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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冬季的工地是观察经济是否景气
的一个窗口。嘉晨集团高品位镁制品项目
工地塔吊林立、车流不断，这个由辽宁民企
旗舰嘉晨集团投资30亿元建设的传统镁制
品升级改造项目，不仅为辽宁民间投资升
温，也为老工业基地民营经济和中国镁产业
转型升级树立了样板。

“这里原来都是20年前建的以煤、焦炭
和重油为燃料的旧式窑炉，资产价值 2.3亿
元，我们把它们拆掉了，新项目占地 26 公
顷，没有新增一寸土地。”指点着几十米高的
新型窑炉，嘉晨集团董事长孙寿宽介绍说。

新型窑炉等生产设施全部采用天然气
燃料，解决了过去“冒大烟”问题。新型窑炉
不仅“大而美”，而且“高精尖”，它们的“芯
片”是四项国家发明专利，包括浮选矿石、轻
烧镁粉和重烧高纯镁砂等工艺技术，都是目
前全球最先进的。这是嘉晨投巨资与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进行无
数次攻关和科学实验的宝贵结晶，也是嘉晨
引领镁耐材产业革命的底气所在。

一方面，镁砂是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

窑炉的主要耐火材料，这些行业的发展拉动
高纯度镁砂的持续需求。另一方面，我国是
世界上菱镁矿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我省菱
镁矿资源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50%以上，但

可以满足市场质量需求的特级矿产量已不
足开采总量的 20%，同时，开采过程中大量
的低品位菱镁矿被废弃，造成资源浪费，并
且占用大量土地，形成白色污染，严重影响

甚至威胁矿区生活环境。
“嘉晨方案”解决的就是资源枯竭与产

业需求、环境友好与行业发展的双重矛盾，
是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
节能减排的历史机遇，进行的一场技术创新
和产业革命。依靠专利技术，嘉晨项目从废
弃镁石或低品位镁石中能够“筛选”出标准
很高的优特级菱镁石产品，再经过高温闪烁
煅烧成特种轻烧镁粉，生产出全球工业市场
难求的超高品级耐火材料，这个过程，不再
产生废弃物，并实现“变废为宝减少污染”

“吃干榨净”。该项目一年能“吃掉”多年废
弃的和低品位菱镁矿石260多万吨，并在这
座现代科技化的工厂内建造 3 座占地共
2.65 公顷的花园。项目全部使用天然气燃
料，是一座无污染、消耗低、智能化、科技化、
利税高的花园式现代工厂。

孙寿宽说，目前部分设备已经单体试运
行，年底前联动试运行，明年初可以部分投
产，计划明年 10 月全部建成投产。已有国
外经销商意向包销全部产品，届时，“嘉晨镁
制品”将走上“一带一路”。

在嘉晨集团感受民企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高汉雷

本报讯 记者徐鑫报道 12月14日，辽宁天
火区块链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大会暨区块链+智慧
农业项目说明会在营口迎宾馆举行，标志着区块
链+智慧农业电子商务平台正式落户营口。

辽宁天火区块链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坤
告诉记者，在目前的农业生产经营中，还存在着
农产品附加值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农产
品绿色安全如何保障等问题，而要通过技术创新
实现农业变革，就迫切需要现代信息技术来支
撑。如何利用区块链、农业物联网等技术服务于
农业领域，发展智慧农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为
农户增收，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创业者
必须要拿出新的模式和新的技术，才能解决农业
产业链环节过长的痛点。

由主营海鲜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的阿达尼营
口分公司、主营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辽宁易道互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主营进出口贸易的甫昱贸易（中
国台北）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辽宁天火区块链技
术有限公司，其核心业务正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区
块链+智慧农业的电子商务平台。平台以信息和
知识为核心要素，通过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智能装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跨
界融合，实现农产品种植养殖全过程的信息感知、
精准控制、信息追溯，实现农业信息化的高级阶段。

平台利用的是全球领先的区块链公链技术，
因其本身具有不可篡改性，能从根本上杜绝篡改
天气、土壤、温度、湿度等数据，让消费者能更透明
地了解食品的详细信息，同时也可以把化肥、农药
的采购过程真实记录下来，从根源上避免重金属、
农药残留超标，既保证了食品来源的可靠性，也增
强了消费者的体验，真正解决市民餐桌上的食品
安全问题。同时，借助于网络的优势，信息可以快
速、直接、有效地在农业种植养殖户和消费者之间
传递，省去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提高了交易效
率，降低了物流成本，减少农产品中间环节毁损，
逐步实现农产品生产者收入的提高、终端消费价
格的降低、农产品物流单位收入的提升。

