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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建立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
议制度，打造上下联动、横向协同、
跨系统贯通的个体工商户发展工
作机制，合力助推个体工商户健康
发展……10月26日，记者获悉，今
年前三季度，辽阳市新增个体工商
户 11707 户，同比增长 17.38%，增
幅列全省首位。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特别是激发占市场
主体 75%以上的个体工商户的活
力，辽阳市建立了由辽阳市市场
监管局牵头、辽阳市发改委等 12
家成员单位组成的辽阳市扶持
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7 个县（市）区同步建立县级扶持
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各部门并联推动的高效工
作体系。

为健全长效机制，辽阳先后
制定印发《辽阳市扶持个体工商
户发展联席会议工作规则》《辽
阳市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
会议 2022 年工作要点》《辽阳市
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
2022 年度目标任务落实推进表》
等，形成部门合力，保障项目有
序落实。同时，组织调研走访，
开展走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活
动，推动解决政策普及、信用修
复等问题，共走访个体工商户
902户。

此外，辽阳市还开展“个体工
商户服务月”活动，围绕“送服务、
办实事、促发展”主题，广泛宣传解
读辽阳市委、市政府和各领域出台
的惠及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普
惠金融、房租减免、创业就业等优
惠政策。

辽阳前三季度
新增个体工商户11707户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真
没想到能如此快捷地把营业执照拿到
手，我们为鞍山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
点赞！”10月26日，谈起在鞍山设立企
业登记的经历，鞍山华润燃气有限公
司办公室负责人巴超满口称赞。

鞍山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由鞍山市
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润成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是鞍山市
招商引资重点引进的项目。当这家企
业的委托人到鞍山市营商局（市审批
局）咨询设立登记事宜时，企业登记科

面对申请材料复杂、时间紧、任务重的
状况，立即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针
对企业申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堵点问
题，鞍山市营商局专门召开重点审批
事项专业审查会予以解决。企业正式
申请设立登记时，工作人员开启绿色
通道，当即将营业执照发放到委托人
手中。高效的服务，增强了企业在鞍
山发展壮大的信心。

为全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为稳
投资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以来，
鞍山市通过采取做实“项目管家”分级

分类包保制度、打通项目审批绿色通
道、开展攻坚手续专项办理等措施，全
力创优服务，积极加快招引项目的落
地建设速度。

鞍山市积极做实“项目管家”分级
分类包保制度，对总投资 39.8亿元的
五矿陈台沟铁矿采选工程等 32 个重
点项目实施市级领导包保推进，其余
5000万元以上项目由县区领导包保，
全力实现项目建设“推着企业走、帮着
企业办、带着企业干”。

“总投资20亿元的江苏帅龙集团

（辽宁布顿）特种金属制品生产基地项
目从企业开办到竣工投产，鞍山市实
行专人、专班、专管的‘一对一’精准服
务。经过34天的全力推进，项目不仅
创造了鞍山无容缺办理施工许可证的
新纪录，更为企业节约了大量人力成
本和办理时间。”鞍山市发展和改革委
重点项目推进办公室主任李华说。

今年前三季度，鞍山市固定资产投
资实现连续5个月保持增长的良好态
势。其中，城建类项目同比增长21.3%，
工业“四改”类项目同比增长66%。

做实包保制度 打通绿色通道 开展专项办理

鞍山创优服务助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10月26日，大连港长兴岛10万吨级原油码头
顺利通过口岸开放验收，正式对外启用。

该项目由辽港集团与大连长兴岛经济区管理
委员会合资组建的大连长兴岛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项目位于大连长兴岛北岸作业区北港
区东防波堤内侧水域，码头长334米，采用蝶形布
置，设有6个系缆墩、2个靠船墩及1个工作平台，配

套建设港池以及供电照明、给排水、消防、通信、自
控、采暖、助航、附属土建工程等设施，设计年通过能
力794万吨，可靠泊1万至10万吨级船舶。

该项目与30万吨级原油码头及原油库区形成
一体化原油储运设施系统，既可为东北地区及环渤
海的石化企业、山东地炼、西中岛石化产业园区、松
木岛石化产业园及长兴岛临港石化企业提供海上

