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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8
月 31 日，记者从沈阳市发改委获
悉，今年上半年，该市服务业呈现稳
中向好发展态势，服务业增加值完
成 2065.2亿元，同比增长 8.5%，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62.5%，拉动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 5.5 个百分点。其
中，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发
展各有亮点：科技服务业规模以上
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4.3%；获评
省电商直播示范基地数量位居全省
首位。

今年年初以来，沈阳市锚定国家
中心城市总目标，立足“一枢纽、四中
心”定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
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市服务业发展势
头良好。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

展。金融业运行平稳，沈阳综合金融
服务平台建设步伐加快，目前累计注
册企业 553 家；信息服务业稳步提
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1%；企业“上云”上平台持续推进，
全市现有备案“上云”企业120家，带
动企业“上云”310余家；科技服务业
增长明显，科技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
营业收入实现 61.3 亿元，同比增长
64.3%，上半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
达90.5亿元。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回暖向好。
全 市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实 现
1834.9亿元，同比增长 15.9%，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销售额增速分别为
41.4%、15.5%、62.4%和 24.8%。中街

获得“国家级示范步行街”称号；9家
基地获评省电商直播示范基地，数量
居全省首位。文化旅游业逐步复苏，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
41.8%；全市旅游总收入实现299.5亿
元；启动沈阳市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券
活动，累计补贴571万元。

服务业主体活力持续增强。上
半年，沈阳市通过强化政策支持，有
效激发服务业主体活力。出台支持
市场主体复苏政策措施 25 条、稳定
市场主体若干政策措施15条等政策
措施，让企业及时、充分地享受政策
红利。其中，支持市场主体复苏 25
条政策已发放资金 1.9亿元；稳定市
场主体 15 条政策发放居民消费券
2000 万元、补充“助保贷”风险补偿

资金 1140 万元，预计为企业减负
10.3亿元。

此外，着眼于提升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沈阳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
制定并实施“五型经济”发展三年行
动方案，针对创新型、开放型、服务
型、流量型和总部型经济重点领域提
出工作任务，成为全市产业转型、城
市转型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为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提高制造业产业链整体质量和水平，
制定了加快制造服务业发展 2021年
专项行动计划，通过大力开展研发设
计、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供应链管理
等10项专项行动，推动协同创新，实
现制造服务业和制造业联动发展、深
度融合。

沈阳将政策红利转化为服务业发展动力
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8.5%，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个百分点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8 月

31 日，总投资额达 126 亿元的 20 个
重点项目在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片
区产业创新特区推介暨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上正式签约。截至7月底，大
连片区已签约各类项目 34 个，总投
资165亿元，落地亿元以上重点项目
27个，总投资 112亿元；各类在建项
目57个，总投资158亿元。

大连片区日前发布《产业创新特
区建设方案》，15项重磅政策重点培育
创新创业型企业，促进创新成果产业
化，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新能源、生命健康、数字信
息和先进装备制造业创新高地。

在产业创新特区系列扶持政策
以及片区完备的产业配套和持续优
化的营商环境吸引下，华润置地智慧
生命科学园、中石化风电光伏发电制
氢、国家能源集团分布式光伏、华录
数字能源北方产业基地、哈工大机器

人智能数字产业园、西班牙美卓伦仪
表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高质量产
业项目纷至沓来、加速落地。包括现
场签约项目在内，近一个月来，已有
32 个重点项目实现签约，总投资额
近 200 亿元。这些项目绝大多数具
备关键核心技术和研发创新能力，凸
显了产业创新特区的磁吸效应，也是
大连片区围绕产业创新特区招商成
果的集中体现。

除产业项目外，中国建设银行合
作项目、中国人民保险合作项目等金
融合作类项目也在仪式上签约。中国
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为大连片区授信
100亿元，通过创新融资方式，支持产
业创新特区建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与大连片区合作，升级保险
供给水平，推进现代保险服务业快速
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
超百亿元项目集中签约

沈阳市沈河区以“抓实项目服务，
促进地区发展”的理念积极推动项目
真落地、快审批、见实效。今年以来，
累计审批服务区域重点项目 3 批次
120个。

沈河区政务服务中心创新举措，
不断推动审批高效便捷。在工程建设
服务专区，打造“茶座式会商厅”。同
时，设立电子触摸屏，公示重点项目的
审批进度、审批流程图、闲置楼宇等信
息。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项目审批不受
影响，专门开通了视频会议系统，远程指
导沈阳市第七中学南校区等30余个项
目，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云勘验”，
跑出了项目审批的新速度。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项目审批再提速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记者

