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方面入手
推动老企业转型

按照朝阳市“161”工程部署和北
票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安排，开发
区从“推进思想解放、延伸产业链条、
扭住以商招商”3 个方面入手，下大
力气狠抓老企业对外合资合作。

2019 年，一批老企业合资合作
项目相继落地，万阳合金公司与承德
集富实达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建设投
资 3.5亿元的年产 120万吨阀体铸造
加工项目；华兴万达公司与山东金盾
轮胎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建设投资
2.2 亿元的异型工程内胎、实心胎生
产项目；宏发公司与肯德基合资合
作，建设投资 2 亿元的年产 2 万吨调
理食品加工项目；波迪集团与纳科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建设投
资 1.2 亿元的年产 5000 套实验室设
备项目；秉航非晶科技公司与大宇公
司合资合作，建设投资 1.6 亿元的通
用和非标准设备生产加工及研发项
目……

近年来，先后盘活防腐钢管、天
盛球团、盛达实业、荣盛球团、金鹏纸
业、吉玛仕、顺伯尔、润佑等“僵尸企
业”23户，入驻新企业22户。

面对日趋激烈的招商竞争形势，
北票市成立市招商引资委员会，统筹
推进全市招商工作。

大力推进飞地招商，建立和完善
“飞地经济”招商的考核和税收分成
机制，充分调动各乡镇街、部门向开
发区招引项目的积极性。经济开发
区、部门、乡镇街多方联动、合力攻
坚，实现了联合招商、联合推进、联合

服务的无缝对接。
截至目前，累计引进“飞地项目”

130 个，开工建设 94 个，落地项目实
现乡镇街全覆盖。一诺环保、壹众轧
辊、豪瑞汽车磨具、瑞峰佳建材等一
批“飞地项目”投产达效，县乡财政

“分灶吃饭”的支撑更加有力。
随着“飞地项目”纷纷涌入，为解

决承载能力不足的问题，2019年，北票

市大手笔集中规划了13.13平方公里
飞地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建设用
地共 1050 公顷，已全面启动 49 公里

“三纵九横”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立足“三集群”“双五园”产业定

位，2020 年计划新引进“飞地项目”
80个以上，每个乡镇街新落地项目2
个以上，其中至少有 1 个工业项目，
年内投产项目全覆盖。

调动各方积极性 大力推进“飞地招商”

务实贴心
打造星级服务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的
底气。只有栽下梧桐树，才能引得凤
凰来。开发区领导班子和各部门干
部不仅跑在一线、招在一线、拼在一
线，更是服务在一线。通过打出服务
组合拳，变管为帮，进一步提高了服
务效能，改善了投资环境。

落实重点产业园项目直通车制
度，朝阳市委、市政府，以及北票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与 10 亿元以上
产业园投资企业建立沟通交流机制，
确保问题在第一时间得到协调解决。

深入实施“项目管家”“项目秘
书”制度，副县级领导“一对一”结对
帮扶重点项目，建立全生命周期跟
踪服务机制，在税收、土地、融资、人
才引进、社保等方面给予企业大力
支持。2019 年，开发区选调 12 名优
秀工作人员组建项目服务科，专门
负责落地项目签约到投产期间的全
程服务工作；推进“零审批”和“模拟
审批”等审批制度改革，服务效率进
一步提高；成立 5 个重大项目现场
施工指挥部，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施
工工地每个角落，着力营造园区“有
求必应，无事不扰”的“五星级”服务
环境。

2019 年，开发区领导陪同外地
客商共度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并
将形成惯例在开发区延续下去，让
企业家在北票有归宿感和幸福感，
进一步形成了亲商、安商、养商的浓
厚氛围。

校企合作
服务地方优势产业

朝阳北票经济开发区一贯重视
校企合作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
现经济提质增效中的重要作用，不
断创新和完善合作机制，持续加大
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创业创新
环境得到明显优化，产学研合作成果
不断涌现。

