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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6月15
日，在锦州市绕城公路工程建设项
目现场，挖掘机挥舞着机械臂，运输
车辆来回穿梭，建筑工人在紧张施
工……总长 60.7 千米的绕城公路是
今年锦州市全力推进738个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之一，这些项目的总投资额
达1616.1亿元。

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支撑，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先
导性作用。今年，锦州市紧抓重大政
策机遇，围绕落实国家战略和辽西中
心城市建设等做深做实基础设施建
设工作。正在施工的锦州市绕城公
路沿市区外围环状走行，连接多条干
线公路和市区道路，对优化锦州市路
网结构，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改善人
民群众生活品质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同时，它将锦州北站、锦州南站、
锦州港、锦州湾机场等物流节点有效
衔接，对促进锦州市提升多式联运物
流功能、扩大东北陆海新通道辐射效
应、加速辽西中心城市建设具有更加
深远的意义。

738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
锦州港航道改扩建工程、二道河滨
河路建设工程和锦州英东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 500 兆瓦风力发电项
目等，可划分为耕地质量提升、粮食生
产能力保障、能源保障能力提升、科技
引领创新、数字锦州等十五大工程项
目。对这些项目，锦州市做好分类排

序，统筹调配资金、土地等要素资源，
成立项目推进工作专班，实行专班专
责组织推进，落实项目建设责任制，
每一个建设任务都要确定具体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出现问题坚决严肃追
究问责。

项目建设中，锦州市盯紧环节、
打通堵点、保证进度，统筹协调各地
区各部门全力为项目提供优质高效
服务。在项目程序审批、施工工期、
工程验收等关键环节上，锦州市加快
节奏、有序运作，抢时间、赶工期、提

效率。同时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
规划、高质量施工、高水平管理，强化
项目全过程管理、全周期服务，加强工
作协调形成合力，竭尽全力为企业排
忧解难，尽心尽力推动项目加快建设，
确保项目早日建成运营。

1600多亿元投资筑牢锦州发展根基
738个基建项目涉及能源保障、科技创新、数字城市等多方面 本报讯 近日，在锦州港码头，

一船来自菲律宾的5.44万吨进口镍
矿在锦州海关关员的监管下，从货
轮直接卸装至企业的运输车辆上，
通过“船边直提”监管模式迅速提
离，完成进口货物的车船直取。

“船边直提”是以进口货物向海
关“提前申报”为基础，企业充分利
用货物在途运输时间办理报关申
报、单证审核、税款缴纳等通关手
续，进境船舶抵港后，无须海关查验
货物即可放行，实现企业车辆从船
边直接接卸、提货。锦州新僡物流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锦州
海关推行“船边直提”监管模式，使
进口货物放行时间由原来的3天至
4 天缩短至两个小时，大幅降低了
企业的物流成本，切实将改革红利
的获得感送进了企业的“心坎”。

锦州海关深入分析研判当前国
际贸易形势，认真倾听企业诉求，着

力解决企业在通关环节的难点、痛
点、堵点，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推行“船边直提”监管模式，这是海
关落实“放管服”改革、促进外贸保
稳提质的又一创新尝试。相比传统
监管模式，一方面，企业可以提前制
订提货计划，有更充裕的时间安排车
辆进港，提高了车辆的使用效率，通
过提前申报就能实现货物从货轮到
企业的无缝衔接，大大压缩了提货时
间；另一方面，免去了进口货物在港
区堆存和多次吊卸环节，在压缩企业
物流成本的同时，降低了船舶在港滞
留时间，大大缓解了锦州港外贸泊位
周转压力和货物堆场库存压力。

今年以来，锦州海关采用“船边
直提”模式快速验放进口镍矿共计
49批次62.61万吨，货值3.25亿元，
平均每批货物节省整体通关时间超
70小时。

孙皓然 本报记者 文继红

“船边直提”跑出通关“加速度”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近
日，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泰
国金池工业园鲁班工坊产学研基地

“云揭牌”仪式在中泰两地同步举行。
这是辽宁省乃至东北地区在泰国建立
的首个鲁班工坊，也是东北地区职业
院校中首个以石化行业为背景建立的
海外产学研基地。鲁班工坊以职业教
育和职业培训的国际交流合作为载
体，培养当地熟悉中国技术、中国产品
和中国品牌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打造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

此次在泰国设立的鲁班工坊，是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同中教国际
教育交流中心、泰国金池工业园、泰
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中部第三
区职业教育中心合作办学的一项成
果，是在建立“中泰石化国际学院”
开展学历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推进
开放办学、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

