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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辽阳石化公司10分钟车程，
就是全球第二大、亚洲最大的工业铝
型材研发制造企业——忠旺集团。

5月6日上午，在忠旺集团轨道车
体制造车间，刚刚用一台摩擦搅拌焊
机焊接完一个地铁铝合金车体侧墙部
件的车间副主任米东，转过身、抬起头
来对记者说：“这台设备能做到铝合金
板材焊接一次成型，代表了当今铝合
金焊接技术的前沿水平。”

31 岁的米东在忠旺工作 5 年时
间了。从最初的普通员工到今天的
车间副主任，米东进步很快。米东
说，“照比我刚来忠旺时，车间的设备
在数量、种类和质量上都提升了很
多。过去轨道车体和汽车车体都在
这里加工完成，现在汽车车体加工单
独分出去，产品分工越来越细化，工
艺水平显著提升。”米东的快速成长、
车间设备不断增加、产量大幅提升和
产品加工精细化，正是忠旺集团快速
发展的缩影。

“1993 年集团刚成立时主要生产
建筑铝型材。2002年第一次转型，开
始发展工业铝挤压业务；2011年第二
次转型，将业务板块延伸至深加工和
铝压延材业务；2016 年第三次转型，
从高端的铝加工材料供应商转型为轻
量化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集团快速
发展壮大、完成三大战略转型，忠旺集
团副总经理许多对此清清楚楚，了如

指掌。
三次转型，一步一个新台阶，步步

奔高端，其背后是忠旺集团坚持不懈
的企业自主创新。许多告诉记者，重
视高精尖技术的研发创新、重视高附
加值项目推进、重视高端铝产品生产，
用创新的发展路径加快转型升级，不
断提高供给质量，确保了忠旺集团始
终保持高质量发展态势。

忠旺集团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国家轻量化材料及成型技术与装
备创新中心等多个创新平台，并拥有
设备先进、配套设施齐全的铝加工生
产基地，拥有抢占高端领域市场的竞
争能力。

许多告诉记者，目前忠旺集团
研发的产品已涵盖新能源全铝电动
车及客车、轨道交通、机械工程、电
力电子和用铝合金模板替代木质模
板的绿色建造等多个领域，以全铝
轨道车辆、新能源汽车、特种车辆、
航空航天、船舶、铝合金模板、家具
等为代表的铝加工系列产品已成为
忠旺集团向世界展示发展成就的重
要名片。

忠旺集团上市公司中国忠旺近
日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一季
度，中国忠旺营收大幅增长 74.1%，
达62亿元；毛利按年增长62.3%计，达
17.7 亿元；纯利按年增长 15.4%计，
达 6.2 亿元。

自主创新 勇立潮头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忠
旺集团汽车模具冲压件制造厂的青年
钳工王明博最近火了——“五一”前夕，
他成为辽阳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通过各级工会组织的各种技能
大赛、技能比武、技能培训等载体，
王明博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得到
大幅度提升，并在去年第六届全国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上取得优异成
绩，展现了辽阳青年技工的风采。

多年来，辽阳市总工会以职工
技能大赛和职工职业技能培训为抓
手，积极为职工技能提升搭建平台，
使一批批青年技工不断成长起来。
去年，辽阳市围绕芳烃及精细化工
和铝合金精深加工两大千亿元产业
集群用工需求，举办了理化分析、化
工分析、虚拟现实 VR 设计、焊工、
冲压等11项职工技能大赛，以赛代
训，提升职工技能水平。

此外，新创建省级劳模(职工)
创新工作室3个、市级劳模(职工)创
新工作室 13 个，通过开展劳模(职
工)创新工作室创建活动，带动职工
学技能、搞创新。今年，该市总工会
还统筹指导县(市)区工会围绕主导
产业和特色产业,开展劳动技能竞
赛，搭建起职工成长成才平台。

搭建生长平台

提升职工技能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近
日，蒂森克虏伯富奥辽阳弹簧有限
公司生产的汽车稳定杆等 31 个产
品被辽阳市政府命名为2018年辽阳
名牌产品。这是辽阳市深入实施质
量强市战略，加速“辽阳产品”向“辽
阳品牌”升级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实施品牌战略是引领带动经济
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适应新
时代新阶段的必然选择，是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和深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方向。
近年来，辽阳市坚持以质量第一为
价值导向，积极出台质量品牌提升
新举措，鼓励企业全面加强质量管
理，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充分发挥品
牌效应，创新和研发出更多更优质
的品牌产品。各县(市)区和有关部
门还通过积极推荐、企业申报、专家
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有效地推动
质量品牌提升。一大批质量管理先
进、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知
名度高的企业和品牌茁壮成长，推
动了全市经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

