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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一年一度的秋粮收购
旺季。

往年此时，行走于辽沈大地，各
个粮食收购现场尽是大型运输车辆
往来穿梭、农户们积极售粮的场面。
而今年此刻却情况迥异：售粮农户寥
寥，全省粮食收储进度偏慢。

省粮食和储备局粮食储备处的
最新数据显示，我省目前秋粮收购总
量为325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进度
下降 54%。其中，稻谷收购总量为
115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收购进度
下降17%；玉米收购总量为210万吨，
与去年同期相比收购进度下降63%。

反差之大，源于多重因素叠加。
省粮食和储备局粮食储备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我省秋粮收购初期，
恰逢极端雨雪天气来袭，再加上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粮食批量入市时间
比往年偏晚半个月。从总体来看，我
省稻谷收购价格和进度相对平稳，但
广大玉米种植户因普遍看好未来的
玉米价格走势，捂粮惜售的心态比较
明显。

玉米收购价格创同期新高

铁岭昌图，产粮大县，地处黄金

玉米带，亮中桥镇东兴村是县里典型
的“玉米村”。在村头的丰满源农业
联合社玉米收粮现场，今年显得有些
冷清。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家
家户户的“玉米楼子”里满是金黄。
村党总支书记、丰满源农业联合社理
事长吴艳良坦言，现在的潮粮玉米价
格是每斤1.05元左右，村民都想等一
等，等价格涨上去再卖。

“近年来，部分农户种植水分含
量较高的湿品种，收地后就卖，但我
认为应该将玉米存储一段时间后再
出手。”吴艳良表示，从去年和今年的
情况看，等到元旦前，乃至第二年的
3月至5月再卖，价格可能更好。

秋粮收购旺季，是一个较长的时
间周期，玉米为当年11月1日至次年
4月30日，稻谷为当年11月1日至次
年3月31日。在这个时间段内售粮，
农民有较大的自主权。而等一等价
格更高，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有既往
数据做支撑。

记者从省粮食和储备局得到这
样一组数据：目前，全省玉米干粮收
购平均价格为每斤 1.2元至 1.35元，
去年此时价格为每斤 1.14 元至 1.27
元，而 2019 年此时的价格为每斤
0.85元至0.96元。目前，全省的玉米

收购价格已经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4月5日，也就
是上一轮秋粮收购末期，玉米价格达
到历史峰值——每斤1.65元。

农户捂粮惜售待明年交易

常年和泥土打交道的人，都有自
己的“粮食经”，敏锐且精准，也正因
为有此本领，他们才能捕捉到市场的
脉动，进而抢抓时机，增加种粮的收
益。有了上个秋粮收购期的价格做
对比，再加上今年此时玉米价格已经
创下新高，广大农户对玉米后期价格
的涨势更有信心。

吴艳良表示，这个时候的等，是
有价值的。可别小看那一毛两毛钱
的差距，在产粮大县，真的是“差之毫
厘，谬以千里”。他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以合作社种植的 1000 亩玉米为
例，今年每亩地打1600斤玉米，共计
可入库160万斤玉米，若是一斤玉米
多卖0.1元，那就能多收入16万元。

“囤”粮待高价，也有技术门槛。
若是遭遇发霉变质、虫蛀鼠咬，非但
卖不上高价，更会增加粮食的产后损
失。所以，科学储粮，也是关键。在
东兴村，就自建了烘干塔，科学储粮

有了技术支撑。
粮价高，无疑可提高农民的种粮

积极性。这对于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下游饲料企业“涨”声响起

玉米价格上涨，农户不愿意卖
粮，但下游以玉米为原材料的饲料生
产企业，却要保持正常生产。

在业内人士看来，玉米价格上涨
的影响传导到饲料企业虽然需要一
段时间，但这轮涨价已经开始，且势
在必行，还会持续。

近日，新希望、正邦、正大等饲料
龙头企业相继宣布由于原料成本不
断上涨，为保证产品质量，上调自家
猪、家禽、牛系列饲料产品价格。而
这已经是今年 11 月以来，饲料企业
传来的第三轮涨价通知。

记者走访我省多家饲料生产企
业得知，生产营养较为全面的配合饲
料，60%以上的原料为玉米。而玉米
作为饲料生产企业的大宗原料，通常
是大进大出、囤货不多。广大饲料生
产企业纷纷表示，希望随着时间的推
移，市场上玉米供给能够增多，价格
回落，以减轻企业的成本压力。

价格走高，农户惜售——

秋粮收购缘何旺季不旺
本报记者 李 越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11月
27日，中交一航局承建的大连湾海底
隧道工程完成年内第11个管节——
E12 管节的安装。至此，项目超额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建设速度创多
项纪录。

自 2020年 12月 9日首节沉管安
装成功以来，一年来，项目团队克服
水域施工狭小、临近航道、浅覆盖层
系泊、寒冷条件下水上作业等困难，
开展了全漂浮整平、水下电缆插座等
十几项技术研究，多项技术填补行业
空白。同时，创下 12 个小时浮运安
装单个管节、40天内安装3个管节等
新纪录以及单个公司在同一项目全

