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6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郭宝平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冯 赤 史凤斌地方新闻·营口
DIFANGXINWEN

03

核心
提示

为了积极利用网红经济做推手，营口不仅
打造出网红小镇、“网销大集”这样的网红经济
骨髓和主动脉，而且还把体系终端铺展到各个
乡村甚至田间地头，涌现出不少“网红”干部、企
业家甚至农户……直连本地产供销，把最鲜活
的产品第一时间传达给网络受众。

在“农创联”网上供销大集的牵引下，全市
各县（市）区开设了 30 个基站，不少村镇干部、
企业负责人甚至农户都成了网红，直播带货，宣
传各自特色产品。

鲅鱼圈区委副书记韩海燕走进直播间，当
起电商带货主播，向广大网友推介鲅鱼圈具有

“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营口海蜇”。
“希望以直播为开端，实现‘政府搭台，企业

唱戏’，吸引更多优质平台、企业、产品和带货达
人踊跃参与直播电商活动，增强市场和企业活
力，为实体商业引流、扩大我区商品知名度，推
动直播电商产业发展。”韩海燕说。

借助“网红经济”优势，盖州市首批在12个
重点乡镇设点，突出盖州“三水一菜一牧一蚕”
农产品经营特色和模式，向网友推介盖州农特
产品。5 月 29 日上午开播 3 个小时，盖州市网
上销售农产品协议销售额就达2000万元，现场
下单375份，成交额62.5万元。

营口的农贸产品搭上了网红经济的顺风
车。根据《营口市直播电商发展行动计划

（2020-2022）》，盖州市将重点围绕柞蚕、苹果、
葡萄、绒山羊、海蜇等特色主业发展直播电商；
大石桥市重点围绕大米、小米、大红袍李子、南
果梨、河蟹等特色主业发展直播电商平台；老边
区将抢抓直播电商新零售、新业态、新模式风
口，充分利用东北“网红”优势，通过打造网红小
镇，促进直播电商产业发展。

围绕“一镇一品一特色”，盖州市、大石桥市
将通过直播电商引流带货，帮助贫困地区优质
农特产品、滞销农产品线上销售，带动贫困地区
增收。还将通过开展直播技能培训，让更多农
户变“主播”，田间地头将涌现出一批直播电商

“乡村带头人”。
营口将围绕重点领域扶持“10+”头部直播

电商主体，打造“100+”产品品牌，集聚“1000+”
直播带货达人。到2020年底，营口市在直播电
商领域要初步唱响东北，突出打造网红经济，形
成营口地区特色产业集群。

扎根乡村促供销

本报讯 6月15日16时10分，一架载着
6 吨衣物的货机平稳降落在营口兰旗机场，
标志着营口兰旗机场“天津－营口－杭州－
天津”全货机航线首航成功。

这是营口兰旗机场首次开通全货机航
线，由天津货运航空执飞，机型为 B737—
400F，每周10班次，班期为每周二到周六，货
机载运能力为17吨，比一般客机多运输货物
14 吨左右，且全货机运输货物破损率低，大
大降低了发货企业的成本。

全货机航线开通是逐步构建营口兰旗机
场航空货运网络、加快建设航空货运枢纽的
重要举措。全货机航线能够大幅度带动营口
周边特色农产品、海产品的销售，促进产品议
价能力提升，对提升营口城市品牌知名度，促
进地方临空经济发展和营口物流枢纽体系建
设意义重大。 刘 征 本报记者 张继驰

兰旗机场
首条全货机航线开通

本报讯 6 月 15 日，省委网信办在营口
市老边区举行“辽宁省网红经济示范基地”授
牌仪式，全省第一家网红经济示范基地在“老
边网红小镇”成立。

“老边网红小镇”用园区化思维抓三产，
以东北网红优势打造新销售渠道，得到了各
界认可。挂牌成立的“辽宁省网红经济示范
基地”，将为各类市场主体新的销售渠道及直
播电商产业整合市场资源和配套服务，助力
线上线下经济融合发展。

“老边网红小镇”仅用9个月的时间通过
盘活散布于区内的20处闲置房产，打造出网
红经济孵化器。目前，已经集聚了80多家企
业、13万名线上线下主播，粉丝量达3.3亿人
次。 彭思远 本报记者 张继驰

80多家企业
入驻“老边网红小镇”

本报讯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公布
的 2019 年度“国家森林城市”动态监测结果
中，营口市各项监测指标持续稳固提升，监测
结果为合格，这意味着营口市继续保持“国家
森林城市”荣誉称号。

在 2015 年举办的中国城市森林建设座
谈会上，营口市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
号。当年起，营口市持续进行城市绿地、道路
绿化、水岸绿化、村屯绿化、市域范围内大规
模造林、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林业产业经
济和生态文化等方面建设。

近三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营口市全民义
务 植 树 尽 责 率 达 91.9% ，苗 木 自 给 率 达
96.1%，举办生态科普活动45次，公众知晓率
和满意度分别达94.5%和93.2%。