校企合作，服务地方优势产业。
德众集团与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开
展智能装备研发技术合作。北煤集
团与沈阳建筑大学合作完成页岩渣
及小颗粒综合再利用项目；施可丰公
司与沈阳农业大学、朝阳高等师范专
科学校合作完成了矿物肥研发生产
项目；宏发公司与沈阳农业大学、朝
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合作完成鸡粪
无害化处理项目。

校企合作，激发企业生产活力。
开发区及企业先后与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辽宁科技大学、辽宁工程技术
大学等高等院校签订合作协议。秉
航非晶科技公司与北航专家合作推
进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全一矿业公司
通过与辽宁科技大学深入合作，已恢
复正常生产，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对华
源矿业、欣鑫膨润土等企业进行技术
指导，帮助其提升生产工艺。2019
年，开发区新签订校企全面合作协议
13个。

校企合作，培养专业合格人才。
以产学研项目为依托，着力解决产业
工人匮乏问题，开发区积极推进“企
业+技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做到教
有分工，学有专攻，教学配合，形成富
有特色的政府、企业、学校协同育人
模式。2019 年，共帮助企业协调用
工950人。

张 悦 成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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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提高行政效能，服务
经济发展，北票经济开发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
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
立创新引领的改革思维，持续推
进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激发内生
动力。

创新工作推进机制。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成立开发区项目建设总指
挥部，市委书记、市长任总指
挥，常务副市长、专职常委任副
总指挥，指挥部下设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项目服务、“飞地经
济”等 13 个工作推进组，把任
务和责任落到了实处。

深入实施审批制度改革。
开发区独立组建审批服务大厅，
具有市级审批权限，承接朝阳市
16个部门下放的101项审批权，
实现了区内审批一站式。推进

“放管服”改革，在朝阳市率先开
展了“零审批”改革试点。“模拟
审批+全程代办”让每个项目都
有审批服务局专人带着企业跑
手续，“区域评估+多评合一”让
个体项目不再进行重复评估，容
缺审批改变了原来材料不全不
能办的困境。2019年,开发区共
为企业办理审批事项500余项，

办理时限比法定时限缩短了
80%。

园区建设市场化。积极探
索实行“管委会+公司”模式，组
建辽宁宏源建设投资集团，隶属
开发区管理，承担开发区基础设
施建设任务，已具备建筑工程、
市政工程、水电工程等 7 项资
质。4年来，集团公司累计建成
标准化厂房 58 万平方米，修建
道路 67 公里、配套管网 120 公
里，栽植树木15万株。

完善激励机制。积极推行
绩效薪酬制度改革，北票市委授
予开发区中层干部任用自主权，
4 年来，先后选拔敢担当、肯吃
苦的优秀干部15人。完善招商
正负激励机制，制定《朝阳北票
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奖励办
法》，按照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给予引资人一定奖励，同时每
月将各招商队伍招商动态和招
商成果上墙公布，增强危机感和
紧迫感。

当前，开发区正在深入落实
最新出台的《辽宁省政府关于
推进全省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精神，加快完善
和创新招商引资、“管委会+公
司”、审批服务、人事薪酬、综合
监管等体制机制。

创新引领 持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开发区是北票市项目建设的前
沿 阵 地 ，是 县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主 战
场。北票经济开发区牢牢树立“一
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的
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环保装备、智能
装备、冶金化工、农产品深加工等主
导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极
大地增强了全市经济发展的“造血”
机能。

2019年，是开发区项目建设的攻
坚年，更是一个丰收年。这一年，开复
工项目达到71个，特别是投资10亿元
以上重点产业园项目，取得了令人振
奋的发展成果。

宏发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总投
资 30 亿元，以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宏发公司为主导，打造集种
鸡孵化、饲料加工、扶贫农场、肉鸡加
工、熟食加工、有机肥料于一体的全
产业链农事企业。宏发 1 亿羽孵化
中心、2 万吨调理食品等项目相继投
产，1 亿只肉鸡加工项目目前正在安
装设备。

