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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在凌源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和在东北振兴座
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解放思
想，强化使命担当，奋力推动开发区
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争创国家级开发
区增添新的动能。

辽宁省突破辽西北、“一带五基
地”等重大战略实施以来，朝阳凌源

经济开发区从全市经济发展实际出
发，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活动。坚持
走出去，向先进地区学习成功经验，
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先后组织人员
赴 山 西 综 合 改 革 示 范 区 晋 中 开 发
区、安徽郎溪、苏州工业园区、济南经
济开发区、大连金普新区等地进行实
地考察，积极学习借鉴人事制度、绩效
工资、审批模式、“管委会+公司”等一
系列体制机制创新成果，极大地开阔
了发展视野。

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充分释放
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区位优势，在原
有产业基础上，积极梳理产业链条，
调整产业结构，将现代钢铁、汽车制
造、新材料、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作为
今后一段时期重点发展的四大主导
产业，发展思路清晰，发展目标明确，
发展成果较好。

2019年，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围
绕四大主导产业，通过主攻京津冀抓
招商、落地项目抓建设、投产项目抓

达效，进而持续培育产业不断发展壮
大。全年共签约项目 70个，计划投资
113.34亿元。其中，落地项目38个，引
进域外资金77.76亿元；全年共实施项
目 79 个。其中，新建项目 61 个，续建
项目18个，总投资106.33亿元，完成投
资22.3亿元，同比增长37%。

纵观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产业
培育和经济发展，均已呈现出持续稳
步增长的良好形势，多项指标创历史
新高。

思想解放添动能 凝心聚力谱新篇

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牢固树
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
发展理念，理清发展思路，持续加
快现代钢铁、汽车制造、新材料主
导产业集群建设进程，各产业集
群均以龙头企业为带动，配套产
业链条不断完善、产业承载平台
建设持续加大，一个个产业园区
连线成片，一个个布局合理、特色
鲜明、集群发展、竞争力强的现代
产业体系正在崛起。

现代钢铁千亿产业集群突
飞猛进。长期以来，以凌钢为主
的钢铁产业一直是朝阳市工业
乃至全市经济的主导产业，依托
现有钢铁产业基础和产品特色，
以做优增量、调整存量为目标，推
动资源优化整合，加快实施“建
链、强链、补链”，优化产品结构，
推动装备升级，提升产品品质，
增加高端化、精品化、差异化的
产业项目，建设绿色、节能、先进
的装备体系，建立标准化、检验
化、可追溯、信息化“四位一体”
质量体系，以钢铁板块为主体，
物流产业为支撑，焦化、钢铁精
深加工、环保产业协同发展，探
索发展氢能产业，形成产业集聚
效应、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实
现现代钢铁产业促进先进制造
业的发展模式，全面提高产业集
群竞争力。目前，围绕凌钢已形
成了约 230亿元产值规模。2019
年，又新引进了投资 63 亿元年
产 300 万吨焦炭项目、投资 18.6
亿元的传化致远金融物流港项
目，为现代钢铁产业的发展增添
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现已集聚腾
钢机械、钢达集团、正达液压、三
沅环保等 30 家重点企业，产业
链条日臻完备。为进一步快速
壮大产业集群，规划建设 1.5 平
方公里的现代钢铁循环产业园，
利用焦化附产的焦炉煤气、煤焦
油、粗苯等资源，发展焦炉煤气
深加工、煤焦油深加工、粗苯深
加工三大产业链条，全力引进煤
焦化工精深加工产业项目。最
终将产业园打造成为以钢铁产
业为主体，物流产业为支撑，焦
化和钢铁精深加工产业协同发
展的冶金材料产业园区，探索发
展氢能产业，成为全市经济增
长极。在今后的发展中，将充
分发挥凌钢集团主体优势和巨
大的铁矿资源优势，大力引进
配套钢铁产业项目集聚发展、
产业链条上下拓展、相关产业
融合共进的思路，全力打造产
业体系完整、具有一定竞争力的
现 代 钢 铁 产 业 集 群 。 计 划 到
2025年，引进脱硫脱硝等化学药
剂、环保设备及易损件、镀锌板、
镀锌管、精密铸造等上下游产业
链项目及金融商贸配套服务项
目 60 个以上，新增产值 500 亿
元，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辽、
冀、内蒙古地区冶金新材料和冶
金装备生产基地。

