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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记者
8月4日获悉，为加快推进建设沈阳现
代化都市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
企业和消费者排忧解难，沈阳现代化
都市圈各地联手成立检验检测联盟，
构建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产才融合、
实力雄厚的检验检测服务产业集群。

沈阳市现代化都市圈检验检测联
盟是由沈阳市市场监管事务服务中心
牵头，以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
辽阳、铁岭 7城市以及沈抚创新示范
区检验检测机构为主体的公益性非营
利组织，在检验检测领域拥有国家级
和省级实验室 22 个、专业技术人员
1887人、检验检测资质48024项。

为提升联盟的整体活力，各地联
手创新体制机制，建立起联席会议制
度，制定联盟章程，签订框架协议，提
升一体化工作水平。设立产品质量、
计量、特种设备等专业领域职能工作
组，各司其职，推进各领域工作。组
建专家智库，由各地计量、产品质量、

特种设备以及食品药品等检验检测
机构推荐的 155名专家组成，推动人
才配置从“零敲碎打”向“团队式、链
条式”转变。

各地以技术创新与服务创新双
轮驱动，不断提升联盟的服务质效。
其中，在技术能力建设方面，建成省
流量计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新增1052
项检验项目资质，成为省内第一家流
量计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填补了东北
地区流量计质量检验领域的多项空
白。沈阳市将质量基础设施“一站
式”服务向沈阳现代化都市圈辐射，
为鞍山、铁岭、本溪等地提供检验检
测技术服务，满足区域内企业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沈阳市市场
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都市圈检
验检测联盟”的功能模块已完成构
建，全模块展示联盟成员各机构的特
色项目、优势资源以及联盟专家智
库、联盟服务方向等信息，推动检验
检测资源共建共享。

沈阳现代化都市圈
共享检验检测资源

“在浑河大堤迎水坡发现两个
獾子洞，在运粮河背水坡发现一个
獾子洞，如果不及时修复，汛期洪
水冲击大堤，极易造成险情。”

8月 3日中午，在辽阳市辽阳
县唐马寨镇浑河大堤，面对一处
已经堵住的獾子洞，正在巡查的
唐马寨镇防汛负责人艾新朋仍不
放心，认真查看修复后的堤坝填
土是否压实。

唐马寨镇地处辽阳县西南
部，与海城市、台安县接壤，共有
太子河、浑河、运粮河、南沙河 4
条河流流经该镇，堤防总长 59公
里，是辽阳县防汛任务最重的乡
镇。今年的雨情来得早，6月末 7
月初的强降雨使唐马寨镇内涝严
重，加之上游水库泄洪，流经该镇
的洪峰达每秒 1100立方米，致使
河滩地农作物受灾严重。

为加强险工险段的防守，消
除河堤隐患，实现安全度汛，从 7
月 28 日起，唐马寨镇组织境内 4
条河流沿线的 16个行政村，每个
村安排 8人到 10人开展巡堤查险
行动，对 59公里堤防、7处险工险
段开展“拉网式”巡堤查险，清除
迎水坡、背水坡、堤顶、堤脚杂草
及农作物，巡查堤坝是否出现新
裂缝、鼠洞及其他危险状况，争取
不留一处死角、不漏一处险情。

这 3个獾子洞就是村民在巡
查中发现的，每个洞直径有半米，
深不见底，这也是近年来在河堤
第一次发现这么大的动物洞穴，
对大堤构成严重威胁。艾新朋及
时将情况上报辽阳县政府及县水
利局，县水利部门安排专项资金
和技术人员到现场指导。目前，
这 3处安全隐患已排除。

巡查风险点 防汛固大堤
本报记者 许 刚 郑有胜

本报讯 锦州市聚焦优势产业
加快项目谋划、开辟绿色通道加快项
目开工、强化保障服务加快项目建
设，通过抓项目促投资提升产业发
展，今年上半年，工业固投同比增长
48.3%，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年初以来，锦州市工信局项目谋
划专班共谋划工业项目 300个，计划
总投资 685.3 亿元。其中，围绕全市

“6+1+2”重点产业布局谋划项目 220
个，计划总投资 540.5 亿元。信凯实
业年产 1万吨偶氮染颜料建设、希尔
达环保智能制造体系工厂等 13个项
目纳入省 3个万亿级产业基地项目，
计划总投资 133亿元。截至目前，英
东新能源锦州分公司黑山 400MW
风力发电、康泰润滑油年产 5万吨润

