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合众力
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转型升级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同样的企业，因为改革，产生
了动力，充满了活力。

经过多年发展，凌钢现已具备
年生产600万吨钢铁的能力，集团及
外围集聚企业安排就业约 1.9 万人，
2019年凌钢营业收入206亿元，占朝
阳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31%，对凌
源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提升。
目前，凌钢产业链条主要集中在冶
炼、热轧工序，产业链条不完善，缺
少技术含量、附加值更高的冷轧深
加工生产环节，同时，地方企业配套
能力不足，凌钢的辐射带动作用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按照朝阳市委、市政府打造凌钢
千亿冶金产业集群的总体部署，凌源
市抢抓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的重大
机遇，强化精准招商选商，大力引进
焦炭、环保设备、钢铁深加工、五金机
电等钢铁上下游产业项目，近年来累
计实施钢铁集群合资合作项目14个,

计划总投资 77.8 亿元，已完成投资
7.9亿元，有8个已投入生产，2019年
实现产值 6.2 亿元，税收 2.8 亿元，安

排就业700人。盘活僵尸企业两户，
预计全部达产，可实现产值 112.6 亿
元，税收11亿元，安排就业2390人。

接长产业链，转型闯市场。依
托凌钢接长上下游产业链重点推进
项目有两个，一个是年产300万吨凌
钢配套焦炭项目。凌钢集团与旭阳
集团合作成立凌源旭阳凌钢能源有
限公司，计划投资63亿元，建设年产
300万吨凌钢配套焦炭项目，目前已
开工建设，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
65亿元、利税8亿元。第二个是朝阳
致远金融物流港项目。该项目是凌
源市和盛矿业有限公司与浙江机
电、浙江物产、浙江传化等大型企业
合作的大型物流项目，也是凌钢千
亿产业集群配套项目，正在建设过
程中，项目计划总投资 8.6 亿元，主
要建设集商贸、金融、仓储、物流、智
能网联、资金流、信息流于一体的大
型综合金融商贸物流区，项目全部
建成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19亿元、
税收2.4亿元，拉动就业3000人。同
时，可以吸附拉动其他产业产值约
90亿元。

抢抓机遇 依托凌钢接长上下游产业链

凌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20万吨转炉正在生产。

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才能明其
将往。

位于凌源西南部的杨杖子镇曾
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辽宁向东
化工厂所在地。2006 年向东化工厂
政策性破产，留下可用闲置土地75.4
公顷及向东浮法玻璃厂等工业资
产。2009 年在此成立凌源市玻璃科
技产业园区，2011 年更名为凌源市
建材产业园区。为盘活向东浮法玻
璃厂，2006年引进广东富睿集团，由
广东富睿集团通过竞拍获得产权，
成立了凌源市世明玻璃有限公司，
世明玻璃有限公司因此成为当时国
家重点浮法玻璃生产厂家之一，厂
区面积逾 2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8

万余平方米。2015 年，由于市场和
企业管理诸多因素，工厂严重亏损，
资不抵债，资金周转困难，被迫停
产，造成大量资产闲置。为盘活原
向东化工厂遗留的闲置资产，特别
是世明玻璃有限公司遗留的玻璃生
产线，凌源市通过“旧巢引新凤”“腾
笼换鸟”等方式，着力打造招商引资
新载体。

在盘活资产过程中，针对世明公
司破产程序中的闲置资产，积极协调
债权人、债务人和监督执行机构，变
执行为破产，在不影响司法程序的基
础上，将被查封的厂房，先行市场化
运作，招商引资，由有经营愿望的企
业租赁使用，通过以租代偿的形式增

加资产保全收益，既减少了后续经营
者的重复建设投入，也保证了闲置资
产的保值、增值。

积极协调朝阳市中院在政策允
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把玻璃生产
线与产能指标进行整体拍卖。世明
公司拥有三条生产线，日熔化量900
吨。但是，根据国家最新政策，停产
两年以上的玻璃企业，产能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不能置换。为确保
世明玻璃有限公司的产能得到保
留，凌源市积极推动整体招商，以便
综合利用产能指标和现有生产设备
资源，预计三条生产线全部盘活后，
年产值可达 6 亿元，税收可达 4000
万元。