施可丰生态有机复合肥产业园
总投资 20 亿元以上，全国 500 强企
业施可丰 100 万吨复合肥项目已投
产，新扩建的磷酸一铵、水溶肥、磷
酸一铵中和浓缩项目，祥和消毒剂
及天科钡盐、硝酸钠熔盐等项目投
产在即。

一诺环保产业园总投资10亿元，

以北京英诺格林转移北京大兴生产基
地企业为龙头，是北票市环保设备制
造巨型企业。目前，一诺净水设备、超
滤膜、农村污水一体化设备、过滤器设
备等项目已竣工投产，常州康普压力
容器、山东中科电器设备项目即将投
产，洁禹通地铁系统循环水过滤项目
签约入园。

德 众 科 创 产 业 园 总 投 资 10 亿
元 ，规 划 实 施 亿 元 以 上 项 目 8 个 ，
打 造 北 方 地 区 重 要 的 智 能 智 慧 产
业基地。6000 台工业机器人、10 万

台 节 能 空 调 压 缩 机 等 项 目 全 面 开
工建设。

温氏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总投资
10 亿元，新建 100 万头生猪屠宰和 3
万吨肉制品加工项目，现已全面开工
建设，建成后可直接安置就业2000人
以上。

2020 年，开发区 10 个 10 亿元以
上重点产业园将全面开工建设或竣工
投产，一大批关联项目、“飞地项目”纷
纷落地，北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
步履更加铿锵有力。

产业转型升级 为发展注入活力

经济要发展，项目是支撑，招商是
关键。

2019年，北票经济开发区严格落
实朝阳市招商“七抓”要求，坚持“生
态、循环、高端”理念，精准定位招商方
向，面向全国，主攻京津冀，积极承接
产业转移，掀起招商为大、大招商、招
大商的新一轮热潮。

创新招商举措，2019 年初，成立
开发区招商引资推进组，下设12个招
商分队，由8位县级领导和4位招商局
长分别带队开展精准的网格化招商。
此举既发挥了各自优势，又避免了无
序招商。2019 年，开发区共走出去
159次，请进来 75次，签约项目 37个，
温氏肉类、德众科创、农实秸秆环保制

造、港铁飞地物流等投资10亿元以上
项目相继落户。

北票市委常委、开发区党工委委
员杨春柏说：“招商并不是简单的‘广
撒网’，捡到篮子就是菜，来了的企业
也不能‘一锅烩’，必须从源头上做到
招商精准化、项目链条化、服务星级
化、布局合理化、产业集群化。”

主攻京津冀 精准定位招商方向

北票经济开发区坚持高标
准规划、高起点布局，发展思路
更加清晰，按照“三集群”“双五
园”产业定位，完成 2020 年至
2035 年产业发展规划、国土空
间规划、路网交通规划和绿化生
态规划，为开发区长远发展明确
了方向。

推进产城融合。北票经济
开发区总体规划面积 80.76 平
方公里，核心区 50 平方公里。
结合北票城市和园区产业发
展规划，围绕主城区向东，打
造环保装备制造、汽摩配件、
阀门制造产业园区；向南，打
造港口飞地物流产业园，发展
生态旅游，将人民公园建设成
城 内 公 园 ，将 高 铁 站 纳 入 城
区，建好天鹅湖景区；向西，打
造行政服务中心和文化、医养
服务中心；向北，打造农产品
深加工产业园区和生态环保
产业园区。

明确产业布局。按照朝阳
市各县（市）区产业布局，开发区
着眼未来发展方向，以“三集
群”“双五园”规划产业布局。

“三集群”即：东部建设飞
地环保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着
力发展环保装备、汽摩配、锂电
池、阀门、机加铸造等主要产
业，现已入驻企业 65 家，打造
北方较大的环保装备制造产业
基地；中部建设绿色农产品深
加工产业集群，着力发展农产
品精深加工产业，现有宏发肉