原油（燃料油）接卸及中转服务，又可为国内外大客
户提供保税仓储、保税交割及商业储备服务。

图①为俯瞰大连港长兴岛10万吨级原油码
头，蔚为壮观。

图②为码头上的各类设施通过验收。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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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港长兴岛10万吨级原油码头通过口岸开放验收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许蔚冰报道
日前，本溪市在观音阁水库、关门
山水库、三道河水库、浑江水库
开展 2022 年度渔业资源增殖放
流活动，以维护水域生态环境，
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快推进绿色
生态建设。

按照本溪市渔业增殖放流实
施方案要求，此次放流鱼苗由省农
业农村厅统一招标采购，省水产苗
种执法队全程监督，鱼苗品种为鲢
鳙鱼苗，鱼苗体长规格在 12 厘米
以上，在浑江水库放流省下达本溪
市的鲢鳙鱼苗160万尾；放流中央
下达本溪市的鲢鳙鱼苗150万尾，

其中观音阁水库 20 万尾、关门山
水库20万尾、高官水库20万尾、浑
江水库90万尾。

此次放流活动是保护本溪市
渔业资源、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
的具体行动，也是落实巩固和扩
大禁渔成果，进一步增强全社会
保护资源、爱护环境意识的实际
行动。

通过此次增殖放流，丰富了
本溪市的渔业资源和水生生物种
群资源，改善了本溪市的水域生
态环境，为进一步做好水生生物
的保护修复和渔业可持续发展夯
实了基础。

本溪开展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10 月 25 日，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
县八河川镇八河川村北股河源
头小流域治理工程施工现场一
派繁忙，工人忙着抢时间、赶进
度，确保上冻前如期完成建设任
务。“这项工程将治理沟道 8 条，
修建漫水桥 2 座。工程完工后，
可有效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523 公
顷。”宽甸县水利局水土保持部
部长臧艳说。

宽 甸 县 属 山 地 丘 陵 地 区 ，
地形分布大体为“九山半水半
分田”。特殊的地貌导致境内
极易发生水土流失，加上小流
域内农村生产设施薄弱，群众
水土保护的意识偏低，土壤侵
蚀较为严重。

近年来，宽甸县开展以小流域
为单元的“山、水、田、林、路”系统
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工程，

提升黑土地的蓄水保土能力，减少
水土流失。2021年至今，全县在 7
个乡镇治理小流域7条，治理沟道
65 条，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控制面
积50.8平方公里。

为护好一方水土，宽甸县水利
部门选择实施地块，与林业、国土、
交通等相关部门以及所在村互相
配合，细化、优化工程措施落实。

“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通过开
展沟道滩岸、封禁治理等工程，全
县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37.05平
方公里。

“十四五”期间，宽甸县被列为
省黑土地县。为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全县以促进黑土耕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为核心，加大申报“十四
五”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力
度，规划治理面积达 129 平方公
里，占全市水保项目规划治理面积
的47.58%。

宽甸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
提升黑土地蓄水保土能力

本报讯 10 月 27 日，国网辽
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与大连理工
大学新型电力系统联合研究院
在大连成立。研究院立足辽宁
电力产业基础和清洁能源优势，
着力打造成能源电力核心技术
自主创新的国家队和引领行业
发展的高端智库，助力“双碳”目
标实现。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与
大连理工大学新型电力系统联合
研究院由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
司经济技术研究院、电力科学研
究院以及大连理工大学电气工程
学院、控制工程学院、计算机学
院、能动学院等单位共同建设。

下设源网荷储协同优化技术、新
能源主动支撑技术、新能源分布
式利用技术 3 个攻关小组，将联
合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大连供电
公司开展研究，共同攻克能源发
展转型难题。

根据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
优势，在科技攻关、资源共享、专
家交流及人才培养、成果孕育等
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开展广泛合
作。目前，研究院正围绕“双碳”
目标和新型电力系统关键问题，
在新能源与电力新技术、能源市
场体制机制、数字智慧赋能发展
等方面开展研究。

王 帅 本报记者 杨丽娟

校企合作打造能源电力
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国家队

金秋十月，辽阳市弓长岭区安平
乡小漩村的山坡间，郁郁葱葱的榛子
树上结满了沉甸甸的榛果。榛子种
植专家、村里的榛子种植带头人——
弓长岭区云年榛子专业合作社创办
人吴云年兴奋地告诉记者：“经过多
年的科学种植探索，今年在气候条件
不利的情况下，小漩村的榛子迎来了
大丰收！”