滑油添加剂建设等项目正抢抓工期
加紧建设。

锦州协调各部门在重点产业项
目审批工作上增强联动、做好预审、
并联审批，实现“拿地即开工”的审批
模式。上半年，全市建设亿元以上工
业项目同比增加 9个，总投资拉动全
市工业固投增加 50.7 个百分点。其
中，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同比增加 7
个。同时，建立项目推进专班，开展
重点项目和重点招商项目“一对一”
包保服务，举办重点项目投融资路
演，切实解决项目难题。上半年，成
功推进龙宇新材料年产 10万吨高色
牢度功能性有机颜料一期等重大项
目建成投产。

马春晖 本报记者 文继红

锦州上半年工业固投
同比增长48.3%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王铁军报道 8
月2日，本溪市与省气象局举行合作联
席会议和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全面提升
气象事业服务水平。截至目前，本溪市
65个地面气象站全部实现自动化观
测，市级天气智能网格预报全面开通，
24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达90%。

近年来，本溪市把推进气象事业
发展作为全面实施“四大战略”、建设

“五个本溪”的前提需要。在省气象
局的鼎力支持和所属气象工作人员
的一致努力下，本溪市的气象监测、
预报、服务水平明显提升，智慧气象

体系、气象灾害防御体系、生态文明
建设、气象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加强，
于去年率先在全省完成气象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工作。

如今，本溪市已建成市、县、乡、
村四级防灾减灾责任人数据库，343
套农村应急广播系统实现全覆盖；暴
雨（雪）预警准确率达 88%，强对流天
气预警提前 74分钟。特别是以科学
预案和快速反应有效应对了近年来
频发的寒潮、暴雨和暴雪灾害，历史
性地实现了重大灾害性天气预警零
漏报、气象灾害零死亡。

本溪市65个气象站
全部实现自动化观测

伴随我国制造业的崛起，高端轴
承国产替代正在加速。

得益于产品质量的提档升级以
及高端轴承不断研制成功，目前，瓦
轴集团风电轴承、冶金轴承、精密机
床轴承等中高端产品产销两旺，集团
精密技术与制造工业园特大型轴承、

精密轴承等生产线订单饱满，为实现
全年营收指标大幅增长打下了坚实
基础。

图为瓦轴集团填补国内空白的
大兆瓦风机主轴轴承正在装配中。

本报记者 杨丽娟 文
鞠家田 摄

瓦轴替代进口中高端轴承订单
快速增长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位于鞍山市
岫岩满族自治县牧牛镇牧北村山脚
下的辽宁岩海牧业有限公司智能蛋
鸡养殖基地，只见安装了环境控制、
喂料、鸡蛋传送等智能系统的 4栋标
准化鸡棚整齐排列，员工操控着智能
设备，轻松地管养着蛋鸡。

“传统的人工养殖方式下，一个
工人最多能管 5000 只鸡，而我们的
智能化养殖方式让养殖效率实现了
五六倍的提升。现在，8个人就可以
管理 23万只鸡，平均一人轻松养鸡 3
万只不成问题。”辽宁岩海牧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焦龙骄傲地说。

同印象中的养鸡场不同，在岩海
牧业的鸡棚内，不仅没有浓重的养殖
企业特有的味道，而且母鸡住在“别

墅”里、鸡蛋跑在“赛道”上的场景，彻
底颠覆了记者对蛋鸡养殖的传统认
知。随着焦龙的引导，一个现代化的
蛋鸡“智能别墅”展现在眼前：每个养
殖笼舍有上下 5层，每一层都装有自
动给水、喂料设备，蛋鸡产出的蛋自
动滑到传输带上，由自动化集蛋系统
传输、运送；鸡舍内的粪便则由机器
自动清理后，被及时运出。

“所有设备构成一个智能化的
养殖生产系统，工人只需‘一键启
动’，添料、送水、控温、换气、集蛋、
清粪等工作就开始自动运行。”焦龙
说，传统的养殖模式下，工人频繁进
出鸡场，影响蛋鸡的生长发育和产
蛋量不说，还可能带入病菌。而自
动化、智能化的养殖鸡舍，则减少了

人员进出带来的风险，问题也就迎
刃而解了。

智能化养鸡设备的使用，有效提
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企业的竞争
力。但焦龙也深刻认识到，随着消费
者对高品质产品的越发青睐，想要抢
占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通过技术创
新不断提升鸡蛋品质是关键所在。