鸡、温氏肉类、五丰蜂蜜等企业
30 家，打造国家级农业科技示
范产业园；北部建设新型生态
复合肥产业集群，着力发展施
可丰复合肥以及上下游产业，
现已入驻施可丰、天科化工、祥
和化工等 19 家重点企业。到
2025 年，预计三大产业集群产
值有望超100亿元。

“双五园”即：朝阳市集中推
进的宏发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
温氏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施可
丰生态有机复合肥产业园、德众
科创产业园、一诺环保产业园 5
个投资 10 亿元以上产业园；北
票市新规划建设的汽车配件产
业园、北京农实秸秆环保制造产
业园、军民融合锂电池产业园、
华兴万达轮胎产业园和飞地物
流港产业园 5 个投资 10 亿元以
上产业园。

完善交通网络。优化功能
布局、土地利用和周边区域交通
分布，总体规划路网 300 公里，
实现开发区内部全网贯通，外部
与高速、高铁、铁路等主干道相
连，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创造更
加便利的通行条件。

建设生态园区。规划绿地
面积 250 公顷，规划公园绿地 9
处、防护绿地17处，划定水系廊
道2条、道路景观廊道3条，将开
发区打造成园在景中、一步一
景、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的生态
型园区，园区绿化率力争达到
15%。

扩容提质 产业布局更加明晰

打造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引擎
——北票市以高标准谋划开发区建设纪实

开发区发展，要素保障是前提。
2019年，北票市启动实施“城园”建设
八个一体化，水务、交通、环保、供电、
住建等部门同开发区一道合力推进基
础建设、综合监管等重点工作。

朝阳市“161”工程实施以来，北票
市委、市政府克服压力，千方百计筹措
资金，累计向开发区投入 2.5 亿元；积
极争取中央和辽宁省上级扶持项目和
专项债券，国开行、农发行、朝阳银行

等金融部门给予倾心支持，有力保障
了开发区征收拆迁、基础设施建设、企
业发展等资金需求。累计融资近 20
亿元；累计征收拆迁居民 1.6万户、腾
空土地1.8万亩；累计建设开发区外环
路、冠山大街、滨河西路等道路88.5公
里、各类市政管线 160公里；累计建成
标准化工业厂房84万平方米；累计栽
植树木苗木20余万株；农产品园区污
水处理厂、爱康纺织污水处理厂、冶金

园区污水处理厂相继建成投入运行。
昔日棚户区，今日开发区。北票

冠山和三宝地区，原来是百年煤矿主
矿区和矿工聚居区，由于历史原因，
这 里 万 余 户 群 众 生 活 条 件 十 分 艰
苦。随着开发区的规划建设，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大部分搬进了新居，生活
条件得到了大幅改善。以往破落的
冠山、三宝地区华丽转身，成为美丽
宜居之地。

多措并举 强化要素保障形成合力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车辆如梭。隆冬时节，朝阳北票经济开发区内依旧是一派热火朝天的
繁忙景象:正野精工、腾翔汽配、晟荣建材、天科化工等项目正顶风冒雪进行钢构施工;宏发1亿
只鸡加工、一诺环保、金凯丰交通标识、瑞峰佳建材、乾瑞诚阀门等项目正在安装设备相继投
产。这是朝阳市“161”工程实施以来，北票市以开发区为主战场，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

图景。
开发区强则经济强，开发区兴则北票兴。北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开发区建设，北票市委主要领导

多次明确指出：开发区是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主引擎、主抓手。北票要发展，开发区要先行，要举全市之力
抓好开发区建设，用全新的视野谋划定位，用全新的体制增强活力，用全新的路径打造引擎，把开发区建成
引领全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核心
提示

朝阳北票经济开发区整体鸟瞰图。

飞地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园。

一诺环保产业园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