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陈 斌 视觉设计：许 科 检校：孙 广 冰 晶地方新闻·盘锦
DIFANGXINWEN

08

本报讯 记者刘立杉报道 中
蓝电子自主研发出国内首条VCM马
达自动化生产线，打破国外技术垄
断，填补国内技术空白；禹王集团中
标被誉为“大风里穿针”的港珠澳大
桥“核心工程”岛隧防水项目，他们攻
坚克难，将大桥海底隧道打造成滴水
不漏的“黄金隧道”……

2018 年，盘锦市一批科技水平
高、创新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中小
微企业，成为令人瞩目的新经济增长
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盘锦市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57.5 亿元，总量
保持全省第三。这其中，民营经济贡
献了 58.8%的固定资产投资，撑起了
盘锦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半壁江山。

盘锦市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
中，通过加强政策扶持，不断完善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搭建平
台，为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开启绿色通
道；对接展洽，鼓励民营企业开拓国

内外市场；创新培育，推进企业走“专
精特新”发展道路；培训指导，将优质
服务资源向民企开放等举措落地，合
力推动了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近年来，盘锦市先后出台了《支
持创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关于加快小巨人企业和楼宇经济发
展的意见》等 20个政策性文件，从政
策扶持、融资服务、人才培育、科技支
撑、市场开拓等方面，为民营企业创
业创新保驾护航。成为国家民营经
济发展改革示范城市后，盘锦市为着
力解决体制机制、创新驱动发展、融
资环境等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政策体系不断进行完善，为民营经
济发展营造出更好的发展环境。

为解决小微企业在创业初期所
遇到的技术、市场、人才、资金等各类
难题，盘锦市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积
极搭建创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
训、融资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并通

过引进银行、中介、法律、咨询等机构
入驻创业园，搭建政、产、学、研合作
创新平台，为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服
务。目前，由盘锦市工信局联合市直
相关部门认定的 12 家中小微企业创
业基地中，盘锦市互联网创业大厦被
评为 2018 年度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盘锦市小微企业文
化创业园等9家中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成功晋升为省级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盘锦尤其注重引领、培育民营企
业创新意识，通过持续实施“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切实提高中
小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业创新能力，
推进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93项产品（技术）
被认定为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
品（技术）。盘锦中屏科技有限公司
加多屏超级玻璃和盘锦积葭生态板
业有限公司“芦花牌”无醛芦芯板项
目，在2018年“创客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辽宁省区域赛决赛中技压群雄，斩
获全省第一、第二名。

与此同时，盘锦市高度重视民营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指导工作，并
努力将优质服务资源向民企开放。
他们根据企业需求，有计划地坚持安
排各类创业基地及平台定期组织企
业人员、毕业大学生、待业职工、农村
妇女等举办芦苇浮雕画手工艺术、家
庭服务等各类创业培训。这些具有
针对性、实操性和答疑性的培训，显
著提升了企业运营及管理水平，提高
了企业经济效益。

2018年，盘锦全市民营企业新注
册 22765 户（含个体工商户），同比增
长 11.57%；存量数达到 103331 户，同
比增长 5.66%，占企业总量的比重达
到94.88%。其中，民营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数量达213户。民营经济税收总
额达 105.6 亿元，同比增长 21.5%，占
全市税收比重45%。

瞄准平凡、普通的小塑料，盘锦
海兴科技公司做出了大文章。2018
年，海兴科技公司销售塑料收纳柜51
万台（套），产品火遍大江南北。“小塑
料”是如何赢得大市场的呢？

向原材料产地靠拢

塑料制品防潮、不易腐烂，还可
以实现重复再利用，打造可循环经
济。海兴科技母公司广东海兴控股
集团看中这一广阔前景，毅然决定扩
大生产规模，并向原材料产地靠拢，
降低物流成本。

“盘锦有原料，境内拥有塑料新
材料产业集群，更有优质的营商环
境。”海兴科技公司总经理姚春生介
绍说，项目 2010 年落地后，政府部门
提供了优质的一站式贴心服务：审批

时，盘锦市兴隆台区政府派专人到企
业办理施工许可证、用地规划许可证
等相关证件，确保项目按时开工；建
设中，区政府专门派流动警务平台现
场值班，保护企业利益；企业登陆新
三板，市、区相关部门上门协助整理
资料、取证、跑手续……