实施品牌战略

新增31项名牌产品

舞活龙头产业兴
——辽阳加快两大产值千亿元基地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郑有胜

时光能勾勒出年轮的更迭，也必将刻下
奋斗者发展求索的足迹。

站在2019年夏季这一时间节点回望，从
辽阳石化“一枝独秀”，由“大化纤”向“大炼
油”“大芳烃”的产业转型升级，再到忠旺集团

从建筑铝型材向工业铝型材成功转型并成为
全球第二大工业铝型材研发制造商的强势崛
起……辽阳工业发展步伐铿锵有力。国有企
业勇担使命，在深化改革中披荆斩棘、破浪前
进；民营经济锐意进取，不断发展壮大，创新

发展浪潮奔涌。
5月上旬，记者穿梭于太子河两岸，走

企业，进车间，下基地，与工人师傅交谈，从
一线工人的身上感受辽阳工业发展的今昔
变化。今天的辽阳，正以辽阳石化和忠旺

集团两大企业为龙头，倾力打造芳烃及精
细化工和铝合金精深加工两大产值千亿元
产业基地，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激发创新驱
动活力，不断朝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阔步
前行。

“我三爷爷，辽化刚建时就来
了。当时为解决粮棉争地问题，辽
化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国产的确良化
纤原料。按照当时的年产量，如果
全纺织成的确良，可保证每年全国
人均‘七尺布’，不但为国家节约了
28.7 万公顷耕地，而且摆脱了我国
对进口化纤原料的依赖。”5月5日，
辽阳石化芳烃厂重整车间白班班长
米哲夫讲述老一辈辽阳石化人牢记
使命、为党分忧、胸怀全局、产业报
国的故事，倍感自豪。

41 岁的米哲夫在辽化工作已
经有 23 个年头了。他的三爷爷米
世泉、父亲米润田、母亲和岳父岳母
及爱人都在辽化工作。尽管经历时
期不同，但是三代人却有着共同的
梦想，使命担当、产业报国，成为他
们共同的责任和追求。即使在辽化
因“小油头、大化纤”产业结构性矛
盾突出，纤维产品竞争力下降，企业
效益下滑的情况下，即使是企业连
续 12 年亏损，包括米哲夫在内的
1.33 万名辽化人仍充满精气神，甘
于奉献，他们产业报国的情怀始终
没有丢。

这种使命担当，体现在深化企
业改革求索中。时钟拨回到 2017
年，辽阳石化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
坚定笃行“三个推进”，他们拿出壮
士断腕的勇气，以奋斗的姿态抓党

建、促改革、严管理、调结构。通过
不断深化薪酬制度改革、深化组织
机构改革、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深
化集体企业改革、深化矿区业务改
革……让辽阳石化改出了活力、改
出了动力、改出了效率，也改出了大
效益，一举摆脱连续 12 年亏损，摘
下了特困企业的帽子。

这种使命担当，通过重大项目
建设得到有效验证。总投资 52.65
亿元的辽化俄油项目，是被列入国
家石化产业发展布局和第二轮东北
振兴计划的重点工程。该项目从建
设到投产，辽化仅用 580 天时间便
完成了，不但创造了中国石油炼油
项目建设开工史上的新标杆，而且
创造了安全工时1.5万多个小时、安
全事故为零的纪录。

这种使命担当，已成为辽化人
勇于在困境中爬起，再展雄风，继往
开来的精神力量。“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和加快
干部作风转变，如今的辽阳石化已
彻底走出低谷，开始扬帆远航。”陪
同记者采访的辽阳市工信局主管宣
传的科长朱毅说。

在辽阳石化油化厂中心控制
室，大屏幕上显示着各大装置画面，
工作人员端坐在电脑前注视着各项
数据变化，俄油项目新建的渣油加
氢、催化裂化等11套装置及改扩建

5套装置正在平稳运行。
去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辽化考察时到过这里。总书记强
调，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
优做大。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
导，必须一以贯之；国有企业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也必须一以贯之。我
们要沿着这条路笃定踏实地向前推
进。并勉励辽化要当好国有企业的

“种子队”。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践行“两个

一以贯之”，当好国有企业的“种子队”
的责任与担当，辽化人激情满怀。继
2017年一举摆脱连续12年亏损后，
2018年企业又实现利税83亿元，创历
史最高水平。今年一季度，辽阳石化
加工原油231.9万吨，增值税、消费税
分别增长124.7%和147.3%。

眼下，辽阳石化正抓紧实施
30 万吨/年聚丙烯、芳烃联合增效
改造、增产邻二甲苯改造和焦化
装置改造项目，为高质量发展加
油助力。

肩负新使命，奋楫再出发。展
望“十四五”，辽阳石化将进一步推
动高质量发展，打造“双百”工程，推
进企业由炼油“燃料型”向化工“材
料型”转型升级，持续做强做优做大
企业。