年安装管节最多的世界纪录，在我国
首条高纬度寒冷地区沉管隧道实现
了行业建设的新突破。

E12管节安装完成后，隧道海底
段突破 2000 米，沉管安装任务完成
全部 18 个管节的 2/3。大连湾海底
隧道和光明路延伸工程是我省重大
的民生工程，建成后，将为大连新增
一条纵贯南北的快速通道，对于缓解
交通压力、优化城市功能、推动大连
湾两岸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按计划，项目团队将在2022年8月前
完成剩余6个管节的浮运安装，10月
完成最终接头顶推，确保项目如期建
成通车。

大连湾海底隧道建设速度
创多项纪录

连日来，在中国石油锦州石
化公司资源替代转型升级项目
核心装置——100万吨连续重整
装置建设现场，工作人员争分夺
秒地进行设备仪表功能调试、工
艺管道试压、设备管线保温，有

序推进项目收尾工作。
随着北方大范围降温天气

的到来，锦州石化公司进一步加
强冬季安全风险升级管控，全面
强化生产任务安排、关键作业环
节、管理短板和薄弱环节的安全

环保风险和生产受控管理，做实
做细冬防保温工作，通过防冻凝
措施的实施，确保冬季生产安全
平稳运行。

龚晓飞 文
本报特约记者 蔡 壮 摄

锦州石化做细冬防保安全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聚
力建设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自主创新
策源地，我们今年在实现该产品系列
化生产的基础上，产量突破8000吨，
提前完成全年生产任务，为冲刺全年
效益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月
2日，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烯烃
厂聚乙烯车间生产副主任熊国荣说。

辽阳石化分公司围绕做精超高
分子量聚乙烯特色产品，做大做优烯
烃产业链，坚持产销研用一体化，拓
展产品应用领域，推动企业从生产

“基础化学原料”向生产“特色化工新
材料”和高端精细化学品转变，提升
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今年以来，辽阳石化分公司牢固
树立“大平稳出大效益”理念，瞄准装
置运行中的堵点、卡点、难点、薄弱
点，靶向施策、精准发力，不断强化管
理、提升技能、优化操作。岗位员工
认真不间断巡检，做好重点设备三级
动态监测，及时发现装置问题并汇报
整改，实现聚乙烯装置A线全年连续
生产超高产品。

同时，辽阳石化分公司开展深度
优化攻关，严格控制聚合的催化剂进
料量，降低蜡含量、减少活性铝的浓
度，降低三乙基铝的消耗，合理控制
回收的各个参数，保证成品稀释剂含
水量符合指标。

辽阳石化提前完成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生产任务

双眼目视前方，双板与肩同宽，
腰部用力挺住，膝盖微往前倾，双腿
均衡用力……上个周末，在试营业
的辽阳市弓长岭温泉滑雪场，来自
鞍山 9 岁的杨淏一边自如地在雪场
上滑行，一边兴奋地欢笑。

“今年将是滑雪场有史以来游客
人数最多的一年！”11月 28日，看着
雪场上的众多游客，弓长岭温泉滑雪
场总经理田明爽兴奋地说，“北京冬
奥会的热度全面爆发，冰雪运动和冰
雪游太有吸引力了！”

田明爽的手机铃声不时响起，
她跟记者解释说，报名参加寒假冬
令营的团体和个人太多了，距离寒
假还有一个多月时间，目前报名参
加冬令营的已超过 500 人，是去年
的近 3倍。

在一楼服务大厅，本溪一所小学
的几名家长正详细地询问着冬令营
相关情况。家长杨斌说，由于北京冬

奥会的原因，冰雪运动在我国不断升
温，在冬季户外进行冰雪运动是孩子
最理想的过寒假方式。

弓长岭温泉滑雪场是我省高
山 滑 雪 专 业 赛 事 的 主 要 承 办 场
地。今年得益于前两场降雪较早，
试营业提前了整整半个月，游客最
多的一个双休日，滑雪场接待游客
近 4000人。

指着滑雪场大门入口处严格查
验行程码和进行测温的工作人员，
田明爽自信地对记者说，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今冬，滑雪人数有
望突破往年，成为有史以来游客最
多的一年。

由北京冬奥会拉动的冰雪运动
及冰雪游热潮，不仅使滑雪场热力十
足，在弓长岭当地的一些温泉洗浴及
餐饮场所，也不断重现久违的热闹。
一个令人充满期待的“金山银山”冰
雪季开启了。

冬奥氛围搅热弓长岭冰雪游
本报记者 许 刚

11 月 29 日，大连中远海运重工
有限公司采购的一批海上浮动式加
工储油平台模块设备在大连港湾海
关的监管下顺利通关，企业节省了
超过4天的工期和100余万元的二次
吊装费用。