又一举措。鲁班工坊定位于“立足石
油行业，突出化工特色，服务中资企
业，展示职教风采”，通过与中资企业
和泰方职业院校对接，开展学历教
育、订单式培养、实习实训等项目。

“学院将依托辽宁原字号工业
板块，立足石油化工行业优势，走开
放办学道路，努力打造具有石化特
色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新品牌。”学
院党委书记李洪军表示。为推进国
际产学研用深度合作，辽宁石化职业
技术学院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将国际交流工作列入学院整体发展
规划，着力构建校企协同育人、产教
深度融合的职业教育“走出去”办学
模式，2020年12月，在泰国成立了海
外分校暨“中泰石化国际学院”，向国
外展现和输出中国职业教育理念和
教育标准，为我国石化企业开发海外
市场提供人才培养的先行服务。

鲁班工坊产学研基地“云揭牌”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近
日，我省公布第五批省级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入选名单，总计 7 镇 19
村，锦州市有2镇10村位列其中。

义县义州镇、黑山县新立屯镇
入选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北镇市
正安镇马市村、北镇市罗罗堡镇康
屯村、北镇市常兴店镇观军场村史
家村（屯）、北镇市富屯街道台子沟
村、黑山县英城子乡北五台子村、凌
海市温滴楼镇大茂堡村、凌海市班
吉塔镇杂木林子村、凌海市班吉塔

镇班吉塔村、凌海市石山镇石南村、
凌海市翠岩镇牤牛屯村入选省级

“历史文化名村”。
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遗

产，对延续历史文脉、推动城乡建设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锦州市积极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及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
的认定工作，逐步形成了由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历史文化街
区、历史建筑构成的“点线面”联动
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2镇10村入选
第五批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近日，辽宁省第十七届群星奖评
选结果公示结束，由锦州市群众艺术
馆（锦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独立创作、排演的6个原创节目，歌曲

《星空对话》《人民江山》、舞蹈《剪花》《黑
土情》、西城派东北大鼓《奇缘》、相声

《商机无限》获省文化艺术政府奖——

辽宁省第十七届群星奖，并经省专家评
审、推荐，6个节目均将代表辽宁省参加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第十九届群星奖
复赛。获奖节目数量、受推荐参加全国
群星奖复赛节目数量均位列全省第
一。图为东北大鼓《奇缘》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崔 治 摄

6个原创节目获省群星奖

锦州脚步JIAOBU

图说 TUSHUO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6月15
日，锦州希尔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车间里工人熟练地操作着机器，一件
件汽车内饰从生产线鱼贯而出。“公
司现在运行形势良好，多亏锦州市
政府帮忙，现在 3000 万元的政府补
贴贷款正在办理之中，这笔资金将
很大程度解决我们企业遇到的困
难。”该公司综合部部长赵慧敏对记
者说。

锦州希尔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从事汽车内饰件的设计开发与制
造，为一汽大众（奥迪、帕萨特 B6）、
华晨宝马、华晨金杯、一汽丰田等国
内外品牌汽车厂专业制造门板、手

套箱、茶杯托架、烟灰缸、汽车整车
密封条等汽车内饰件。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公司在资金和改造等方
面遇到了困难。“锦州市有关部门的
工作人员主动上门，热情周到帮我
们解决难题。”赵慧敏介绍，今年该
企业投入了大笔资金进行数字化车
间改造，在申报过程中，锦州市工信
局从专业角度对企业的申报进行支
持，并最终获得省工信厅的认可，获
得项目资金补贴名额。今年5月，锦
州市人社局为企业进行稳岗返还，
缓解了资金压力。

为了助力企业平稳渡过难关，
今年锦州市立足产业链供应链发

展，充分调动各方积极因素，强化金
融要素供给，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
助企纾困政策措施，全力稳定经济
发展基本盘。指导市、县两级政府
共同出资与有关银行、担保机构合
作，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能，支持工
业企业发展。锦州市工信局开展担
保进企业行动，带领担保集团和银
行机构进企业，开展一对一服务，一
季度完成工业企业担保 22 笔，担保
额度实现1.99亿元。

