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 年 11.9 亿元、1952 年 45.3
亿 元 、1978 年 307.4 亿 元 、1988 年
1112.4 亿元、2005 年 10814.5 亿元、
2018 年 26066 亿元……这条工业产
值的上升曲线，标注了辽宁工业不
平凡的成长轨迹。

第一炉铁水、第一架喷气式歼

击机、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台大型
起重机、第一台卧式镗床、第一台国
内自主设计的蒸汽机车……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千余个“第一”，彰显了
辽宁工业卓越的贡献。

70 年，辽宁工业的责任与担当
始终未变；70年，辽宁工业的创新与

发展不曾停歇。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

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的深刻复
杂变化，我省正视工业发展中存在的
差距与不足，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
战略定力和耐心，聚焦“高质量”，落
实“新理念”，做强“供给侧”，传统产
业持续改造提升，新兴产业不断培育
壮大，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价值链、产
业链中高端迈进，辽宁工业正在“新”
起来、“智”起来、“壮”起来。

目前，我省工业体系更加完备，

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列举的41个
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工业行
业，九成左右在辽宁都能找到。产
业结构逐步优化，2018年，规上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8%；高
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8.2%；企
业活力持续增强，2018 年全省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9.8%，增速居于全
国第三位。

共和国工业长子，在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上，坚定转身，砥砺前行，
弄潮今朝。 （下转第三版）

工业长子 浴火重生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本报讯 记者张健报道 9 月
2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省委教育
工委、省教育厅组织全省各大中小
学开展“同升国旗、共唱国歌”辽宁
百万师生开学第一课活动。全省
5600余所大中小学共计600余万在
校师生参加活动。

从抚顺市雷锋小学，到毗邻东
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的本溪满族自治
县第四中学，从地处我国万里海岸
线最北端起点第一岛的东港市北井
子镇獐岛村小学，到位于大山深处
的岫岩满族自治县石灰窑镇洼塘小
学，从沈阳理工大学的兵器广场，到
大连海事大学体育场，雄壮激昂的

《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校园，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在每一
所校园，师生们挥舞手中的国旗，深
情放歌，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
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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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整改 见实效

蝶变·工业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
邹伟 王鹏）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2 日在京开
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
切会见全体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
问候和热烈祝贺，勉励他们弘扬人
道、博爱、奉献精神，改革创新、奋发
有为，为红十字事业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参加会见并出席
大会开幕式。

上午 10 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
大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
声。习近平等同代表们亲切握手，
不时交谈，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孙春兰参加会见并在开幕式上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辞。她说，中
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红十字事业取得显
著成就。站在新的起点上，红十字工
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的领导、
坚定正确方向，凝聚人道力量、保
护生命健康，深化改革创新、依法
履职尽责，开展国际援助、拓展民
间外交，努力为国奉献、为民造福。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红十字会会
长陈竺主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

席彼得·莫雷尔发表视频致辞，红十
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弗
兰西斯科·罗卡致辞，中华全国总工
会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代表群众
团体致贺词。会议为第47届南丁格
尔奖章中国获奖者颁奖，并表彰了
32个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先进集体和
10名先进工作者。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肖捷
参加会见，陈希、王勇、王毅参加会
见并出席开幕式。

习近平会见中国红十字会
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李克强王沪宁王岐山参加会见

开学第一课 全省百万师生“同升国旗 共唱国歌”

优化空间布局“拓”出新天地，
创新体制机制“激”出新活力，夯实
产业之基“转”出新动力……沈阳市
沈北新区正在全速打开“提质升位”
高质量发展通道。

上半年，沈北新区主要经济指
标增势向好。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13.1%。尤其是在减税降费的
大背景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创历

史新高，增幅 13.5%，在沈阳 10个城
区中排名首位。

以改革和创新为主线，锁定四
大主导产业，实施五大发展战略，沈
北新区空间布局日趋合理，发展能
量迅速积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生
态环境持续提升。

