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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SULAN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1
月 17 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科学
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开展的第五
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
流活动中，来自本钢集团的技术能
手张守喜登上领奖台，获颁“特大
型高炉液压泥炮国产化关键技术
与应用”项目二等奖荣誉证书。评
审委员会的专家认为，该项目解决
了特大型高炉液压泥炮的关键共
性难题，有效提高了其使用寿命，
降低了运行成本，整体技术指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高炉泥炮又称液压泥炮，属
于冶炼行业必备的炉前设备，其

作用是迅速准确地堵塞放铁后的
出铁口，使高炉快速进入下一循
环的作业。因为这种设备对技术
和质量要求极高，国内不具备生
产这种高精密设备的能力，所以
国内冶炼行业一直以来都依赖并
使用进口设备。

本钢板材炼铁厂使用的高炉
液压泥炮是引进的德国设备，在实
际运行过程中，常因“水土不服”而
发生故障，加之维修难度大、备件
供货周期长，致使生产受到一定程
度的影响。这成了困扰企业的难
题，也成为本钢板材炼铁厂技术能
手张守喜的攻坚课题。

近年来，国家和省积极鼓励支

持技术人员创新发展，本钢集团也
为一线职工搭建了平台，让广大一
线职工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守喜一边工
作一边潜心技术创新，他希望通过
技术工人的智慧和双手，研发出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完整创新技术，
推动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经过长时间的潜心钻研，张守
喜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理解、吸
收和再创造，对设备零件进行一次
又一次的创新研发，终于成功地给
洋设备做了完美的“手术”，彻底解
决了我国钢铁工业领域特大型高
炉液压泥炮的关键共性难题，打破
了国内特大型高炉液压泥炮长期

依赖进口的局面，也为特大型高炉
关键装备打上了国产化烙印。1月
11 日，张守喜的“特大型高炉液压
泥炮国产化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
顺利通过省金属学会的成果评价，
获得成功。

目前，该项目已形成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完整创新技术，成果已
成功推广应用至鞍钢、包钢、宝武
集 团 和 安 钢 等 企 业 的 特 大 型 高
炉。实践证明，新技术运行稳定、
性能可靠。不仅如此，印度、马来
西亚、土耳其、印尼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也纷纷引进本钢的创新
技术，从而使本钢的创新成果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本钢特大型高炉液压泥炮实现国产化
成果已应用到鞍钢等企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1月 21

日，记者从鞍山市住建局获悉，今年鞍山将
深入实施铁西三道街道路排水大修工程、
四方台立交桥大修工程、自由东街隧道新
建工程三大城建项目，进一步完善基础设
施、缓解交通压力，让百姓出行更加顺畅。

据介绍，鞍山铁西三道街原为雨污
合流，此次大修工程将进行雨污分流，同
时道路大修面积 6 万平方米，工程于
2018年 9月开工，目前已完成雨水、污水
管线和道路第一遍面层施工，剩余工程

计划于今年 8月底前完成。自由东街隧
道项目是鞍山市城区综合交通规划中连
接东西的重要通道，项目将实现鞍山市
东北部立山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便捷
连接，进一步缩短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市
中心的距离，工程计划于年底竣工通
车。四方台立交桥大修工程将对引桥部
分倾斜的挡土墙进行新建，对梁体裂缝
及混凝土破损进行修补，对梁体混凝土
进行涂装，桥面重新铺装，计划于 3月末
开工，6月底前完成。

鞍山三大城建项目
让百姓出行更顺畅

本报讯 1月 21日，记者获悉，辽阳
石化公司坚持废水、废气达标排放，2018
年，辽阳石化外排污水合格率达 100%，
锅炉烟气实现超低排放，污水排放COD

（化学需氧量）一直控制在每升 30 毫克
左右，低于国家规定的每升不超过 50毫
克的标准。

针对俄罗斯原油含硫量较高的特点，
辽阳石化公司在原有两套硫黄回收装置
的基础上又投资新建一套5万吨／年硫黄
回收装置，将含硫气体中的硫化物转变
为单质硫，不仅变废为宝，而且保护了

环境。
辽阳石化还历时 18 个月完成了热

电厂锅炉烟气超低排放改造和优化运
行，现有 7 台锅炉均实现“超净排放”。
公司采用雷达扫描、红外检测等先进手
段，配合俄油项目建设实施 VOCs 减排
和治理项目。公司新建 320号污水和异
味处理装置，形成了由 9 套污水处理装
置、3 套异味处理装置构成的污水处理
系统，使每年 1300万吨工业废水得到有
效净化，优于国家标准，达标排放。