针对原向东化工厂移交的资产，
以优惠政策吸引企业通过租赁厂房、
购置土地等形式落户，简单改造后即
可生产，企业经营投入少、建设周期
短、见效快、收益迅速。

依托向东化工厂原有的铁路专
线优势，通过租赁经营的模式，建设
一个年吞吐量 1000 万吨的铁路货
场项目，为当地打开一条新的物流
通道。

截至今年5月末，园区通过盘活
资产先后建成、落地18个项目，总投
资规模达到 10.49 亿元，有效盘活闲
置旧厂房、办公房21432平方米，达产
后可新增产值 16.26 亿元，新增利税
1.64亿元，安排就业580人。

腾笼换鸟 依托化工企业闲置资产打造引资新载体

凌源域内石灰石、硅石、珍珠
岩、方解石、白云石、高岭土、膨润
土等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
石灰石资源地质储量在 5 亿吨以
上，氧化钙平均含量≥52%；硅石资
源D级储量达到2.79亿吨，估算储
量 10 亿吨以上，二氧化硅含量为
97.78%至98.95%；珍珠岩储量达2
亿吨，在全国储量排位中领先。

由于矿产资源丰富，凌源矿产
企业数量较多，但多为规模小、技
术含量低、粗放经营的企业和僵尸
企业。凌源市把推进老企业合资
合作转型升级与矿产资源整顿结
合起来，利用资源吸引有实力的大
型企业来凌源合作，实现转型升
级。近年来，累计实施非金属资源
合资合作项目43个,计划总投资33
亿元，已完成投资12.7亿元，有24
个项目已投入生产，2019年实现产
值16亿元，税收2亿元，安排就业
1300人，盘活僵尸企业7户。预计
全部达产，可实现产值38.4亿元，
税收3亿元，安排就业2110人。

依托非金属资源优势实现对
外合资合作，重点推进两个项目，
一个是中国建材非金属新材料产
业园项目。今年3月，中国建材集
团与朝阳、凌源两级政府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计划投资 200 亿元，在
凌源南部打造非金属新材料产业
园，预计年内实施重点项目 8 个、
完成投资 17 亿元，力争到“十四
五”末，建成投资超300亿元、产值

超 500 亿元的凌源南部新的经济
增长极，实现经济总量、财政收入

“再造一个凌源”，打造“发展中的
绿水青山”。目前，投资1.1亿元的
特种水泥生产线改造升级项目已
经竣工并点火生产；投资1.6亿元
的年产 30 万吨活性氧化钙项目，
正在加紧建设，预计 10 月份建成
投产，其余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
进。另一个项目是九洲矿业重启
项目。凌源市九洲矿业有限公司
创办于2010年9月，厂址位于河坎
子乡河坎子村，主要业务是开采、
加工大理石。由于该公司理石产
品单一、周转资金断裂、银行贷款
逾期、矿山矿种变更停滞等共同因
素的叠加，致使矿石开采和产品加
工逐步减产、停产。为使该企业恢
复生机，河坎子乡通过招商引进福
建德邦佳润和天津旺程石业公司，
由福建和天津公司出资成立旺程
岗石公司，以租赁方式承租九洲矿
业厂房和设备，恢复天然理石生产
线，并投资5亿元建设8条岗石生
产线。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
8000 万元，第一条生产线已投入
生产；第二条生产线正在安装调
试，年底前可投入生产；第三条生
产线设备已经购进；其余5条生产
线预计两年内全部投产。8 条生
产线全部建成后，总投资将超过
10 亿元，年产值可达 6 亿元，税收
可实现 5000 万元以上，可安排就
业300人。

实践证明，老企业在转型升级
中，一定会面临诸多困难，但只要
有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
集众心、聚众智、合众力，就一定能
推动老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实现凤
凰涅槃、浴火重生。

必须把压实责任作为推动老
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凌源
市委、市政府作出老企业转型升级
的决策部署后，成立了以书记、市
长为双组长的领导小组，制订出台
了《凌源市推进老企业转型升级暨
对外合资合作实施方案》等相关文
件制度，对全市重点企业全部安排
了副县级以上领导进行包扶，切实
把老企业转型升级作为全市实现
加快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力推进。

必须把主攻京津冀抓招商作
为推动老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抓
手。制约老企业发展的主要是市
场、资金、技术、管理等问题，解决
这些问题，只能靠合资合作、靠招
商引资。几年来，凌源市委、市政
府坚决贯彻朝阳市委、市政府的决
策部署，依托产业基础和区位优
势，全力主攻京津冀抓招商，旭阳
焦炭、中国建材非金属新材料产业
园、炜盛玻纤、致远金融物流港、航
天凌河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相继