8月31日获悉，沈阳市在全省率先取
消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纸质
备案，全面实行网上备案。这是沈阳
市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提高服务效
率和服务水平、支持服务企业发展的
一项有力举措。

取消纸质备案前，企业办理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需要提供纸
质文件和电子文件，同时完成线下和
线上备案，相当于两次程序、两次备
案。纸质备案时间长、程序多，增加
了企业负担，也增加了行政成本。取
消纸质备案后，企业在预案签署发布
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在线填报并
提交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后，经所

属区域生态环境分局线上审核，网上
备案系统自动生成备案报告，该备案
即为完成。截至8月27日，沈阳市已
在网上备案系统新备案企业57家。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实行网上备案，并不意味着放松监
管，使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备案处
于环境监管“盲区”。网上备案强化企
业第一责任人的主体地位，备案企业
对其填报的企业注册信息及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备案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同时，规范了政
府管理职能，使工作人员将更多精力
投入到监管执法中，避免了备案当中
的政府人为因素、不当行为。下一步，
沈阳市将加强监督、检查和指导，依法
查处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

沈阳取消企业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纸质备案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近
日，应丹东市总工会聘请，辽东学院
电子商务学院副教授刘颖来到辽宁
锦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 40 多名
中层管理人员进行职场礼仪与行为
规范技能培训，受到企业好评。

这是丹东市开展“订单式”培训助
力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年年初以
来，丹东市着力构建产业工人技能体
系，开展“送技能进企业”“订单式”培
训活动，激发广大职工群众的劳动热
情和创造潜能，助力企业发展。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线下培
训难的状况，丹东市运用“互联网+
培训”模式，依托“工匠大讲堂”“职工

云课堂”学习平台，推出职工专项技
能系列线上培训，每周推出 1至 2期
课程。截至目前，已推出 53 期线上
培训课程，点击量超万人次。

根据企业职工需求，今年年初，
丹东市推出“送技能进企业”助力发
展活动，设置19个重点培训项目、35
个培训内容供企业选择。市总工会
与丹东市技师学院、辽东学院、辽宁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和相关技
术专家合作，结合企业实际和职工岗
位培训需求，确定不同行业、不同工
种的专业授课教师“送技能进企业”，
使职工不出企业、不离岗位，就能接
受技能培训与指导。

丹东开展“订单式”培训
送技能进企业

本报讯 记者王海涛报道 8
月31日，记者从朝阳市获悉，近年来，
朝阳坚定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全
市省级开发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呈现出项目加快集聚、产业不
断壮大、功能逐步完善的良好势头。

朝阳的 7 个省级开发区始终树
立项目化思维，坚持以项目为中心。
今年前 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 500万
元以上项目开复工272个，占全市的
31.6%；计划总投资 599亿元，占全市
的3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市的
31.7%。超润肉鸭全产业链、嘉寓新
能源光伏组件、西商农产品冷链物流
园等5亿元以上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创新能力切实增强。全市 9 个
省首批典型类实质性产学研联盟、16
个技能提升类实质性产学研联盟、3
个省级“揭榜挂帅”科技攻关项目、3
个“带土移植”项目均落地在开发
区。今年新增注册科技型中小企业
63家、“雏鹰”企业14家、“瞪羚”企业
2家，均落户开发区。

引人关注的是，以7个省级开发
区为引领，朝阳市各县（市）区产业特
色初步形成。北票市以一诺环境集团
为龙头，大力发展环保装备制造产业；
凌源市以“两车”（辽宁航天凌河汽车、
一汽凌源汽车制造）为龙头，大力发展
汽车（新能源）及零部件产业；朝阳县

以百盛钛业、华锆新材料等为龙头，大
力发展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建平县
以洪海节能、鸿鑫节能、建强门窗等为
龙头，大力发展新型环保材料产业；喀
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以通美晶体为
龙头，大力发展半导体新材料产业；双
塔区以航天长峰电源和正在推进的山
东威高集团投资的系列项目为龙头，
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和医疗器械产业；
龙城区以微电子科技、加华电子和中
电科53所在建项目等为龙头，大力发
展电子信息产业；朝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以金达钛业、紫光云、琳熙纺织等为
龙头，大力发展有色金属新材料、数字
产业和纺织产业。