董新光 本报记者 严佩鑫

辽阳石化外排污水合格率100%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1
月 19 日，第七届沈阳（康平）卧
龙湖冬捕节开幕。几万名游客
看过凿冰冬捕、品尝了鲜美鱼汤
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瞄向康平
特产。刚刚从卧龙湖打捞出来
的有机锶鱼和当地产的地瓜、花
生、小米、全麦面粉成了爆款产
品，在商场超市、高速公路入口，
随处可见游客抢购的场景。在
冬捕节的带动下，康平县的绿色
食品产业链渐渐露出轮廓。

经过几年的培育，卧龙湖冬
捕节从最初由政府主办的节庆
活动，逐渐转变为市场化运作的
旅游品牌，每年都能吸引 15 万
名以上的游客。冬捕节火了，如
何将冬捕节的人气“变现”，如何
把冬捕节的品牌转化为商品，成
为各方思考的重点。经过几年
的检验，市场最终选择了康平的
优质农副产品。

作为曾经的省级贫困县，康

平远离现代工业污染，在生态资
源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产
农副产品因绿色无污染而深受
欢迎。但因为缺少包装、没有形
成自主品牌，这些农副产品在域
外的名气不大，产品附加值也不
高，当地农民捧着“金饭碗”却无
法真正脱贫致富。

在近几年的冬捕节上，康
平县不仅加大了本地优质农产
品的宣传力度，还有意识地引
导当地农事企业带着优质农产
品参与冬捕节，让更多游客通
过冬捕节了解康平特产，同时
借助市场的力量推动康平特产
提质升级，走精深加工之路。
在今年的冬捕节上，卧龙湖有
机锶鱼有了专用包装，地瓜、小
米、花生等农产品全都有了精
品礼盒包装，有的企业甚至将
绿色无公害农产品打包成“康
寿四宝”进行推广。

为了让康平农副产品在冬

捕节后也能与市场充分对接，康
平县主动与网络公司、大型企业
联系，推动康平特产上网销售，
推动康平特产进入大型企业的
集中采购名单。在今年冬捕节
开幕前，康平县推动当地涉农企
业与沈阳供销快线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沈阳安邦海得食品配送
有限公司、沈阳和乐金凯达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全线推广
康平特产的合作协议。

借助冬捕节这个平台，康平
农产品的名气越来越大，农民的
种植热情也越来越高。2018年，
全 县 仅 地 瓜 的 种 植 面 积 就 达
2333公顷。为延长销售周期，有
的农民建起了地瓜冷藏窖；为提
升附加值，有的农民注册了花生
品牌；为打通销售渠道，有的农
民组建了网络销售团队。在冬
捕节的带动下，康平的绿色食品
与市场的距离更近了，在市场上
生存的能力更强了。

把人气转化为商机

康平农副产品借冬捕节抢市场
本报讯 记者王刚报道 1月18

日，民营经济创新发展论坛暨民营企
业融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大连
举行。

本次论坛由大连市工商联主办。
与会嘉宾就促进东北经济全面振兴、

“一带一路”PPP机制促进民营企业发
展、数字经济与“一带一路”商机等主
题进行演讲并给出建议。

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论坛在大连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日
前，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
议办公室对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名
单进行公示，铁岭市 4 家农机专业合
作社榜上有名。

获评的4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管理
规范、服务水平高、示范带动能力强，
堪称农机合作社中的“排头兵”。

铁岭4家农机合作社
入围“全国示范”

伴随着一声声汽笛，一列火车从刚
刚完工的义朝铁路新南岭隧道线路安
全通过。

自2018年以来，中铁七局义朝铁路
项目部全体员工顶严寒斗酷暑，加快建

设。目前，义朝铁路新南岭隧道线路已
建设完工。今年，中铁七局项目部将继
续优化施工方案，确保义朝铁路扩能改
造工程剩余线路按期完成。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义朝铁路新南岭隧道线路完工

构建双塔区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以朝阳南北塔区域为依托，打造服务于
双塔区全域旅游的旅游综合服务集散
中心，集旅游咨询、旅游导览、对外组
团、休闲餐饮、特色购物、自驾自助服务
等多功能于一体，为游客提供全面完善
的旅游服务。