牢记使命，产业报国，辽化人永
远在路上。

深化改革 重塑辉煌

“如果把辽化比喻为龙头，那么
我们企业就是龙身。作为辽化芳烃
产品产业链的下游企业，我们的主要
产品是生产环氧乙烷及衍生精细化
工新材料。”奥克集团总裁助理梁军
对记者说。

依托辽阳石化，奥克集团凭借自
主研发的精细化工高新技术成果，坚
持“立足环氧，创造价值”的发展理
念，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精细化工产业
向战略性精细化工新材料等新兴产
业转型，成为目前国内环氧乙烷精深
加工新材料行业中的龙头企业，也成
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晶硅切割液制
造商和国内最大的混凝土减水剂聚
醚制造商。

同样依托辽阳石化，科隆精细
化工专注于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的
研发和应用。总投资2亿元的年产
10万吨聚羧酸减水剂项目建成后，
每年将利用辽阳石化环氧乙烷产品
3万吨，每年可实现产值7.5亿元、利
税1.35亿元。

依托辽化和忠旺两大龙头，辽阳
加速打造芳烃及精细化工和铝合金
精深加工两大千亿元产业基地，这是
辽阳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确定的“十
三五”期间重要发展目标。目前，该
市正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开展招商
引资活动。全市还通过开展“五包五
促”“千名干部包千企”等活动，为两
大基地建设保驾护航。

龙头舞起产业兴。在辽化和
忠旺两大龙头企业带动下，辽阳两
大基地建设快速发展。芳烃及精
细化工产业基地，已累计完成投资
548 亿元，基地内有规模以上企业
29 户，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525.9
亿元，同比增长 41%。铝合金精深
加工产业基地，现已发展规模以上
企 业 5 户 ，规 模 以 下 企 业 18 户 ，
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 520 亿元，同
比增长8%。

今年一季度，以辽化和忠旺两
大企业为龙头的石化、有色金属加
工业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
率超过 90%，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发
展的主引擎。

龙头舞起 产业旺盛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辽阳市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同步改
善农村人居条件和生态环境。他们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使得全
市乡村的环境质量日渐提升，农民的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一幅美
丽生态、美丽经济、美丽生活“三美融合”的美丽宜居新乡村画卷
正在徐徐展开。

今天，我们通过一组摄影大赛获奖作品，来展示辽阳市在美丽
乡村建设中所取得的新成就，感受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新变化。

美丽乡村入画来

影像志 YINGXIANGZHI

《花里山村》。 赵连富 郑涵中 摄

《人欢鱼跃》。 郑涵中 摄

《天光沐浴通明山》。 杨振华 摄

《村娃》。 魏烈群 摄 《织锦》。 梁志新 摄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为
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促进民
营企业发展，辽阳市“百亿送贷行
动”今日正式启动。2019 年“百亿
送贷行动”的目标是，力争实现全年
投放贷款5亿元。

去年，辽阳市通过开展“百亿送
贷行动”，累计送贷 5.16 亿元，为优
化全市营商环境、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今年，辽阳市将
进一步创新工作载体，抓好市场监
管和金融机构融资合作新平台建
设，促进“百亿送贷行动”服务效能
不断提升。该市将通过组织开展

“送贷进园区”“送贷帮创业”“送贷
到产业”“送贷促增收”“送贷助转
型”等主题活动，为县域经济发展、
企业转型升级、特色乡镇建设和脱
贫攻坚提供金融支持服务。

百亿送贷行动

破解企业融资难

辽阳时讯SHIXUN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记
者 5 月 15 日获悉，辽阳市在简化
土地、规划、核准、施工许可审批
等 18 项流程后，项目审批时长缩
短 5 个月。

电网工程项目建设快与慢直接
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辽阳市紧抓审
批改革关口，精简审批流程，在对国
网辽阳供电公司简化优化行政审批
时，通过优化部门内部及部门之间
工作流程，简化了土地、规划、核准、
施工许可审批流程等 7 个方面、总
计18项流程，为电网项目建设建立
绿色通道，使得每个电网基建工程
项目行政审批时长缩短5个月。

按照“能并则并、能简则简、分
类处理”的原则，辽阳市营商局将有
关部门聚在一起，当场进行要件审
核，对用地预审、绿化许可、掘路许
可等环节实行并联审批、同步操作，
特殊、紧急电网项目建设工程规划
实行分段审批，确保项目各项手续
在最短的时间内办理完毕。此外，
在项目核准、规划、消防等手续办理
中，该市实行“企业承诺、以函代证”
的办理方式，积极提高办理效率。

简化18项流程

审批时长缩短5个月

辽阳石化焦化车间员工正在进行安全监测。 卢守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