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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在
本溪市，除了市本级的本溪高新园区
外，其他6个县区各有一个大规模产
业园区。以前，这些产业园区要办理
审批事宜，需要频繁奔波于各职能部
门之间。为彻底解决园区跑腿、磨嘴
等办事难问题，今年，本溪市在进行
新一轮简政放权时，除紧箍咒、松手
脚，下放权力给园区，真正做到园区
的事情园区定。

从去年开始，本溪市便按照省里
“放管服”政策要求，结合实际开展了

新一轮简政放权。今年年初，本溪市
在全市各县区展开摸底调查，广泛征
求各县区及各产业园区的意见，初步
明确了各县区及产业园区“要什么权
力”的诉求。本溪市营商环境建设局
围绕汇总上来的诉求，下足筛选甄别
的功夫，或合并同类项，或具体问题
具体解决，尽最大可能为园区除紧箍
咒、松手脚。为确保简政放权有法可
依，本溪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将拟下放
的权力交由本溪市司法局把关审验
后，于今年3月通过本溪市政府向全

社会公布。
市 里 放 权 ，为 各 县 区 园 区 赋

权，关键在于让权力放得下、放得
准、落得实。本溪市要求，不能将
权力一放了之，而是要持续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县区承接部门要及时
与市里沟通，将放下去的权力落实
到位。在第一轮下放 3416 项权力
后，本溪市对历年来的简政放权事
项进行重新梳理，并组织人力编制
了《本溪市政府服务事项目录》，对
事项名称、变化等，在文件上和实
际操作中重新做了赋权，形成条分
缕析的清单。

本溪市真正做到应放尽放，并适
时作出权力微调和权力回收。对于

“环评”“农评”“安评”事项，本溪市在
新一轮简政放权时及时将放下去的
权力收回。对各县区反映的因技术
原因承接不了的权力事项，本溪市也
将适时收回市里统管。

经 过 简 政 放 权 ，本 溪 市 共 取
消、下放、调整市级行政职能 3416
项。赋予本溪高新区及各县（区）
产业园区 670 项，全面理顺了政府
和市场之间、市县（区）两级政府之
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有效
减少了不必要的审批，基本解决了
部门之间职权不清的问题。放开
手脚的七大产业园区均能搭自己
的班子、谋发展的路子，做到园区
的事情园区办。

本溪简政放权实现“园区的事情园区定”
目前全市共取消、下放、调整市级行政职能3416项

为迎接5G网络时代，辽宁津达线缆有限公
司引进国内最先进的网线设备，开发出六类网
线、超六类网线、七类网线等新型产品，现已正

式投入生产。
新产品刚投产就引来订单不断，企业在扩

大产品品类的同时，赢得了新的市场。今年前

３季度，企业销售额达8亿元，提前两个月完成
全年的销售计划。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开发新品拓市场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11
月 8 日，记者从大连市获悉，作为推
进未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一项新
举措，大连市将着手在金普新区三十
里堡现代物流园区，高起点、高标准
规划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大连现代
农业中心。

项目总规划面积达2平方公里，
建设内容包括农产品批发市场、高标
冷库、食品精深加工中心、分拨中心、
种业交易中心、海产品幼苗及海珍品
交易中心、理货中心、中央厨房、供应
链服务平台、食品安全检测中心、电
子商务中心等。

按照“数字化+现代农业、现代
流通、现代加工、现代服务”的思路和
发展方式，大连市通过构建“买全国、
卖全国”农产品商贸流通新格局，把
大连现代农业中心建成“立足大连、