为此，在岫岩县委组织部的牵线
搭桥下，岩海牧业通过开展校企合
作，成功引进了辽宁大学香菇脚特种
鸡饲料养殖技术，以此不断提升鸡蛋
品质。

“这项技术通俗地讲就是将菇农
家的废弃香菇根回收后，科学配比添
加益生菌，制成特种饲料进行蛋鸡养
殖。这样产出的鸡蛋，所含的溶菌

酶、卵磷脂、卵黄球蛋白等营养物质
均大大高于普通鸡蛋，可起到增强人
体免疫力等效果。”焦龙说，他们的无
抗生态香菇鸡蛋虽然售价高出普通
鸡蛋二三倍，却大受市场欢迎，每天
20万枚鸡蛋日产日清，“我们正在加
紧建设二期工程的另外 4个鸡棚，进
一步满足市场对产品的需求。”

岩海牧业的喜人发展景象，正是
鞍山市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经营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产生成效的一个
缩影。鞍山市将聚焦高效粮食产业
数字化提升、设施蔬菜产业数字化提
升、南果梨特色产业数字化提升等重
点，进一步促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与传统农业融合,推动产业数字赋
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赋能 一人轻松养鸡3万只
本报记者 刘家伟

本报讯 进入汛期以来，鞍
钢集团本钢集团矿业公司干部职
工在抓生产的同时，坚持以雨为
令，紧盯尾矿库、采场等防汛重点
部位，强化防汛措施落实和隐患
排查，全力实现生产防汛两不误。

矿业公司是本钢产品的“源
头活水”，安全防汛、顺利度汛责
任重大。8月3日，记者在矿业公
司看到，干部职工已提早完成采
场排水系统和尾矿库人字沟、截
洪沟的清淤工作，隐患排查整
改、防汛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等
重点工作已布置就绪。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防汛措施已全部
落实到位，防汛队伍训练有素，
汛期应急反应随时待命。

据介绍，进入汛期以来，矿
业公司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相关
部门和单位科学分析汛情形势，
针对重点防汛部位，安排专人加
大检查频次，加强预警，特别是

加强对滑坡点、地质灾害点的检
查预报，认真落实防汛措施，压
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狠抓风险
隐患排查，时刻保持临战状态，
做到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理。

矿业公司各单位把防汛职
责细化落实到作业区、工段、班
组和个人。对防汛重点部位及
重点设施进行系统全面的防汛
安全检查，加强对职工的防汛安
全知识教育。严格做好雨季用
电管理，保障汛期设备及人员全
方位、全流程、全过程安全。加
强防汛值班值宿，严格落实各级
管理人员在岗在位和防汛 24 小
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值班领
导、值班人员、值班车辆“三落
实”。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时
传递气象信息、防汛避险通知，
全力保障汛期职工人身安全和
设备设施安全度汛。

李 雪 本报记者 丛焕宇

本钢矿业生产防汛两不误

“今年雨水大，为应对汛期，玉
米田间生产十分关键。”“真是太感
谢了，这本指南对于我们农民来
说，实在是太及时了！”……8 月 2
日，在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阳宇农
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忠华接过
昌图县农业农村局送来的《昌图县
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指南》（以下简
称《指南》），连连称谢。

7月以来，粮食大县昌图县遭
遇极端暴雨天气，局部地区发生洪

涝，部分农业生产受灾严重。农业
防灾减灾、恢复生产迫在眉睫。按
照昌图县委、县政府关于防汛抗旱
的工作部署，昌图县农业农村局组
织有关专家及时对农业生产形势
做出预判，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防灾
及灾后生产恢复技术预案，以中国
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辽宁省农
业科学院的专家意见为指导，以辽
宁省农业科学院技术为基础形成

《指南》。

根据昌图地区农作物播种的特
点，《指南》列出玉米、花生、水稻、大
豆、薯类作物防灾减灾科学指导预
案，定稿后第一时间通过各乡镇下
发至农民手中。“听说专家给出了指
导意见，我们特别期待。”李忠华表
示，合作社接到《指南》后，已第一时
间组织社员学习应用。