汽车制造产业集群重振雄
风。早在上世纪60年代，凌源就
已具备独立、完整的商用车生产
体系，现拥有一汽凌源、凌源凌河

及凌河新能源商用车3个整车生
产资质。以“三部车”为牵动，大
力引进专用车、特种车以及汽车
零部件项目，以航天科技集团科
研和技术优势，积极发展氢能源
商用车，推动汽车制造全产业链
发展。通过近几年的培育，产业
的发展已实现新旧动能转化，一
汽凌源在传统轻卡生产的基础
上，又大幅增加了皮卡、纯电动轻
卡、洒水车、垃圾清运车等，涵盖
了商用车领域多种车型，建立健
全了完整的产品体系。航天凌河
汽车现已建成并投入生产，以航
天技术研发优势，在重卡、轻卡、
军车等研发、生产基础上，又成功
获取了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
源商用车的生产资质，这将为全
市纯电动商用车的生产奠定坚实
的基础，也为氢能源车生产体系
的建立埋下了伏笔。在培育两大
龙头企业的同时，开发区又强化
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平台建设，现
产业园内已新集聚富华专用车、
凌宇重工特种车、恒瑞汽车冲压
件、红山铝合金活塞和缸套、柳源
汽车桥箱、连大星际汽车冲压件
等汽车零部件企业30余家，产业
配 套 体 系 日 趋 完 善 。 计 划 到
2025 年，实现整车产能 16 万辆，
汽车的零部件域内配套供应率达
到60%以上，集群年产值达到220
亿元以上，力争成为辽宁省乃至
全国重要的商用车基地。

新 材 料 产 业 集 群 独 占 鳌
头。开发区依托石灰石、硅石、
白云石等矿产储量丰富和品质
高的资源优势，成功引进了投资
8.6亿元的炜盛年产 21万吨高性
能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项
目，已具备东北地区最大的玻纤
生产规模，该项目两条生产线累
计用时 10 个月就已建成并投入
生产，产品销售市场一片大好、
供不应求，现已生产玻璃球体
4.2 万吨，玻璃纤维 1.8 万吨，实
现 产 值 1.6 亿 元 ，税 收 2300 万
元。目前，河北秦皇岛、任丘等
地的大部分玻纤深加工企业均
已将项目转移和发展的目标定
位在凌源。在下一步发展中，将
依靠中科院、南京玻纤研究院等
科研优势，围绕辽宁炜盛新型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中国建材集
团、九江集团、辽宁世之源新材
料公司等产能和市场优势，计划
到 2025 年，引进玻璃制品、玻璃
纤维、建筑材料、装修装饰材料、
风电设备、铁路航空内饰材料等
高品质原料、玻纤制品、非金属
资源精深加工、石墨烯配套产业
企业 60 家以上，全产业链集群
产值实现 80 亿元。打造东北最
大的高性能玻璃纤维及制品和
新型复合材料生产基地。

纵观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各
产业发展定位，与我省打造的“一
带五基地”高度契合，开发区将进
一步通过充分释放资源优势、产
业优势、区位优势，力争逐步培育
发展成为辽宁省“一带五基地”建
设的示范区。

王建伟 李国恩

产业培育抓重点 发挥优势助振兴

回顾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近年来
的成长过程，不能不提及一个关键词
——创新。面对开发区招商引资、产
业发展、土地保障、项目建设、融资等
一系列难题，凌源市委、市政府和开发
区一班人持续加大招商引资政策优惠
力度，创新审批制度改革，健全职能机
构，创新管理机制，按照朝阳市提出

“161”工程的战略部署，创造性地实施
各项重点工作。

发展思维的创新，使朝阳凌源经
济开发区发展的格局进一步扩大。
凌源市在“五区联动”的基础上，以开
发区为核心，率先将万元店新市镇、
小城子农产品加工园区、热水汤景区
一并划入开发区管理，按照“一核”

“两翼”“两融合”进行空间发展规划
布局，打造凌源城市北部产业发展经
济区。其中，“一核”指开发区工业核
心区，重点发展现代钢铁、汽车制造、
新材料产业；“两翼”指小城子农产品
深加工产业经济带、万元店综合配套
服务和热水汤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带；

“两融合”指的是产业发展融合，即工
业、农业、综合配套服务和旅游产业
相融合；产城相互融合，加快开发区
产城一体化发展进程。同时，充分依
托本地石灰石、硅石、白云石等非金
属矿产资源和土地、闲置国有资产等
生产要素，将全市南部 9 个乡镇联合
组成朝阳凌源南部新材料飞地经济
区，形成凌源南、北经济区联动发展
的产业布局。从总体上看，全市以开
发区为核心的工业经济发展格局清
晰，发展潜力巨大。