加快“一带两廊”建设。以四通八
达的路网为依托，通过道路设施优化、
沿线景观提升、产业辐射带动等，打造

“印象双塔”休闲度假产业带、“九曲凌
河”滨水休闲景观画廊、“深呼吸”山水
林田景观画廊。着力打响“一窗一山一
河”，率先实现“一窗（东北之窗）、一山

（凤凰山风景名胜区）、一河（大凌河风
景区）”突破发展，全面带动激活双塔区
优势旅游资源。

积极开发旅游新业态产品。重点
开发养生度假旅游、研学旅行旅游、自
驾露营旅游、户外运动旅游、特色村镇
旅游、文化演艺旅游以及节事节庆旅游
六大体验型新业态，积极引进成熟品牌
以及企业，助推双塔区旅游发展。积极
开发民俗风情体验游、设施农业休闲旅
游、健康美食养生游、溜冰滑雪体验游
四大冬季旅游新产品，丰富完善双塔区
旅游产品结构，实现四季皆可游、四季
皆可玩的全年旅游化。

2018 年底，朝阳—沈阳高铁开通；
2020 年朝阳—北京高铁将开通。为迎
接高铁时代的到来，双塔区全新打造

“两秀十二节”。以大凌河、南塔、北塔
为依托，重点打造“双塔秀”实景演艺灯
光秀；同时，全新打造桃花节、梨花节、
杏花节、红枣节、古筝节、根雕艺术节、
东北美食节、登山节、冬泳节、龙舟赛、
滑雪节、滑草节 12 大文化节庆及演艺
活动，引起国际国内主流媒体的关注、
聚焦，借力对双塔区进行大范围、大规
模的宣传营销，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文化节庆及活动品牌。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如今，
旅游已由少数人的奢侈消费变成了普
通人的大众消费，而双塔区坐拥辽西北
旅游板块中较为丰富和典型的资源，用

“全域旅游”来对接“大众旅游时代”，可
谓恰逢其时。

何 剑 成 文

开发新品
提升全域旅游水平

处处皆风景 徐徐入画来
——朝阳市双塔区整合资源发展全域旅游纪实

“这里的生态真好，满眼绿
色，空气清新，让人心情舒
畅。”2018年8月，在国家级森
林公园凤凰山，来自内蒙古的
王先生对这里的生态环境赞
不绝口，“下次还想再来。”

凤凰山作为国家级森林
公园和4A级旅游景区，集自然
景观和文物古迹、人文景观于
一体，是双塔区乃至朝阳市旅
游发展的一张名片。近年来，
双塔区充分利用乡村振兴发展
和景区建设等优惠政策资金，
重点推进了景区供水、石阶路
改造、景区绿化等基础设施项
目的建设。投资近200万元完
成了主山门两侧近13.33公顷
绿化种植，在景区内栽植暴马
丁香（西海菩提）打造菩提花
海，对山门北侧、吉象湖、摩崖
佛龛进行花卉种植，景区形象
大有改观。投资55万元提高
王秃子河两岸生态环境及抵御

洪水的能力，治理河长 2300
米，修建道路3400米。

如今，吃农家饭、住农家
院、看农家景、享农家乐已成
为一种时尚。越来越多的农
民依托乡村旅游资源吃上“旅
游饭”。桃花吐镇围绕景区景
点着力打造集千亩桃园、风力
发电观光区、湿地观光旅游
区、现代农业采摘区、温泉度
假疗养区及李家窝铺祈福餐
饮娱乐区于一体的“一园五
区”现代旅游产业。长宝乡骆
驼山子村以骆驼山梨花节、采
摘节、农家乐、自然景观为载
体，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目
前，骆驼山乡村生态景区已经
成功举办七届梨花节，农家乐
发展到 39 家，景区年接待游
客近 30 万余人次。农家乐、
农产品经营收入200余万元，

“城市后花园”的影响力进一
步提升。

完善设施
促进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山有山色，
河有河美。村有
村情，民有民风。
一条路穿起一片