沈阳市新兴产业核心集聚区、
东北唯一“中国创新百强县”、国家

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高质量发
展路上，“实力沈北、大美新区”渐然
清晰。

新思路绘就新版图——
构建“3431”发展格局
“投资 7300 万元对生产线进行

升级改造，改造后将增加年产值 7.5
亿元；投资约 10 亿元建设的伊利酸
奶项目，预计2020年投产后，年总产
值可达 20亿元，年上缴税金约 6000
万元。”在伊利酸奶项目现场，伊利

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改造和新建
项目全部完成后，伊利在东北的发
展版图将更加优化，产品结构也将
多样化和高端化。”

伊利集团2005年在沈北新区建
设生产基地，见证了沈北新区十余
年的发展历程。一边升级改造老生
产线，一边增资扩产建设新项目，伊
利的开疆拓土也可以说是当下沈北
新区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升级
的一个缩影。

（下转第二版）

沈阳市沈北新区：“提质升位”打开高质量发展通道
本报记者 张艾阳 陶 阳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皮
毛一体，里外原皮原毛，体重 135 斤
以下能穿，一件750元，如果你喜欢，
请点击购买下单……”9 月 2 日，在
辽阳灯塔市佟二堡新市镇，雪美澜
迪皮草旗舰店线上销售在快手平台
上视频直播，仅一天时间就接到上
千件订单。

2017 年初，雪美澜迪入驻佟二
堡海宁皮革城二期，凭借新颖独特
的营销创意和良好的品牌信誉，雪
美澜迪利用快手平台迅速蹿红，粉

丝已超300万人。
近年来，辽阳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电商产业发展，下大力气扶持
和培育电商新业态，把电商产业发
展作为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突破口。灯塔市依托佟二堡

“中国皮草之都”优势，电商产业发
展迅猛。尤其是去年底以来，佟二
堡皮装裘皮经营业主纷纷通过快
手、抖音等网络直播平台，宣传、展
示、销售产品，做大电商产业。截至
目前，佟二堡已拥有6家大型直播中

心，有网络主播5000多人，其中明星
主播 1000 多人，人气最高主播吸引
粉丝近200万人，已形成完整电商产
业链条，推动全镇电商产业实现裂
变式增长。

佟二堡电商新业态爆发出巨大
能量。作为全国皮草生产、加工、销
售三大基地之一，佟二堡以往每年5
月至 8 月是皮装销售淡季，从事批
发零售的经营业户大多关门歇业
或外出购买皮草原料，整个市场显
得冷冷清清。然而今年不同，因为

有了网络销售平台，整个佟二堡皮
装市场线上销售异常火爆，呈现出
淡季不淡的景象。业户从全国各
地组织货源，通过直播在线上销
售四季服装、时尚用品、日用百货
等 ，其 中 秋 冬 服 装 已 形 成“ 买 全
国 、卖 全 国 ”局 面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今年 5 月至 8 月，佟二堡电商
平均每月销量达到 90 余万件，销
售额近 3 亿元，高峰时月销售额达
10亿多元。

（下转第四版）

佟二堡电商产业发展迸发强劲活力

本报讯 记者董翰博报道 总投
资达百亿元的圣丰沈抚科技小镇项
目、总投资达百亿元的绿地智慧科技
园项目……近期，多个重量级招商引
资项目相继落户沈抚新区，为辽宁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今年以来，
沈抚新区围绕主导产业不断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成果丰硕。

沈抚新区引资“磁场”之强，映射
出全省招商引资的持续向好势头。9
月2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今年前
7 个月，全省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
3124亿元，同比增长9.5%。

在引进内资方面，1 月至 7 月，全
省引进国内资金项目1542个，实际到
位内资 2968.7 亿元，同比增长 13.5%。
其中新建项目710个，到资831.6亿元，
占总额的 28%；续建项目 832个，到资
2137.1亿元，占总额的72%。

重大项目依旧为全省招商引资
稳步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今年前
7 个 月 ，全 省 到 资 1 亿 元 以 上 项 目
484 个，到位资金 2629.4 亿元，占总

额的 88.6%，其中到资 10 亿元以上项
目 51 个，到位资金 1384.1 亿元，占总
额的46.6%。

民营企业依然占据在辽投资“主
力军”位置。1月至7月，民营、股份制
及国有企业作为我省投资主力共到资
2523.8 亿元，占总额的 85%。其中民
营企业项目 580 个，项目数量超过股
份制及国有企业总和，到资 1200 亿
元，占全省总额的40.4%。