与此同时，朝阳市明确了下一步
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完
整、准确、全面把握新发展理念，以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绿色低碳为主
线，以做强做大为目标，以科技创新
为引领，以开放合作为动力，以“一县
一业”为重点，以产业发展为基础，以
项目建设为核心，以优化服务为保
障，各方力量向开发区集中、各种资
源向开发区集聚、各项政策向开发区
倾斜，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
发展，努力把开发区打造成为朝阳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高质量项目承载
区、现代产业集聚区、改革开放示范
区、科技创新核心区。

项目加快集聚 产业不断壮大 功能逐步完善

朝阳7个省级开发区成为经济发展“加速器”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为
推进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
足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大连市日前出
台意见，加快推进现代种业高质量发
展，计划到 2025 年，培育一批“育繁
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形成全国领先
的苹果、大樱桃、牛、刺参、裙带菜、虾
夷扇贝六大名优特色苗种繁育基地。

大连将利用3年时间，全面开展
农作物、畜禽、水产种子种苗资源普
查，有效收集和保护全区珍稀濒危资
源，对古老、珍稀、特有、名优农作物
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
实现应收尽收、应保尽保。落实农业
种质资源登记制度，实现对所有行政

村和养殖场（户）主要养殖种类全覆
盖，确保应登尽登。

依托科研机构和种业企业，结合
种质资源分布情况，大连将统筹布局
种质资源库（圃、场、区），计划建设大
樱桃、苹果、油桃等区域性果树种质资
源圃10个；刺参、虾夷马粪海胆、虾夷
扇贝、裙带菜、红鳍东方鲀、皱纹盘鲍
等海珍品种质资源场10个；大骨鸡、复
州牛等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3个。

坚持市场导向、科技引领、产业
化经营、区域化布局，大连将建设一
批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设施化的
现代种苗生产基地。如建设以瓦房
店市、普兰店区、金普新区为主的果

树繁育种（苗）基地，以庄河市为主的
蚕种、鸡良种繁育基地，以金普新区
为主的奶牛良种繁育基地，以庄河
市、瓦房店市、长海县为主的刺参苗
种繁育基地，以旅顺口区为主的裙带
菜苗种繁育基地等，保证品种不断更
新以及供种安全。

实施优种工程，每年引进国内外
农作物、畜禽、水产新品种50个以上，
进行品种比较试验及生产试种，遴选
出性状优异且在生产中表现良好、优
质高效的品种加以推广。同时，发挥
农业科研机构优势，整合育种资源，
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樱
桃、桃、大白菜、芸豆等农业新品种。

大连还将统筹整合现有各项强
农惠农政策，将种子种苗精选加工、
播种、收获等制种机械纳入农机具购
置补贴范围，对农作物种子、种畜禽
及水产苗种繁育保费予以补贴，鼓励
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种业企业的信
贷支持力度，积极推动土地向制种大
户、农民合作社流转。

按照工作目标，3 年后，大连将
实现年供应优质果树苗木1000万株
以上、蔬菜种苗1 亿株以上、畜禽苗
仔3.5亿头（只）、水产苗种生产能力
500 万立方水体以上；农作物、畜禽
良种覆盖率均达98%以上，农作物种
子质量综合抽检合格率达98%以上。

大连建六大繁育基地发展现代种业
3年后，农作物、畜禽良种覆盖率将达98%以上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8 月
26 日，沈阳市大东区政府与正威国
际集团举行正威大东新动能材料产
业园项目签约仪式。项目总投资
100亿元，将有力推动大东新材料产
业基地建设，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强
大动能。

正威国际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金
属新材料研发生产企业，连续9年跻

身世界 500 强。此次落户大东区的
新动能材料产业园项目，以收购北恒
新材料项目为契机，建设高铁新材
料、高性能铜箔生产和金属及锂电池
行业供应链管理服务中心。下一步，
大东区将不断加深与正威国际集团
的合作，以最优质的营商环境和最高
效的服务保障企业在沈阳落地生根、
开枝散叶。

新动能材料产业园
落户沈阳大东区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8
月 31 日，记者获悉，从今年起，辽阳
市将每年的9月5日设立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日。

去年11月29日，国务院批复同意
辽阳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辽阳
设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将通过全

方位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宣传平台，多
角度、多层次展现辽阳古城的历史文
化，厚植辽阳历史底蕴，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引导和激发市民热爱古城、热爱
家乡的热情和意识，增强群众的自豪
感、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共享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成果。

辽阳设立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