区块链+智慧农业
电子商务平台开始搭建

本报讯 今年以来，营口市鲅鱼圈区加快区
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步伐，推动金融资本及其他生
产要素快速集聚。

今年，鲅鱼圈区与邮政储蓄银行营口市分行
正式签署“助保贷”业务战略合作协议，为银企对
接牵线搭桥。针对中小微企业的不同融资需求，
金融单位设计了个性化扶持方案，帮助企业解决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目前，已有多家中小微企业
相继申请“助保贷”，其中有6家企业通过批准，金
融单位成功发放贷款近 2000 万元。在帮助中小
微企业走出融资困境的同时，鲅鱼圈区以港口金
融创新试验区为载体，加速引进各类金融机构，丰
富金融产品，发展总部经济。2018 年，鲅鱼圈区
新引进金融机构2家。

随着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步伐的加快，鲅鱼
圈区金融业的集聚效应也越发显现，已有金融、类
金融机构 170家，金融业总量持续上涨。截至 10
月末，鲅鱼圈区各项存款余额为 1210.43亿元，同
比增长 26.04%；各项贷款余额达 1283.27亿元，同
比增长13.82%。

为加快推进企业上市步伐，今年鲅鱼圈区还
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营口市鲅鱼圈区企业上市
工作的实施意见》，目前，全区已有国内上市公司
1家，香港上市公司1家，地方股权挂牌公司5家。

兰京苇 本报记者 张继驰

区域性金融中心
建设步伐加快

本报讯 12月12日，经过31天紧张学唱、拍
摄、制作，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主办，“营口有礼工作室”承办的《营口有礼》主题
歌MV首发。

《营口有礼》主题歌MV于11月25日开拍，来
自营口全市 18个行业的 110多名代表参与拍摄。
主题歌由营口市委主要领导作词，营口籍知名音
乐人作曲，歌曲配合礼乐，用易于传唱的形式激发
全市人民学习中华文明礼仪的共鸣。

主题歌MV采用集中录制和分散录制方式拍
摄，在市委广场、西炮台、辽河老街、辽河特大桥等
地及部分单位取景，将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
平台推送，进一步增强“营口有礼”主题活动的影
响力。

叶 梦 本报记者 张继驰

《营口有礼》主题歌首发

本报讯 记者张继驰报道 记者日前从营口
市政府召开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在行动”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 10 个月，营口市为企业降
低成本约20亿元。

据统计，1 至 10 月，营口市通过落实各项税
收优惠政策和减免企业费用，共为企业降低成本
13亿元；为 260户工业企业争取到电力直接交易
用电量 157.5 亿千瓦时，共为企业节约用电成本
7亿元。

据了解，今年以来，营口市一方面加强涉企收
费源头管理，将审批部门技术性服务所需经费纳入
预算管理，取消保存人事关系及档案费等费用；并对
68家行业协会进行规范，为企业降低会费 580万
元。另一方面，营口市合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为企
业办理出口退（免）税3.8亿元；为38户高新技术企
业办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轻企业负担1.2亿元。

同时，营口市还积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通过
支持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释放资金2.1亿元用
于支持小微、“三农”等普惠金融贷款；灵活运用再
贴现货币政策工具，累计为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
372笔，共9.9亿元，同比增加6.3亿元。

营口前10个月
为企业降低成本20亿元

脱贫路上手挽手
——聚焦营口市“村企牵手促脱贫行动”

本报记者 张继驰

脱贫攻坚，剩下的都
是“硬骨头”，怎么啃？需
要政府、市场、社会的互
动，更需要行业扶贫、专项

扶贫、社会扶贫的联动。
民营经济长期活跃的营口市，由

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牵头，今年3
月启动了“村企牵手促脱贫行动”，6月
进行了集中的现场“结对”。

“村企牵手”不是一个短期活
动，而是发挥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及
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同心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党建引领工程。虽然启动
时间不长，但已有203家民营企业
和社会组织与184个村对接，逐步
找准农村所需、群众所盼、企业所长
的结合点。

在营口，以“村企牵手”为平台，
一条扶贫帮困的新路子出现了，一
个社会各界携手扶贫的工作新格局
开始显现。

核心
提示

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前安平、后安
平两个村红火不起来，当地人说是荒山阻
挡了致富路——贫困村的贫困，落后的不
只是经济，更在于观念和心气落后。