这批模块设备价值 5157 万美
元，重 3780 吨，总体积达 3.9 万立方
米，是今年该公司购买的价值最
高、体积最大、通关难度最复杂的

设备。
大连港湾海关了解到相关情况

后，迅速组织人员指导企业开展“过
驳直取”便捷验放模式，通关放行后，
模块设备不下船，直接吊装到企业母
船上，最大限度地节省了企业的调运
时间，也避免了货物因二次吊装产生
的货损风险。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文
任虹源 摄

快速验放巨型设备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登
录鞍山市政务服务网，填好表格，再
把所需材料传到‘一网通办’系统，整
个过程也就用了半个小时，第二天执
照就拿到手了。”12月1日，海城西柳
佳鑫衣品服装商行老板高迎手拿刚
刚领取的营业执照，难掩喜悦之情，

“能成为鞍山市第30万个市场主体，
对我们商行来说是一种幸运，增强了
我们创业的信心。”

记者从鞍山市获悉，截至 11 月
30 日，鞍山市各类市场主体总数达
300727户，突破30万户大关，总量稳

居全省第三。
从2018年年初市场主体突破20

万户，到如今突破30万户，特别是今
年以来，鞍山市场主体增幅始终名列
全省前茅，市场活力充分释放的背
后，是鞍山市坚持以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为目标，全力打造“办事方便、
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宜居”
营商环境所做的不懈努力。

今年以来，鞍山市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聚焦政务环境、法治
环境、市场环境、制度环境、体系环
境，出台涵盖 174 项重点任务的《鞍

山市深化“放管服”改革行动方案》。
其中，全面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覆
盖，在更大范围和更多行业推动照后
减证和简化审批，为企业快速入市、
加速发展提供支持，促进更多市场主
体“生得下、长得大、活得好”。

为强力推进“一网通办”，鞍山市
完成了全市12个自建系统与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整合对接，实现单
点登录、统一受理、统一办结，全市依
申请政务服务事项网上申报率达
93.56%，跃居全省第一。同时，制作
电子证照160种、电子印章724个，电

子印章签章达114万次。
鞍山市还梳理形成了市、县两级

“一次不用跑”“最多跑一次”“全市通
办”事项清单。其中，市级 539 项事
项实现“一次不用跑”，119项事项做
到“最多跑一次”。同时，以“一件事
一次办”为切入点和突破口，聚焦个
人出生、入学、就业、创业、退休等全
生命周期办事需求，打造“一件事一
次办”系列精品工程，实现“一表申
请、一套材料、一网通办、一窗受理、
一次办好”，推动政务服务效率和企
业、群众获得感提升。

鞍山市场主体总量突破30万户
4年间增长50%，总量稳居全省第三

“本来以为得去车管所办呢，距
离远不说，碰上人多还得排队。这下
好了，到咱家附近的派出所一下就给
办好了。”

北票市哈尔脑乡村民李大姐说
的“一下就办好了”的是啥事呢？补
换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在哪办的
呢？哈尔脑派出所公安综合服务室。

李大姐可是个大忙人，不仅家里
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家外面也有
好多事儿，可是合格证必须及时更
换。当了解到派出所就能办交警业
务时，她第一时间就来到综合服务室
询问，民警将相关资料审核完，很快
就办妥了。

让李大姐点赞的“综合服务室”，

是朝阳市公安局创新推出的一项便
民服务举措。朝阳市公安局围绕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开动脑筋、
积极创新。去年8月以来，在全市建
设公安综合服务室156个、社区警务
室综合服务窗口 6 个，整合下放治
安、户政、交警、出入境等9个警种86
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权限。

综合服务室建设之初，朝阳市公
安局在市区 7 个直属分局及 5 个县
（市）局确定14个公安综合服务室作为
试点单位，并通过微博、微信等对服务

事项进行宣传，试点运行正常后，在全
市全面开通，积极延伸公安服务触角，
覆盖了朝阳全市的乡镇街道。

一个小小的综合服务室，实现了
由“一事跑多窗”向“一窗办多事”的
转变，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高效
办理各类公安政务服务事项。截至
目前，综合服务室共办理交警业务
40250 件、治安业务 3604 件、保安业
务13件、网安业务3件、社区居住证
业务2921件、禁毒业务159件、出入
境业务19件。

小小综合服务室 一窗能办多件事
本报记者 王海涛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为
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行
为，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丹
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面推行使
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
范文本）》的同时，对合同违法行为开
展集中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共检查
校外培训机构126家，未发现利用不
公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合
同违法行为。

今年以来，丹东市市场监管部门
将全面推广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
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作为规范校外

培训机构监督检查、日常管理的重点
工作，通过实地检查、现场抽查、电话
回访等方式，对全地区面向中小学生
的校外培训机构合同使用情况进行
全面清查，摸清底数，积极引导校外
培训双方使用培训合同，按照合同履
行权责义务。

同时，对校外培训机构利用不公
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合同违
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规范校外培训
机构使用合同行为，化解校外培训合
同纠纷，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校外培训行为规范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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