辐射东北、服务全国、联动东北亚”的
智慧化、综合性交易中心，着力推进
农产品批发市场转型，打造国内领先
的湾区型农产品（食品）现代城。

据介绍，在项目功能上，一方面
将促进国内农产品（食品）北品南下、
南品北上、西品东流、东品西流以及
国内农产品（食品）内品外销、国际农
产品（食品）外品内销，打造国际国内
双循环格局下的农产品（食品）大流
通体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集品牌
化、线上化、高端化、差异化、轻食化
于一身的现代食品工业，构建湾区带
动型的食品工业体系，打造高端食品
加工和现代营销新引擎。同时，聚焦
产城融合、生态宜居和高品质公共服
务资源配置，构建湾区集聚型服务体
系，打造宜居宜业、一二三产融合、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现代新城。

大连规划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
现代农业中心

入驻“供销有约”数字平台，凌源
市的李雯静不仅实现了创业梦想，还
拥有了十多万粉丝。

今年以来，凌源市供销联社与妇
联联手，搭建“智慧供销—供销有约”
数字化惠民平台。平台以凌源市和
周边区域200多家连锁店为依托，让
农民足不出户即可购买到中意的商
品，实现了供销惠民支付、多商户入
驻开店、线下实体店惠民支付、线上
订单实时结算等目标。

赵凤丽是三家子乡天盛号村数字
化供销平台连锁店负责人。她说，在

“供销有约”数字平台，消费者可以像
进入淘宝等网购平台一样，挑选商品、
线上支付，然后实现就近配送。一大
批“供销有约”入驻商户通过线下供销

连锁店和“供销有约”惠民平台的厂家
直供模式，实现了经营飘红。

李雯静入驻“供销有约”数字平
台后，还创办了实体店。通过线上线
下销售，销售额达300余万元。前不
久，李雯静组织了一个“讲师团”，深
入农村集市、“供销有约”连锁店进行
讲解，并试着进行直播带货，眼下已
拥有十多万粉丝。

以数字为纽带，数字供销聚集了
一大批创业妇女。目前，已建成的200
多家连锁店中，女性负责人占一半以
上，从业者中 80%为经过培训的女
性。今明两年，通过“建设数字平台
惠民+供销连锁惠民+乡镇供销惠
民”三大服务体系，凌源数字供销体
系将覆盖50万人。

“供销有约”成百姓创业大舞台
本报记者 王海涛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者
获悉，截至10月25日，大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已组织11家
金融服务机构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32 笔，质押
贷款金额达10.34亿元。

今年以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知识产权局）统筹推进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全面提升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
平。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制度
机制，出台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
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知识产

权质押贷款贴息按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给予贴息。
定期召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银企对
接会，搭建银企对接桥梁。设立商
标质押登记窗口，并积极协调国家
知识产权局沈阳代办处在大连设立
专利质押登记窗口。

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机
制。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成为东北地区首家整合版权、专
利、商标交易的综合知识产权交易
中心，通过扩大知识产权交易规模，
促进知识产权要素市场化配置，服

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成立知识
产权金融服务与创新发展联盟，构
建专业化、一体化的知识产权金融
服务体系。

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
管理和风险管理机制。在大连金
普新区、高新园区设立总规模 3200
万元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
偿基金。引进中金浩、东鹏、中都
国脉、国曦英泰等评估机构，为企
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提供服务。
对进入成熟期的科创企业，提供引
资、IPO综合、营销顾问等专项产品

服务，为企业登陆资本二级市场提
供支持。

同时，打造一支知识产权金融
服务专利人才队伍。以政府购买
服务的形式，委托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开展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人才培
训，针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
专利质押登记办理和审查等方面
讲解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及相关业
务；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概念、业
务开展现状、质押贷款难题与解决
方法等方面教授知识产权科技金
融课程。

全面提升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

大连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额突破10亿元

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忙碌；
地头，三五村民一边剥花生一边唠家
常，手里的活儿一点不耽误……秋收
时节，在沈阳市辽中区满都户镇前鸭
鸡房村，丰收的喜悦在田间地头、房
前屋后流淌，盘算今年的收成，村民
们心里都乐开了花。

记者 11 月 6 日获悉，经过多年
的努力，前鸭鸡房村种植的经济作
物“白沙 308”花生终获成功。今
年，全村花生种植面积达 6000 余
亩，和之前种植玉米相比，户均增
收1.2万元。