据昌图各地农民反馈，《指南》
给出的涝灾防灾减灾措施十分具
体有效。针对玉米，《指南》提出，

泡水、过水地块土壤养分流失严
重，应结合中耕及时追肥；针对花
生，《指南》建议，无法排水的地块，
可以在积水的地头或中间挖深坑
渗水，尽量减少损失；针对水稻，

《指南》提出，灾后若出现高温强光
照天气，应先保留叶下深水，等植
株稍恢复后，逐步退水、露田、轻
搁，促进根系恢复。目前，昌图各
地农民正按照《指南》给出的意见
逐步恢复田间生产。

“防灾减灾指南来得太及时了”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本报讯 7月30日，丹东海事局
和大连航标处携手完成丹东大东港
5 万吨至 20 万吨航道夏季浮标的调
整和设置工作。至此，丹东沿海 19
座高标准航标布标工作全部完成。

此次新布设的航标在目视效能、
灯器亮度、雷达反射面积、航标智能
化管理水平等方面均得到质的提升，
达到我国沿海北方片区的统一标
准。借助先进的科技信息化航标管
理技术，入夜后，丹东沿海航标灯实
现同步、同频闪烁，为海船船长和港
口引航员指明航路，使夜间航行的船

舶更加安全。
丹东大东港是中国沿海北端第

一个海港，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
北方起点，是我省和东北东部地区重
要的交通枢纽。此次布设航标的导
助航设施是航道建设的主要组成部
分，可以标示出港口口门、进港航道、
浅礁和危险物的位置，使驾驶人员明
确掌握船舶的方位。同时，设备可提
供船舶航行密度、引航距离、船舶尺
度、水文气象条件等信息，更好地保
障船舶通航秩序和通航安全。

王 洋 本报记者 蔡晓华

丹东沿海高标准航标更新完成辽阳县民兵应急连进行堤坝加固演练。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郑有胜、许刚摄 辽阳县唐马寨镇组织村民巡查河堤。

辽阳县公路段抢险人员演练递送沙袋。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我们
近日再次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发
布‘数字孪生体组态技术研究与组态
软件平台关键技术攻关’项目榜单，
寻找合作伙伴，攻关关键技术。”8月4
日，东软集团研究院项目总监葛东告
诉记者，“此项目的研发将填补我国
一站式数字孪生平台的空白，具有广
阔的市场空间。市场化推广后，将降
低全行业数字孪生应用开发成本，引
导和促进数字孪生的创新应用。”

为支持企业攻关突破关键基础
产品和技术，沈阳市近日发布新一批

“揭榜挂帅”榜单，本轮 43 个项目涉

及航空航天、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
9 个领域。沈阳市将按照技术交易
额的 50%，对发榜方给予最高 300万
元资助。

沈阳市持续深化重大科技项目
立项和管理方式改革，围绕结构调整

“三篇大文章”重点产业创新方向，探
索以“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关键
技术攻关，引领产业技术创新。沈阳
市此前分两批发布了 70 个“揭榜挂
帅”项目榜单，累计吸引了国内281家
高校、院所及企业进行对接洽谈，57
个项目成功揭榜。参与揭榜咨询的
单位中，有124家来自北京、上海、江

苏、山东等外埠，占比达44%。
“揭榜挂刷”不仅为企业找到了

合作伙伴，而且对项目实施给予“真
金白银”的支持。据了解，前两批57
个成功揭榜项目，双方签订委托技术
研发合同额共计2.97亿元，而沈阳市
安排专项补助资金就达1.416亿元。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在
开发一种治疗眼底疾病的给药系统
时，眼底精密给药装置设计成为项目
的“卡脖子”技术。“去年4月发榜后，
格雷斯海姆塑胶制品（东莞）有限公
司揭榜，双方合同金额为 630 万元，
沈阳市给予专项补助资金 300 万

元。”项目经理付乐说，“‘揭榜挂帅’
助力公司破解了技术瓶颈，也缓解了
企业的资金紧张问题，目前项目正在
全速推进中。”

“此前的‘揭榜挂帅’项目均在加
速推进，全球化车载信息系统关键技
术研发项目已完成各项关键产品初
始版本的设计及研发，智能网联汽车
车载显示系统功能安全关键技术攻
关项目已完成需求调研、整体技术实
施方案及实施内容设计。”葛东兴奋
地说，“项目建成后，将助力提升国内
汽车电子产品的整体技术水平，降低
对国外产品和技术的依赖。”

沈阳“揭榜挂帅”加速关键技术攻关
新一批榜单发布，对发榜方给予最高300万元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