景点，一处风景带动一片村
镇发展。近年来，朝阳市双
塔区按照“文化引领、旅游带
动、产业融合、协同发展”的
总体思路，按照朝阳市委提
出的“161”工程重点任务，
积极推动全区旅游资源整合
开发利用，遵循全域、生态、
产业、文化的旅游发展理念，
走出一条全域旅游与城乡统
筹、产业融合、农旅融合的发
展道路，旅游业已经成为拉
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最具活
力的产业之一。

作为辽西北重点区域，双
塔区充分发挥乡村各类资源
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产业，利用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把双塔
旅游做大做强。

孙家湾大枣、长宝梨、荒
甸子小米等特色农产品作为
双塔名牌得到进一步发展壮
大。孙家湾镇以大枣产业为
龙头，以近万亩大枣林为依
托，形成以休闲避暑、秋季采
摘、农家风味餐饮为特色的
休闲旅游模式；骆驼山子梨
花 谷 有 梨 园 面 积 333.33 公
顷，各种特色梨树近 30 万株,
百年以上老梨树近千株，有
千年梨王、百年蒙古桑、五柳
兄弟、骆驼隐迹等 26 处自然

景观，已经成为骆驼山旅游
景区的金字品牌。他拉皋镇
开发香槐生态农庄，打造了
75 眼窑洞，每眼 60-70 平方
米，主要以认养的形式经营，
现已全部竣工，有 50%被认
养。香槐生态农庄利用节假
日出租形式，对外出租，合作
社收取一定的管理费，2018
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成功
接待北京游客百余人，为全
域游奠定了坚实基础。组织
2018 年“中国旅游日”系列活
动，参加第十届中国国际旅
游商品博览会暨第十届中国
旅游商品大赛和 2018年—东
盟博览会旅游展，对外推介
双塔旅游资源与旅游线路，
取得显著效果。

整合资源
探索乡镇旅游新模式

便捷舒适的目的地环境，是全域旅
游建设的基础。双塔区以市场需求为
一切出发点，积极协调各部门职能职
责，凝聚合力，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良
好的发展环境。

将生态环保建设放在首位，积极推

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实施“绿化、
美化、亮化、净化”工程，形成遍布全区
的绿地体系和一园一特色的景观格
局。充分挖掘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以

“三燕文化”为主要旅游元素，设计全域
景观、雕塑、路灯、建筑，展现独有旅游

风采。未来三年，该区将加强智慧旅游
建设，强化游客集散中心建设，通过规
划骆驼山子旅游服务中心、桃花山庄风
景区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旅游接待和
服务能力。积极开发旅游商品，推动特
色商品和土特产品走旅游营销之路。

优化环境 提供更加优质服务

在“全域旅游”已经上升到国家战
略且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如何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做好品牌建设，让旅游成
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强力支撑是双塔区
委、区政府倾力打造的着眼点。

构建“1+3+1”旅游执法与管理体
制。为让旅游市场秩序走上正轨，市
场环境得到净化，双塔区设置旅游警
察大队、旅游巡回法庭和旅游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促进各部门之间综合
协作平台的构建，形成旅游市场综合
协调机制。

深 入 推 进“ 先 旅 双 塔 ”体 系 建
设。将“先旅双塔”理念融入全区的

产业、交通、城乡、文化以及环境等方
面建设，文化以“旅游为先”激活魅
力；产业以“旅游为先”调整结构；交
通以“旅游为先”保障畅通；乡村以

“旅游为先”美化家园，全面提升旅游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加强旅
游与各个社会领域的关联度，构建以
旅游发展为核心引领的全域旅游发
展体系。

迅速推广“燕都万花双塔”主题品
牌。实施“走出去，引进来”“以外带
内，以动带静”全新营销模式，重点实
施“互联网+”多元营销策略，强化与携
程网、同程网、马蜂窝网等传统旅游

OTA营销渠道合作推出定制化旅游产
品；拓展线上商务销售渠道及借势抖
音、微信、微博等大众传播平台和自媒
体社交平台，开通双塔区旅游推广专
页，树立“燕都万花双塔”全新旅游形
象品牌。

积极申报旅游景区建设。优先创
建凤凰山风景名胜区 1个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积极申报双塔历史文化旅游
城、凤凰洞酒文化园、大凌河风景区 3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加快创建龙腾
苑、桃花山风景旅游区、骆驼山子风景
区3个国家3A级景区，为双塔区创建全
域旅游示范区打下坚实基础。

做好品牌 夯实全域旅游形象基础

核心
提示

慕容街喜迎八方宾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