以前，前鸭鸡房村村民一直以
种植玉米为主，由于耕地多为沙质
土地，农作物产量偏低，农民收入微
少。为改变这种困境，在满都户镇
党委的带领下，村“两委”班子四处
学习“取经”，寻找适合沙质土地种
植的农作物品种，积极引导农民将
种植传统玉米转为种植经济效益更
高的花生，前后共投资 150 余万元，
修建机电井 136 口，想方设法提高
亩产效益。

“我们家原来是贫困户，老伴儿
常年卧床，我一个人种玉米，收入

差，前几年连给老伴儿看病都拿不
出钱。多亏了国家政策好，不仅帮
助我们看病，还帮着翻修了房子，日
子渐渐有了起色。”村民张荣娟说，

“村党支部书记还带着我们改种花
生，现在收成好了，收入也多了，全
家人的生活更有奔头了！”

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的同时，全村
还成立了辽宁联军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每年经济效益达40万元，更好地
巩固了村集体经济。

有了丰厚的家底，“家”也得拾掇
拾掇。为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提升

村容村貌，村里修建了垃圾投放点，
每天安排专人清理；对村委会、村口
巷道、主要道路两旁的杂草杂物、生
活垃圾进行彻底清理；新建了文化广
场，为村民跳舞、下棋、扭秧歌及开展
各类比赛活动创造了良好条件，丰富
了大家的业余生活。

眼下，前鸭鸡房村找到了带领村
民增收致富再上新台阶的路径：依托

“互联网+农业”模式，打造面向农副
产品的电商平台，加快发展电商经
济，让前鸭鸡房村遍地“生花”的花
生搭上新经济的快车。

小小落花生 致富有“钱”景
本报记者 金晓玲

11月6日下午，随着最后一节钢
箱梁吊装成功，锦州市广州街跨小凌
河特大桥主跨钢箱梁顺利合龙，标志
着大桥施工全面进入倒计时阶段，为
实现特大桥如期通车提供了强有力
保障。

锦州市广州街跨小凌河特大桥
工程是丰富城市路网、缓解南北交通

压力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全长
1411米，分为21个节段。

钢箱梁合龙贯通后，大桥将全面
转入缆索系统安装、桥面铺装施工、
交通安全设施安装等后续工程施工，
其中桥梁缆索安装计划于今年年底
前完成，确保大桥在明年“十一”如期
竣工通车。 本报记者 崔 治 摄

锦州市广州街跨小凌河特大桥
钢箱梁顺利合龙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近
日，鞍钢股份与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核工
院”）在上海签订“国和一号”产业链
联盟共建协议，双方将联合开展核电
设备 100%国产化攻关，携手提升我
国非能动核电现代产业链的安全性、
创新性、经济性及竞争力，实现产业
链自立自强。

“国和一号”是我国16个重大科
技专项之一，代表着当今世界三代核
电技术的先进水平，是中国核电技术
研发和产业创新的最新成果。今年
10月21日至27日，“国和一号”成功
亮相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按照协议，双方将在核电板材研

发、生产、标准制定等方面进一步加
强合作，全面解决工程设备国产化、
自主化过程中的关键材料问题，定期
开展业务交流，促进双方技术、质量、
成本及进度的优化改进，努力实现产
业链100%自主可控。

据鞍钢股份相关负责人介绍，作
为首家加入“国和一号”产业链联盟
的钢铁企业，鞍钢股份将全力支持

“国和一号”产业链联盟发展，更好地
发挥鞍钢的核电用钢研发与创新优
势，努力将鞍钢打造成为国内“先进
核电用钢原创技术策源地”，成为新
一代核电用钢标准的制定者和先进
材料制造商，引领行业发展，为实现

“钢铁强国”贡献力量。

鞍钢股份与上海核工院签订
“国和一号”产业链联盟共建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