吴云年自豪地说，他家 1100 亩
榛子林保守估计能产榛子 20 万公

斤，仅以鲜榛子收购价计算，收益就
将近 500 万元。目前，他的儿媳正通
过电商平台卖炒熟的榛子，收益将
大幅提高。

安平乡小漩村地处山区，耕地面
积有限，农民创收途径少。曾经担任
了6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复员军人吴云
年，总想为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作贡
献。2014年，吴云年利用这里丰富的
山林资源，成立了弓长岭区云年榛子
专业合作社，流转山地种植榛子。

在吴云年的带动下，经过多年探
索，小漩村目前已形成“企业+合作
社+农户+科研院所”的产业模式，在
研制抗寒高产新品种的同时，还培训
农技人员指导帮助周边农户种植。目
前，村里带动了200户农民共同致富，
并成功通过科技扶贫使4户贫困户脱
贫致富。

“致富离不开党的好政策和政府的
大力扶持。”这是吴云年和榛农这些年
最大的感受。2017年，经过安平乡政府

积极申请，弓长岭区水利部门为村里的
榛子林打了机眼井，并铺就了滴灌设
施，解决了榛子林的灌溉难题；2019年，
安平乡又为村里的榛子林铺设了田间
作业道路，使运输难题得以解决……

绿了荒山，富了乡亲。小漩村的
榛子产业目前已成为安平乡的“致富
样本”。安平乡高度重视榛子产业的
发展，通过政府牵动、科技兴榛、产业
化经营、品牌建设战略，不断推动榛子
产业做大做强。

榛子产业带富小漩村
本报记者 许 刚

玉米丰收好时节，遍地金黄粮满
仓。近日，省农业科学院“辽北平原优
势作物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引领基地”
专家团队的肖万欣、王大为、孙甲等人
组成测产专家组，在铁岭市昌图县马
仲河镇和大兴镇的3 家合作社，对示
范种植的“辽311”“辽318”“辽单596”
3个玉米新品种进行实收测产。

目前，玉米生产正从穗收向籽粒
直收转型，昌图县秋季光热资源优
良，适宜示范推广玉米籽粒直收技
术。今年，专家团队在昌图县示范种
植了省农科院选育的“辽 311”“辽

318”两个玉米新品种。此外，由于全
县肉牛养殖户较多，专家团队还在昌
图县示范种植了粮饲兼用型玉米新
品种“辽单596”。

从春季播种开始，专家团队便
对种植基地开展全程服务——保证
土壤墒情，推广玉米全程机械化免
耕播种技术，减少土壤翻动；促进根
系生长，保护土壤，避免农药及地下
害虫对根系的伤害，指导合作社对
玉米种子进行生物菌剂二次包衣；
针对苗期雨量大、光照不足的情况，
指导合作社对干旱严重地块浇水，

保证玉米苗期的整齐性；增加玉米
产量，指导农户喷施杀虫剂、杀菌剂
混合液和叶面肥。

收获的季节，在实地勘查了昌
图县禾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张
艋肉牛养殖合作社、昌图县新兴玉
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3 处示范种植
基地后，测产专家随机选取了 6 个样
点进行实收，经称重、测水分、除杂
质、量面积等程序后得出结果：“辽
311”最 低 亩 产 达 818.5 公 斤 ，“ 辽
318”最低亩产达 834.2 公斤，“辽单
596”亩产达 832 公斤，在两处基地 3

个品种的亩产均高于对照品种 30 公
斤至50公斤。

“从实际播种看，‘辽 311’‘辽
318’两个新品种抗倒性优良、籽粒自
然降水快、籽粒品质优良，适宜在辽
北大面积推广。‘辽单 596’植株营养
含量丰富、生物产量高，适宜做青黄
贮饲料。”专家团队的孙甲说，明年将
继续示范推广种植更多优良玉米新
品种，加强玉米籽粒直收品种的示范
推广应用，并对合作社的整地、播种、
病虫害防治等核心作业进行全程指
导服务。

每亩增产30公斤以上 3个玉米新品种测产结果喜人
本报记者 王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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