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中，大力推进乡风文
明提升行动，通过整治环境卫生、
破除歪风陋习、培育优良家风、深
化文明创建、振兴乡村文化、信守
村规民约，形成“城乡环境更加美
丽，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德治力量
更加凝聚，精神风貌更加饱满”的
崭新气象，让文明乡风扮靓山乡幸
福生活。

文明新风遍吹山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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