服务手段的创新，产生了项目建
设的“热点效应”。朝阳凌源经济开
发区首创实施“模拟审批”制度，破解
土地指标有限，办理土地组卷、报批
手续时间长，项目建设单位在没有土
地手续的情况下无法办理其他审批
手续、无法开工建设的瓶颈制约。朝
阳凌源经济开发区在省内率先出台
了《凌源市重点投资项目模拟审批实
施细则》，同时成立了凌源市重点投
资项目模拟审批领导小组，建立了联
席会议制度，积极破解招商项目落地
难问题。细则实施一年多来，18 个
重点项目因大幅缩减审批周期而受
益。比如，辽宁炜盛新型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高性能玻璃纤维
池窑拉丝生产线项目，按正常土地手
续批复再开工建设至少需要一年左
右，然而该项目第一条生产线仅用了
6 个月、第二条生产线仅用了 4 个月
就已建成投产，刷新了全市项目建设
投产纪录。开发区全面落实“项目管
家”制，抽调班子成员、中层干部组成
专门服务团队，进行“一对一”全程帮
办服务，对每项手续办理都明确责任
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对项目在
立项、环评、规划、土地、林业等手续
办理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集
中会诊、把脉定向，找出解决问题的
办法。强化督查考核，及时跟进督
查，及时反馈落实情况，对推进不力、
推诿扯皮、贻误工作的部门和个人予
以通报、严肃问责。

投资机制的创新，产生了招商引
资的“洼地效应”。为确保项目能够
招得来、留得下、发展得好，朝阳凌源
经济开发区新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进而促使炜盛玻纤、致远物
流、三沅环保等一大批契合发展导
向，发展前景好的重点项目纷至沓
来。在优惠政策的具体实施上，一是
对符合《突破辽西北省财政项目资金
补助》要求的项目，按固定资产投资
额最高给予 30%资金补助，单体项目
不超过 3000 万元。二是对符合《朝
阳凌源经济开发区工业项目招商引
资优惠政策》规定的项目，实行“零地
价”；对租用厂房的，最高可享受 5 年

“零租金”；对购买厂房的，可按建设
成本核算 10 年分期付款。三是出台
了《凌源市对招商引资引荐者的奖励
办法》，对引进项目的引荐者给予 10
万元至 50 万元奖励。四是在引进人
才方面给予资金支持，无条件享受

《凌源市高层次人才享受企业股权激
励的优惠政策》《凌源市吸引和留住
高层次人才的暂行办法》和《凌源市
人才服务全面振兴三年行动计划》等
相关扶持政策。

管理体制的创新，产生了全方位
联动服务的“海潮效应”。凌源市委、
市政府围绕开发区发展大局，牢固树
立核心意识、大局意识，在财力、物力
的要素保障基础上，重点强化管理体
制和机制改革，进而有效加快推进产

业发展。在强化产业平台建设上，成
立“五个一平台”及产业集群建设推
进办公室。具体在推进产业园建设
上，创新设置了园长、包扶管家、招
商顾问、项目秘书 4 个层级推进体
系。在强化招商引资队伍建设上，
以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为主体，新
成立了由 7 名朝阳市直挂职干部和
凌 源 市 5 名 乡 镇 街 人 大 常 委 会 主
任、2 名乡镇副书记组建的 14 个京
津冀招商局，有效提升了招商引资
的专业性、精准性，大幅提高了招商

的成功效率。在创新工作衔接方式
上，与市直部门建立协调联动、齐抓
共管的工作机制。同时，开发区全力
打造“亲”“清”的保姆式服务环境，
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大幅提升；在薪
酬分配上采取“基础工资+绩效考核
工资”的管理模式，在干部提拔用人
上，重点选拔任用年轻的优秀干部，
完全打破事业身份限制，并已全面实
施“五个一批”管理方式，形成了人员
能进能出、岗位能上能下、待遇能高
能低的用人机制。

改革创新促发展 实干担当有作为

从举世瞩目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公园往西9
公里，有一片投资创业的热土——朝阳凌源经济开
发区。开发区缘何能够在自身底子薄、外部经济形
势严峻的复杂局面中脱颖而出？其充沛的生机与激
情从何而来？

答案当然是项目。
年关岁尾，天寒地冻，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内

却是一片机器轰鸣的火热景象：世界500强企业

航天科技集团在此投资20亿元建厂；世界500强
企业浙江物产物流、中国500强企业中国传化集
团和浙江机电集团联手投资18.6亿元建设朝阳致
远金融物流港项目；全国煤化工行业“龙头”旭阳集
团与上市企业凌钢集团强强联手，计划投资63亿
元上马焦炭项目；广东三沅集团将战略投资目光聚
焦于此，一期厂房落成后，吸引海尔集团到此考察，
为其配套生产冰箱智能滑轨项目已经成功落户；总

投资20亿元、占地近53.33公顷的新型复合材料
产业园正在建设，龙头企业辽宁炜盛新材料公司已
经完成两条年产14万吨高性能玻璃纤维池窑拉丝
生产线……

项目是发展的引擎，项目是崛起的支撑，项目带
来生机。

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内，项目建设的东风为当
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核心
提示

拉长拓宽产业链 推动高质量发展
——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以项目建设加速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辽宁炜盛新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玻纤织布车间。

凌源钢铁集团厂区。 本版图片为资料片

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图。

航天凌河汽车生产的重卡、轻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