历数创业中的桩桩往事，姚春生
说，企业“一路向北”，来对了。

大数据引导生产和销售

厂房建好了，海兴科技没有盲目
投产，而是依据大数据资料选择生产
品类。

企业研发团队夜以继日分析线上
平台“数据魔方”，收集相关线上线下
销售平台数据资料，从中选定最受欢
迎的产品类型、功能等，让数据说话。

姚春生说，“实践证明我们依据
大数据进行产品定位，收到了良好效
果。比如我们按大数据结论生产的
一款菱格经典收纳柜，2015年卖出了
10万台（套）。”

面对传统销售方式日益滞后的
实际，海兴科技果断把电商作为主要
战场。他们成立专业电商团队，精细
化运营，专注母婴收纳整理解决方
案。如今，海兴科技已在多个线上平
台建立70多家企业旗舰店。

做精做优塑料收纳柜

近年来，海兴科技把目光聚焦在
收纳柜产品上，并坚定地走下去，大
步向前。

在海兴科技主楼前，大大的“也
雅”品牌商标下面一行字格外醒目：

“打造中国收纳柜第一品牌”。“企业
发展重点立足于收纳柜研发、生产
和销售，我们就是要把这件事做好
做精，让客户对‘也雅’品牌产品产
生极大‘黏性’。”姚春生说。去年 12
月，海兴科技和“小猪佩奇”正式签
约合作。

近３年来，海兴科技营业收入连
续递增，产品质量一直是国内同行业
中的标兵，参与制定了本行业多个产
品国家标准，组织编写了多个地方标
准。企业和产品先后被授予“中国塑
料家居用品行业品牌示范基地”“辽宁
省重点名牌产品”等称号。去年8月，
海兴科技院士工作站挂牌成立。

“小塑料”创造大奇迹。海兴科
技的发展壮大，为民营企业发展带了
个好头，更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增
添了无限活力。

“小塑料”赢得大市场
田 俊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本报讯 1 月 21 日，记者从盘
锦市工信局获悉，盘锦市2018年新
注册小微市场主体突破 2 万户，超
额完成去年初确定的 1.5 万户的工
作目标。这也是盘锦市从 2014 年
以来新注册小微市场主体数量最多
的一年。

2018 年，盘锦市工信局以“重
实干、强执行、抓落实”专项行动
为契机，以培育壮大民营企业总
体实力为主线，全面宣传贯彻落
实国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积极组织全
市范围的宣讲和培训，引导小微

企业快速发展。
同时，在统计部门尚未正式规

范民营经济统计标准前，盘锦市工
信局已先期初步建立了民营经济统
计监测工作体系，并不断完善数据
库，坚持按月统计监测全市民营经
济发展状况，营造了加快民营经济
发展的良好氛围。

盘锦市中小微企业的不断发展
壮大，在稳增长、促转型、吸纳就业
等方面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推动全市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了强劲动力。

赵 巍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新注册小微市场主体
突破2万户

本报讯 从今年 1 月中旬起，
盘锦警方开始实施20条新举措，依
法保障和服务全市民营企业，助力
民营经济大发展、快发展。1月18日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目前盘锦警方
已与市工商联建立警企联席会议制
度和工作联系热线，开通微信公众
号，接受民营企业24小时举报投诉。

据了解，盘锦市公安局此次实施
的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20条政策
措施，包括组建市、县（区）公安机关
依法保障与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小分队、与市工商联建立警企联席会
议制度和工作联系热线、建立全市公
安机关领导干部联系商会和民企机
制、组建服务民营企业法制指导小

组、在民企集中连片区域试点建设24
小时联合警务服务站、对民营企业报
警求助严格落实首警责任制等内
容。其中，通过组建服务民营企业法
制指导小组，采取上门走访、座谈交
流、信息推送等方式，主动为企业提
供法律咨询服务，为民营企业安全防
范、风险防控、打击涉企违法犯罪活
动提供法律指导；在严格落实首警责
任制方面，盘锦警方承诺做到有警必
接、有案必受、受案必查，符合受（立）
案条件的快受、快侦、快办，影响大、
危害重的案件，实行专案侦办、挂牌
督办、领导跟办。