锦州市汇总相关信息形成惠企
政策包，通过多种方式广泛推送给
企业，尤其是采取点对点方式精准
推送给适用企业。深入企业开展现

场培训指导，推动政策和资金直送、
直办、直达、快办，对企业提出的困
难和问题，深入研究解决措施，切实
打通惠企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同时，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协调互
动，切实把脉融资难题症结所在，全
力打通关键节点。全市各金融机构
上下联动，创新金融产品，为全市稳
增长、调结构、保就业提供有力的金
融支撑，充分发挥金融输血功能，切
实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如今，锦州正进一步梳理、丰富
“企业白名单库”，加大向金融机构
推介力度，一事一议、一企一议，精
准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锦州市强化金融要素供给助企纾困

近日，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非遗传
承基地正式启用。崭新的传承基地展出
了锦州地区35项国家级、省级、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物。同时，西城派
东北大鼓、辽西木偶戏、陈派评书、锦州

太平鼓、京评剧表演艺术、少北拳等七个
项目在传承基地进行现场展演。非遗传
承基地开门迎客，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

岳奕红 本报记者 崔 治

非遗传承基地开门迎客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近日，
锦州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助企纾
困和民生保障工作的通知》。社会保
险降费缓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支
持企业开展就业见习、支持工程建设
领域企业差异化缴存工资保证金等
11条惠企利民保障政策措施正在锦
州精准落地，迅速见效，稳定了就业
形势。

今年年初以来，锦州市为各类市
场主体降低失业保险费近5000余万
元，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助力企业
恢复生产，提振信心。同时继续实施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全面推行
稳岗返还“免申即享”，实现企业免跑

腿、免材料、免申报。目前已审核第
一批符合享受“免申即享”条件的企
业3659户，其中中小微企业3588户，
拨付资金4440万元，稳定岗位10.7万
个。目前，第二批免申、申请审核工
作也正在同步进行。

锦州市组织开展“锦州市青年见
习岗位拓展行动”，支持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政府投资项目、科研项目、
城乡社区等设立见习岗位。继续面
向2023届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开发
院校类见习岗位。通过全额核定见
习补贴、预拨见习补贴、预拨社保补
贴等措施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
一步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增强岗

位实践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促进
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截至目前，已征
集584个见习岗位，完成全年募集岗
位指标的44.9%。

锦州市对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实施差异化管理。积极
推进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差异化缴存”和

“工资保证金替代机制”。对连续三年未
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诚信企业，
给予免缴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优惠政策；
对发生严重拖欠工资行为的失信企业，
适当提高缴存比例；鼓励企业用银行保
函和保险保函替代现金缴纳。今年已有
18家企业用保函替代现金缴纳农民工保
证金，为企业减负1728万元。

锦州市阶段性提高失业保险金
标准。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
本人累计缴费满1年不足10年的，按
照锦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的90%执行；
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累
计缴费满10年及以上的，按照锦州市
最低工资标准的 95%执行。年初以
来已累计为5350人发放失业金，涉及
金额 2854.5 万元。同时加大失业人
员相关民生保障工作。延续实施领
取失业金期间失业人员自主创业一
次性领取剩余失业保险金政策至
2022年12月31日。延续受理失业补
助金申领期限，如今已经受理232人，
涉及资金48.85万元。

11条惠企利民措施稳就业

锦州印象YINXIANG

锦州港航道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崔 治 摄

非遗传承基地的工作人员介绍非遗项目。

非遗传承人为小朋友展示非遗技艺。

市民体验非遗文化。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崔 治 摄

本报讯 近日，锦州市出台了
一系列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
策，帮助受疫情影响的缴存单位和
缴存职工解决困难、缓解压力。

在缴存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的企业向公积金中心提出申
请，可缓缴住房公积金。缓缴期间，
视同正常、连续缴存，职工提取住房
公积金和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不受影响。缓缴期限为2022年
6月至12月，补缴期限为2023年1月
31日前。在信贷方面，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的企业职工，不能正常偿
还住房贷款的，可向公积金中心提
出申请，不作逾期处理，不计罚息，
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信部门。借
款人于2023年1月归还全部应还未
还的贷款本息，并按照借款合同约

定正常履行还款义务。
已经发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可向公积金中
心提出申请，以住房公积金账户余
额偿还每月住房贷款本息。为改善
居住条件，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
委托贷款购买普通自住住房的最低
首付比例，由40%降低至30%（交易
房房龄在20年之内的，最低贷款首
付比例为30%）。在提取方面，提高
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职工家
庭在锦州市行政区域内无自有住房
且租住商品住房，提取限额由每人
每月1200元提高至1400元，年最高
提取额由14400元调整至16800元。
上述政策实施时限暂定为2022年6
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张 鹏 本报记者 崔 治

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