听说有企业要花大钱开发这里的荒
山，一些村民怀疑、观望。“荒山底子太
差，投入太大”，与村子“结对”的辽宁中
泰集团，企业内部也有人担心投资风险。
既然说“穷根”是荒山，那向贫困宣战就从
向荒山要宝开始！更何况，中泰集团主营
铝型材、房地产、餐饮旅游，前两个不适合
农村，开发荒山搞农业旅游，是“做熟不做
生”的企业战略选择。

投资 2 亿元的大型观光农业项目“忆
江南农业庄园”，在 80 公顷荒山上轰轰烈

烈地开建了。2 万多株果树、10 栋温室大
棚、5 座景观亭、供垂钓的人工湖一一亮
相，扫清了人们的质疑。庄园计划明年

“五一”开门迎客，除了能给村民提供不少
就业岗位，餐饮区和绿色农产品交易区还
面向村民“招商”，村里人来了劲头，摩拳
擦掌，跃跃欲试。

这个项目的扶贫属性，更直接体现在
鼓励村民将土地、大型农具、耕畜等生产
资料投入进来，集体组织生产经营。山村
不但面貌一新，更有了长期收益。

讲到帮扶，提供帮助的和接受帮助的
都有“给钱给物”的思维惯性。营口市委
在“村企牵手”之初就引导参与行动的各
方达成一个共识：帮扶不是只能“给钱给

物”，也不是必须“给钱给物”。
企业可以利用自身资源帮助村里发展

支柱产业、培育集体经济项目，可以结合
产业结构或投资布局调整创办农业产业
项目，可以面向镇村采购原材料、员工生
活必需品，可以推荐其他企业到村里创业
或投资，可以发动有专长的党员扶持村民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和本企业的产
品，可以选派人员到村里举办各类培训班
帮助村民转变思想观念、提高致富能力。

与芦屯镇相距 70 公里的大石桥市高
坎镇，营口辽东湾高坎现代水产城常年车
流不断。这是中泰集团的又一个农业产
业化项目，是与高坎在外创业的企业家合
资建设。高坎是名震辽南的水产大镇，有

淡水养殖水面 2000 公顷。占地 8 公顷、有
101 个设施完善商铺的水产城一启动，就
形成了数十万公斤的日交易量。水产城
总经理秦杰说，这个项目不仅降低了养殖
户的销售运输成本，更改变了当地一家一
户分散经营、“有业无市”的局面。

同样由秦杰负责经营的营口溢丰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有个新项目即将在大石桥
西部农村铺展开来：在５个乡镇推广“订
单式”绿色无公害水稻种植。签协议的
3229户稻农，收入有望再涨一截。

实现产业资本与农业现代化的有效对
接，成为营口民营企业参与“村企牵手”的
重要方式。企业的特长与乡村的禀赋“联
姻”，孕育出特色产业，增添脱贫的新动能。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项目 民营资本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

盖州市杨运镇头道沟村，距营口市区百
公里，四面环山，林郁水清，有座“歪砬子
山”，是户外爱好者青睐的“桃花源”。然而，
鲜有工业痕迹、耕地面积小，也意味着经济
发展乏力，放眼营口全域，“老、少、边、穷”的
标签都能贴到那里。

12月5日，营口市委主要领导走进头道
沟村，与村“两委”班子、村民进行了一个多
小时的座谈。座谈会后，村民翘着手指头从
领导的评价里提炼出三个词，“不错、很好、
挺有样”。他们底气十足地接受着这样的好
评，还把村里一年来的新气象也概括成三个
词：大门楼、新村部、养牛场。

派驻干部、村“第一书记”苏庆光对此作
了“二次概括”：这三件事，都和“牵手企业”
营口中兴线缆有限公司有关。

今年5月，苏庆光到村任职。6月，营口
市委召开500人大会，让参与帮扶的企业与
帮扶对象见面，推进对接。正想把更多资源
集结到村里的苏庆光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循
着导航驾车去了中兴线缆，见到了素不相识
的企业负责人。几番对接后，村党组织与中
兴线缆公司党支部，以及苏庆光的派出单位
营口市交通局的两个支部捆绑，结成“党建
联盟”。

中兴线缆出资 12 万元修建的石制“大
门楼”矗立在村口的路边，成为头道沟山村
旅游的“路引”和“招牌”。村里翻新村部、
建扶贫养牛场，企业无偿提供电线。短短
数月，企业三次进村，还三天两头打电话询

问脱贫增收的情况。苏庆光印象最深的是
企业董事长徐昌兴常提起的那句话，“我就
是盖州人，想为家乡做点事，你们就拿我当
自家人。”可以预见的是，企业与村子携手
前行之路将渐远渐宽。