马云峰 范铁宝
本报记者 刘立杉

落实首警责任制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本报讯 记者1月21日从盘锦
高新区获悉，中蓝电子获得2018全
球好手机——年度最佳 VCM 马达
供应商奖项。

第 一 手 机 界 研 究 院 发 布 的
“2018年全球VCM马达最具竞争力
企业十强排名”显示，以中蓝电子为
首的中国 VCM 马达厂商已占据半
壁江山。中蓝电子位居全球 VCM
马达最具竞争力企业第六位，在国
内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一，镜头业务
进入全国前三，世界每百部手机就
有7部的摄像头马达是“中蓝制造”。

中蓝电子 2011 年 10 月成立以
来，仅用 7 年时间，便在 VCM 马达
领域脱颖而出，客户涵盖华为、小

米、三星、联想、诺基亚等国内外大
型手机厂商，并助力中国手机品牌
在全球范围内卷起“中国旋风”。

中蓝电子自主研发的国内首
条 VCM 马达自动化生产线，打破
了国外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技术
空白。2018年，中蓝电子紧紧抓住
双摄、多摄浪潮，下半年新增 10 条
全新一代自动化生产线，通过智能
化升级改造，月产能实现翻倍。业
内权威人士认为，未来，在国产手
机品牌崛起和多摄像头市场爆发
的大环境下，中蓝电子将继续向被
日韩品牌垄断的高端市场发起强
有力的冲击。

李沅沅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手机摄像头马达
7%来自“中蓝制造”

本报讯 记者刘立杉报道
“春节快到了，王洪波教授，家乡盘
锦人民欢迎您回家过年！”连日来，
盘锦人的微信朋友圈中，像这样充
满温情的信息日渐多起来。盘锦市
民通过多种方式，热情邀请在域外
工作生活的盘锦籍人士回家过年。

2019 年春节假期将至，一大批
在域外工作生活的盘锦籍人士将返
回家乡探亲访友。1 月中旬，由盘
锦市委组织部牵头，适时推出了“看
家乡变化，忆亲情友情，助盘锦发
展”主题活动。上文中网友邀请的
王洪波教授，现为中国音乐学院博
士生导师，著名歌唱家。

近年来，盘锦市在资源型城市
转型进程中，通过科学发展、实干
苦干，经济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排在全省
前列，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盘锦成

功跻身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行列。据介绍，
此次盘锦市开展的“看家乡变化，
忆亲情友情，助盘锦发展”主题活
动，将重点关注目前在域外工作
生活，春节期间返乡的企业家、专
家学者、行业精英、技能工匠，以
及 有 回 盘 锦 意 愿 的 高 校 毕 业生
等，通过相关部门开展的家乡项目
推介展示、校友联谊会、盘锦改革
发展图片展、家乡特色旅游免费体
验等活动，利用一个月左右时间，
把盘锦发展成就、优良政策环境推
介给域外各行各业盘锦籍人士，增
强他们的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
吸引其回盘锦就业创业、投资兴
业。同时，借助域外人士工作生活
圈，把盘锦这座城市宣传出去，提
升影响力，吸引域外企业和人才来
盘锦创业创新。

盘锦推出
“看家乡变化”主题活动

速览 SULAN

盘锦民企靠“专精特新”做优做强
去年民营经济税收总额达105.6亿元，同比增长21.5%

1月18日，迎着猎猎海风，盘锦辽东湾新区辽
宁宝来化工轻烃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工地上，2000
多名建设者紧张地奋战在施工一线。

总投资173亿元的轻烃综合利用项目于2017
年12月份正式上马，预计2019年第四季度可投料
试车。此项目主要生产市场异常紧俏和满足刚性
需求的聚烯烃产品，具有补齐市场短板、推动产业

升级的深远意义。
为推动项目尽快建成达产，从去年6月起，宝

来连续展开了桩基、土建两个“百日会战”。截至
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桩基 7万余根、土石方 248万
立方米、混凝土45万立方米、地下给排水管线3.8
万延长米，设备吊装就位 82 台，钢结构预制安装
累计完成7342吨。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摄

宝来轻烃综合利用项目冬季施工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