有感于发展环境之优，更多的外
资企业在辽加速布局。1月至7月，全
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65 家，同比
增长25.4%。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以来，省内各地更加积极踊跃地参加
一系列招商活动，推动招商引资稳步
增长。在引进内资方面，今年前7个月，
各市副市级以上领导带队招商 1347
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2.3%。其中“走出
去”活动365次，对接企业1802个，洽谈
项目1293个；“请进来”活动982次，对
接企业2564个，洽谈项目1362个。

前7月全省招商引资
实际到位资金同比增9.5%

到资1亿元以上项目484个，10亿元以上项目51个

本报讯 记者董翰博报道 “对
辖区内深井子街道鑫和小区目前没有
路灯、墙面地面破损等问题，立即组织
相关部门配置完善小区基础设施。”

“为实现沈阳片区和抚顺片区公交线路
同城，现已与沈阳市规划院共同研究制
定公交同城初步方案……”翻开沈抚
新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检视问题整改台账，新区提高人民群
众获得感的不懈努力跃然纸上。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沈抚新区瞄准根源、找
准差距，将检视问题贯穿主题教育全
过程，通过调查研究、征求意见等形
式，共检视梳理出六大类219项问题，
并明确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确保主
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针对 219 项问题，沈抚新区从思
想、政治、作风、能力等方面进行深入
剖析，逐项细化整改措施，能改的立即
改，一时解决不了的盯住改、限期改，
一件一件整改到位。其中，领导班子
查摆出的 38 项问题中，已经解决 20

项，正在解决的有 15 项，长期推进解
决的有 3 项；181 项班子成员问题中，
已经解决 68项，正在解决的有 99项，
长期推进解决的有14项。

成果惠及民生。沈抚新区通过基
层调研，以“幸福社区共同缔造”活动
为载体，积极推进22项民生工程项目
落实落地，包括汪家街道社区老年活
动室改造工程，深井子文化活动广场、
国公寨主路主街村庄美化工程等。此
外，新区还对辖区内 8 条主要道路上
的路灯进行了更换、修复，贯通了新区

“四横四纵”的路网格局。
成果提升服务。为让社区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服务，
沈抚新区积极推动基于互联网、自助
终端、移动终端的“互联网+政务服
务”建设向基层延伸。新区在李石经
济区下辖的4个社区（村）进行社区民
生事务全域通办（试点），涉及民政救
助、社会保险等 8类 82项便民事项可
通过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

“一站式”办理。

沈抚新区检视梳理问题219项

细化整改措施
提升服务民生能力

业界称她为全球脱壳机械制造专
家，13年来，她带领研发团队用12项国
家发明专利和46项实用新型专利，打
破行业壁垒，打造了国内外唯一专业
从事粮谷油料除杂、脱壳、分选成套设
备研发设计和制造的企业，链接起全
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从业企业。

在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
选表彰活动中，她被授予“优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

她叫张之一，是辽宁俏牌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9月1日，记者在俏牌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车间内看到，脱壳机正在高
速旋转，小到芝麻、大到核桃，各种原
料进入脱壳机后，最终成为一粒粒果
仁，经过深加工成为特种果仁、特种植
物油及蛋白等产品。

“我们的产品市场遍布全球，靠的
就是在脱壳机械制造行业内最权威的
专利发明。”张之一对记者说，“当时没
有任何资料能让我们参考，研发团队
摸着石头过河，（下转第二版）

专注创新成就世界级“脱壳专家”
——记辽宁俏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之一

本报记者 高华庚

努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访经济学家常修泽

详见五版▶

图为本溪市第十二中学师生在升国旗仪式后拼出“1949—2019”和“70”图案。 本报特约记者 杨忠军 林林 摄

新华社播发通讯

人民至上的生动实践
——共和国民生发展成就巡礼

■70年来，中国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衣着从穿得暖和到穿出品位，
饮食从吃饱肚子到吃出健康，居住从瓦片遮头到住得安心，出行从徒步跋涉到日行千
里……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坐标中，始终不变的
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延展的是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奋进足迹

详见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