朱 琳 本报记者 张继驰

通过“国家森林城市”
动态监测

本报讯 记者张继驰报道 记者6月17
日在营口市铝产业基地建设发展中心获悉，
该中心多项举措帮助企业解决融资、用工瓶
颈难题，成立站前区、西市区专项检查指导
组，在疫情防控不松劲的前提下助推铝产业
复工复产跑出“加速度”。

日前，该中心领导带队，邀请金融机构人
员前往大石桥市永顺铝业公司，快速解决企
业贷款额度问题，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同时，
通过驻村书记组织多家企业到盖州市高屯镇
举办“营口市铝企业招聘会”，提供 400 个就
业岗位，举办营口市铝企业春季线上招聘活
动，11家铝企业招聘人员300余人，组织铝企
业到榜式堡镇农村大集开展招聘活动，达成
就业意向130人。

据悉，上半年营口市规模以上铝企业预
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117 亿元，开复工建设项
目 9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6个，预计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33亿元，企业开工率达97%。

铝产业开工率达97%

营口有着四通八
达的海陆空交通运输
网，是东北地区经济
贸易重要枢纽，很多

新理念、新模式、新做法在这里
孕育、涵养。

如今，营口再次紧跟时代步
伐，利用网红经济盘活现有资
源，打造出以网红小镇等为代
表的一批新业态载体，汇聚全
国电商、“网红”，开设“农创联”
网上供销大集，直连各乡镇、企
业乃至农户，为销售推广本地文
旅、农特产品和叫响营口品牌起
到了助推作用。

网红经济的起飞不仅为营
口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能，而且
还为原有的实体经济拓宽了发
展空间。可以说，新业态为营口
振兴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本报讯 6 月 16 日，营口市跨境电商综
合服务平台在营口综合保税区首票 1210 跨
境电商进口货物顺利入区。

“1210”是一个海关监管方式代码。通过
这种方式，经海关备案的跨境电商平台可预
先从国外集中采购，进入保税监管场所，随后
根据订单“化整为零”配送给客户，从而有效
降低物流成本。

营口市自由贸易促进会历经两年打造营
口市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爱跨境akj.cn，
目前开发工作即将完成，正在进行上线前的
最后调试。平台依托营口综合保税区跨境电
商保税仓，采用国际先进的 SaaS 云架构，与
海关总署、辽宁电子口岸、微信支付、百世物
流等跨境所需的各个环节完成数据对接，未
来将服务营口企业，特别是服务网红经济体，
为线上直播提供优质的进口货源，为各县

（市）区网红直播产业园提供完整的跨境商品
供应链。据介绍，此票货物为平台采购的首
票进口货物，共计10万余件韩国进口洗化产
品，未来将以成本价格通过1210跨境电商供
应给全市网红主播，助力“直播+跨境电商”
发展。 王永新 本报记者 张继驰

营口综保区首票1210
跨境电商进口货物入区本报讯 记者张继驰报道 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形势下，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
（以下简称产业基地）管委会构建服务企业发
展长效机制，对企业进行常态化“把脉问诊”，
强化“一对一”服务，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全力
服务企业发展。目前，产业基地27家规模以
上企业产能已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眼下，产业基地众多企业已经复工复
产。可是受疫情影响，从浙江采购的大量外
包装材料迟迟不能到厂，这让营口宏杰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备受困扰。产业基地了解到这
一情况，主动帮助该企业收集园区及周边可
生产所需包装材料的企业信息。经过与企业
的反复沟通，驻产业基地的营口王子包装有
限公司经过技术优化，能够满足该企业需
求。在产业基地协助下，双方达成合作意向，
营口宏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节约10%至15%
的生产成本，同时为营口王子包装有限公司
增收100万元以上。

面对疫情的不利影响，企业转型升级增
强内生动力、内在活力，是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的“助推器”。产业基地管委会积极为企业出
谋划策，简化审批手续、优化审批流程、主动
靠前服务，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今年复工复产以来，营口大红食品有限

公司在产业基地的帮助下，一方面开展产品
结构调整，根据市场需求和产品运输流向，合
理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开展战略性资源扩
充占领和项目建设。近日，该公司新引进速

冻香肠、速冻丸子等产业链，并购买土地兴
建生产车间，逐步优化产业升级，扩充产业
链条。速冻香肠项目目前已签约落地，占地
约 5 万平方米，总投资 6000 万元，项目达产

后，年产5000吨速冻香肠。速冻丸子项目目
前已完成立项，占地约 2500 平方米，总投资
2000 万元，项目达产后，年产 6000 吨速冻丸
子。同时投资 1.5亿元建设的生产食品深加
工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亿元，创造利税
3000万元。

今年以来，针对企业用工难、物流运输
难、产业链联动难、资金周转难等共性问题，
产业基地坚持以政策支持为手段，协调服务
为保障，以“三级巡查制度”为基础，构建服务
企业发展长效机制，形成政策集合、服务集成
的综合服务体系。常态化“把脉问诊”，深化