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长期活跃的营口，
很多企业家与农村有着割舍不断的“亲缘”

“乡缘”关系。
辽宁三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海祥对“自家人”有着另一番解读，“习总书
记肯定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家人，
我们也要把扶贫当成自家的事尽力办好”。
A 股上市企业营口金辰机械有限公司将村
企对接帮扶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路径，
在“牵手村”盖州梁屯镇绵延村启动了第一
项帮扶措施，联合 3家单位出资 15万元，先
修一条通往外界的村路。

“自家人”以反哺家乡、社会之心回来
了，如果这时“手心向上”，要来钱物就过几
天好日子，花完了再要，帮扶者难免泄气、寒
心。受助者跳出“一锤子买卖”思维，企业才
可能乐于一而再、再而三地“搭把手”，实现

“一揽子帮扶”。
营口市委提出，脱贫是攻坚战更是持久

战，要主动邀请企业到镇、村调研，实事求是
介绍情况，借助企业在观念、人才、信息、资
金等方面的优势，帮助镇村研究发展思路，
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和措施。村里和企业都
有扎下心来过日子的劲儿，手才能牵得牢、
牵得长远。

从“一锤子”走向“一揽子”
“自家人”办好自家事

“帮扶不是只能给钱给物，也不是必须
给钱给物”是营口共识，并不意味着对“给
钱给物”刻意回避。

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对困难户，特别是
对年老体弱、因病因学致贫的家庭提供救助
资金和物品解燃眉之急，为村民的致富项目
提供必需的生产资料和设施，提供村集体发
展公益事业、壮大集体经济急需的启动资
金。“村企牵手促脱贫行动”实施不到半年，
民营企业共援助农村基础设施项目31个，资
助贫困家庭320多个、贫困学生145名。

然而，充当输血、造血角色的企业，自
身也有“缺血”之忧。今年上半年，营口市
调研企业用工需求状况，结论是“缺员企业
323户，人力资源缺口28115人”，其中绝大
多数都是民营企业。

企业面临招工难题的同时，村里的富
余劳动力正为增收发愁，“村企对接”适时
搭建起一个用工就业“两头甜”的平台。

出于扩大产能、到村造血的双重考虑，
大石桥辽滨碳黑厂支持水源镇西青村建立
运输合作社，把油品运输量的10%交给合作
社打理。营口永胜降解塑料有限公司把分
厂建在对接的盖州市卧龙泉镇金厂沟村，
营口圣洁棉织品有限公司也要和大石桥市
高坎镇黄土岭村联合办厂，有了这些项目，
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拓展了增收渠道。

营口忠旺铝业有限公司是营口民企
“巨无霸”，企业6000多名员工中，1856人来
自营口农村，最低工资是4500元，而企业未

来的用工需求量是2万人。营口市通过721
名驻村干部广泛发布企业招聘信息，并对
贫困户优先录用。辽宁鸿盛环境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营口三征新科技有限公司等民
企，都与镇、村签订了集体用工协议。半年
来，775个贫困家庭通过转移就业有了稳定
收入。在对接村推进农旅结合、发展乡村
旅游，这一落脚于“产业扶贫”的模式，反过
来让涉农、涉旅企业收获了甜头。

营口度者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取
“龙头企业+村集体、农户+贫困户”的运营
模式，投资3000万元在大石桥市建一镇官
屯村建设绿色果蔬种植农业园区，村集体
以土地入股，占10%股权。

最初，辽宁红运集团帮扶大石桥市黄
土岭镇白家村，将废弃的小学校舍改建成
村部，后来又投资60多万元建设留守儿童
之家和空巢老人之家。红运集团党委书记
侯世云说，企业要将重心调整到产业扶贫
上，把旅游产业链拓展到对接村，发展乡村
旅游项目，这才是增强农村造血功能、帮助
农民就地就业的长久之计。

致力于构建互帮互助的长效机制，营
口市117名市、县党政领导开展“一走访三
推动”活动，帮助企业排忧解困。市委要求
各级党委与帮扶企业建立起经常性联系，
帮助办理兴办、参与扶贫项目时需要的各
种手续，协调解决土地、招工问题，整合参
与帮扶的机关事业单位及其他企业的力
量，实现互利双赢。

“两头难”变成“两头甜”
精准对接实现供需双赢

在鲅鱼圈后安平村，中泰集团投资建设的无公害草莓大棚已成为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好项目。 本报记者 张继驰 摄

嘉晨集团高品位镁制品项目建设现场。 本报记者 张继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