落户凌源，财政收入率先在朝阳市
突破 10 亿元，2019 年在减税降费
的大环境下仍然实现了10.66亿元
的新高，5 个乡镇实现自给自足，
振兴发展后劲显著增强。

必须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
动老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凌源市对
全市重点项目全部配备“项目管
家”，特别是对投资 5 亿元以上的
重点项目，全部由书记和市长担任

“项目管家”，并确定一名常委和一
名副市长为“联络员”，确保第一时
间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同时，持
续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政务服
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 95%，“一
门”集中办理率达到89.7%，105个
高频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率先
在朝阳市启动了“综合受理”工作
模式，大力推进模拟审批，审批效
率和服务质量大幅提升。

风生水起逐浪高，改革奋进正
当时。凌源市大力推进老企业对
外合资合作，全力向存量资源要效
益，全面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点上回望，
凌源市已经踏着改革的时代强音，
走进了激昂奋进的新时代。

李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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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凌源汽车产业历史悠久，上世纪

60年代末就生产整车，被称为“辽老
大”的中国第一辆平头大卡车“凌河
牌”卡车就产自凌源，上世纪90年代
后期，辽宁凌河汽车工业公司因体制、
技术等原因停产，但凌源凌河、一汽凌
源整车生产资质被完整保存下来。

凌源市委、市政府依托这两个资
质对外招商引资。一是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北京航天发射
技术研究所和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联合并购凌河汽车公司，公司现已
形成商用车、专用车、新能源汽车三
大品类为主线的汽车产业园，计划投
资20亿元，占地面积67公顷，规划建
筑面积27.6万平方米、工艺设备1700
余台（套)，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四
大工艺齐全，项目建成后具有10万辆
整车产能。目前项目一期工程已投
入生产。2019年，航天凌河汽车公司
又与沈阳金杯汽车公司达成战略合
作协议，共同生产金杯轻卡商用车。
航天凌河汽车边建设边生产，2019年

实现产值 1.56 亿元，税收 645 万元。
二是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注
资对一汽凌源进行重组，该项目占地
32.13 公顷，总建筑面积 124312 平方
米，新建总装车间、涂装车间、焊装车
间等相关配套设施，购置地板及车身
总成线、驾驶室上总装线及整车检测
线等设备，建成了汽车总装生产线。
项目建设总投资10.5亿元，项目建成
后，具有6万辆整车产能，2019年，实
现产值6428万元，税收382万元。

在两个整车厂带动下，一些汽车

零部件企业也纷纷落户凌源，近年来
累计实施汽车产业合资合作项目12个,
计划总投资36.7亿元，已完成投资13.5
亿元，有5个项目已投入生产，盘活僵
尸企业3户，2019年实现产值3.8亿元，
税收1.8亿元，安排就业870人。同时，
引进特种车生产企业两家，计划总投
资1.4亿元，已完成投资0.5亿元。预
计以上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实现产值
200亿元，税收8亿元，安排就业3000
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初具规
模，被列为辽宁省重点产业集群。

旧壳新用 依托汽车生产资质对外招商引资

激活力、调结构，老企业在对外合资合作中实现转型升级……
近年来，凌源市委、市政府深刻理解、准确把握老企业合资合作转型升级工作的重要性，按照朝阳市委、市

政府的部署要求，结合本地实际，重点围绕接长凌钢上下游产业链、盘活原向东化工厂国有土地资源、利用历
史形成的汽车资质无形资产、整合矿产资源等方面，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引导老企业大胆解放思想，主动走出

去开展合资合作，盘活老企业闲置资产，使老企业通过对外开放合作实现转型升级、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目前，凌源市已实施转型升级暨对外合资合作的老企业107户涉及项目136个，其中“四上企业”19户涉及项目31

个，“四下企业”88户涉及项目105个。通过老企业转型升级暨对外合资合作，盘活僵尸企业18户，培育“小升规”企业15
户，利用闲置土地663亩、闲置厂房13.4万平方米，2019年实现产值28.6亿元、税收6.7亿元、安排就业2990人。预
计107户老企业全部达产达效后，年可实现产值368亿元、税收25亿元，安排就业9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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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外合资合作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凌源市盘活存量让老企业焕发新生机
整合资源
吸引大型企业来凌源合资合作

凌源市旺程建材有限公司的人造岗石正在出库。

凌源航天凌河汽车有限公司汽车装配车间正在生产。

华实朝阳科技环保有限公司从德国引进的超薄密度板生产线正在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