“一事一议”机制，强化“一对一”服务，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

一手抓存量，一手抓增量，产业基地招商
引资成绩创新高。在5月末营口市举办的第
二期重点招商项目“云签约”仪式上，产业基
地 5 个重点项目以视频连线的形式签约，投
资额 14.72亿元，涉及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
料、食品等领域。投资10亿元的精细化工产
业园、投资 2.12亿元的隧穿氧化硅钝化接触
高效太阳电池用平板式 PECVD 设备生产
线、投资 1 亿元的高性能金刚石刀具生产等
优质项目，将为区域经济发展、产城联动新局
面平添新动能。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构建长效服务机制

27家规模以上企业恢复同期产能

聚“网红”开“网集”通“网路”

营口网红经济“正当红”
本报记者 佟利德

网红经济本是以网红个体为主导，以
网络直播为载体，向粉丝群体推广营销货
品的一种新兴经济业态。然而，营口却集
小众为大众，向规模要效益，率先在老边区
打造网红小镇，汇聚全国网红、网企，逐渐
建成一支网红集团军。

营口的网红经济起步于老边区的网红
小镇。目前，以“老边网红小镇”为代表的
网红经济，已经成为营口线上经济、到家经
济、非接触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典型代表。
自去年8月以来，老边区用园区化思维抓三
产，立足“全要素网红经济城”定位，由政府
主导，依靠市场化专业力量打造“老边网红
小镇”。

网红小镇充分利用盘活的老城区闲置
楼宇，构建起直播基地、社交电商产业园、
电商物流园、网红电商孵化基地及线下购
物休闲娱乐街区、关联产业平台等在内的
平台体系。运行不到一年，这里集聚了 80
多家企业、13万名线上线下主播，粉丝量达
3.3 亿人次，三次产业均从中获益，流量经
济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赋能。

伴随网红小镇的兴起，社交电商产业
园先声夺人，东北网红电商孵化基地、网红电
视台投入使用，规模品牌正在形成。为与网红
群体“细分化、专业化、高端化”的结构改变相
适应，网红小镇作为主线，与特色开放平台、产

业平台、服务平台、传播平台互动耦合，实现集
聚之后再集聚的“边际效应”。

名为“小镇”，实则经营的是一座城。
网红小镇以“怀旧老城慢生活、活力网红故
事多”为内涵定位，以“线上商品集散地、线
下旅游目的地”为功能定位，集聚主播、专
业机构、产品、生产生活配套服务“四要

素”，15 个载体平台散布于整座老城区，使
老城区重新焕发生机。

发展网红经济，打造网红小镇，是老边
区用园区化思维抓三产的有益探索，既顺
应了总部经济去中心化、销售去门店化、工
厂布局去市场化的“三化”趋势，也是适应
新业态的必由之路。

主动试水新业态

有了网红集群做基础，营口市委、市政
府还重磅打造“农创联”网上供销大集这一
营销平台，为推广销售本地文旅、农特产品
等吸金赚“流量”。

前不久，营口“农创联”网上供销大集正式
启幕。大集由营口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办，
辽宁供销农创联资产经营股份公司承办，主会
场设置在数字营口管理中心，30个分会场分别
设置在鲅鱼圈区、盖州市、大石桥市、老边区以
及部分企业的电商服务站和直播间。

大集通过直播带货、网上选购等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销售和推广各类农特产品，
开展“一村一品营口周边游”“农产品上市季节
集”“营菜品鉴”“消费扶贫”“直播带货”“网红

打卡”等主题活动。同时，根据农产品上市和
乡村旅游季的各个时间节点将大集常态化，打
造“农产品销售+文旅+电商”产业化新模式，
实现“销路通、产业活、农民富、市民乐”的目
标。在启动仪式上，与会各方签订12类农产
品购销意向合同，金额达16.12亿元。

“农创联”网上供销大集的举办不仅为
营口市带来了规模效益，而且还将衍生出
一干特色网络营销产品，叫响营口品牌。

据营口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崔伟介
绍，网上供销大集将充分发挥电商平台作
用，促进“三农”与电商产业链及短视频营
销的深度融合。在“农创联”网络平台基础
上，进一步丰富完善“营口（中国）海蜇网”，

并筹建“营口大米网”“营口水果网”“营口
食材网”“乡村旅游网”等窗口，按农产品上
市时间和乡村旅游季最佳时间实施常态
化、持续性运营模式，积极打造面向全社会
的营口农产品“‘农创联’网上供销大集”窗
口，为营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其实，早在“网红经济”起步之初，营口
市委、市政府就大力倡导并发出号召，聚焦
一年，着眼三年，通过直播电商集聚优势资
源，将特色产业和资源穿成串，划成片，形
成链，达到集聚效应。到2022年底，形成连
接更紧密、更快捷、互动性更强的直播电商
与产业企业融合生态，把营口打造成为全
国直播电商网络流量新高地。

占领“流量”新高地

港城时讯SHIXUN

金辰机械公司车间保持高效运转。 本报记者 张继驰 摄

40余家电商已入驻“老边网红小镇”社交电商产业园。 本文图片由老边区提供

老边区边城镇双井子村驻村“第一书记”刘秀国（左一）为农产品直播带货。

聚“网红”

开“网集”

通“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