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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不进则
退，慢进亦退。

凌源经济开发区紧紧把握京津
冀产业转移和京沈高铁开通两大历
史机遇，为加快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建设，扩大招商成果，成立了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深耕京
津冀招商引资工作组，下设 6 支专
业招商团队，由经验丰富的开发区
及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
由各乡镇街共同抽调39名专职招商

专员，按区片分工网格化管理模式对
京津冀地区共 198 个县（区）进行地
毯式上门招商。

开局就决战，起步就冲刺。
截至目前，赴京津冀地区招商

36次，洽谈项目50个，重点对接了钢
铁冶金、装备制造、新材料和农产品
深加工等行业 23 个项目，洽谈项目
总投资额17.15亿元。自主招商项目
10 个，投资总额 17 亿元。京津冀地
区签约项目 12 个，承接产业转移项

目8个。
提升招商引资精准度，增强产业

核心竞争力。
凌源经济开发区根据国家能耗

双控、碳达峰、碳中和等相关产业政
策，及时调整招商方向，坚决杜绝引
进球团、焦炭、氧化钙生产等高耗能
项目，紧盯钢铁、汽车、新材料产业链
延伸中的“新字号”项目，持续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围绕“三篇大文章”，谋
划了汽车零部件、新能源乘用车等重

点项目进入省级项目册，向外宣传推
介、精准招商。此外，开发区全力推
进老企业合资合作转型升级。按照

“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标准，分
别建立企业库，实施龙头企业技改牵
动、链上企业合资合作、资源开采企
业深度开发、存量资源和“僵尸企业”
盘活利用、重点企业上云用数字赋能
等有效举措，促进老企业成功实施合
资合作。目前，实施老企业转型升级
项目3个。

奋楫扬帆开新局
——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核心
提示

年初，“建设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朝阳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如何搭上这列机遇的快车？
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作为朝阳市工业发展的排头兵和前沿阵地，抢抓机遇谋篇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如一主攻京津冀招商，

狠抓项目建设，建特色主题园区，强化科技创新引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以集约、集群、环保、数字、高技术为发展方向，走一条低碳环保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

中流奋楫，加快振兴。
把凌源经济开发区建设成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成为辽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建设的重要一环、辽西地区创新驱动和高新技

术的集聚区、产城一体的新城区。
凌源经济开发区正精神抖擞、蓄势勃发！

好企业、好项目纷至沓来，凌
源经济开发区的发展“黏性”从何
而来？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
凌源经济开发区进一步推进审

批制度改革，坚持承诺为先，宽进精
服，以信用约束取代部门审批，以企
业承诺代替部门审批，改变审批和
监管方式，推行以服代管，蕴管于
服。让效能提升成为流程再造的基
本遵循。

目前，“告知承诺、容缺受理”审
批制度改革已完成，有效弥补了项
目线下先期审批、线上后期补正、审
批流程不够优化的短板。工程建设

“四个阶段”，实施跨阶段并联审批，
共计减少审批要件 66 件，审批时限
压减了 40 个工作日，项目策划生成
阶段全部费用由政府买单，大幅压
缩了审批时限，有效降低了企业建
设成本。

同 时 ，为 优 先 承 接 域 外 科 技
型、外向型企业，凌源市不断推出
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重点加
大财政、税费、融资、土地、人才等
政策性扶持力度，对入驻企业，特
别是重点入驻企业采取“一事一
议”原则，让企业最大限度享受成
本红利。对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
最大限度给予减免。此外，对利用
标房的企业，在购置或租赁过程中

给予适当优惠。并向企业提供良好
的发展环境。

与此同时，开发区充分发挥“项
目管家”作用，全过程、全方位服务
企业发展，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最大
限度为企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办事方便、法治良好、成本竞
争力强、生态宜居”，而今，宣传语已
转化为一种理念，深深根植于开发
区干部群众内心。

为进一步做优营商环境建设，
面向域内重点企业聘请了 15 名营
商环境监督员，对开发区营商环境
建设进行全面监督。通过定期召
开座谈会，集中发放调查文件等形
式，了解企业发展困难，集中帮助
企业解决各类难题，接受企业对开
发区发展所提建议。“把麻烦留给
自己，把方便留给群众”已成为开
发区干部职工的工作准则。此外，
凌源市大数据平台、开发区业务督
办平台已投入使用，实现了经济管
理由线下向线上迁移，经济管理效
率有了质的飞跃，业务和工作完成
情况公开透明，在很大程度上提升
了服务效能，进一步优化了政务环
境和营商环境，这为凌源市融入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建设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并将逐步形成

“洼地效应”。
李永斌 李国恩

凌源经济开发区核心区有钢铁
冶金、汽车及零部件两个特色主题
园区。其中：钢铁冶金特色产业园
规划面积 2万亩，现有企业 11户，新
落地开工项目5个，计划投资9.23亿
元，续建项目7个，计划投资17.14亿
元，储备项目10个；汽车及零部件特
色产业园规划面积 1.5万亩，现有企
业 13户，新落地开工项目 1个，计划
投资0.5亿元，续建项目8个，计划投
资6.76亿元，储备项目9个。

为进一步提升园区承载能力，
凌源经济开发区推进空间整理和土
地集约利用，计划新增建设用地
5773 亩，储备项目用地 1775 亩，全
力保障项目用地需求。同步加强智
慧园区建设,优先布局 5G 等新基
建，推动开发区与凌源大数据平台
融合建设。

创新是时代的脉搏，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

凌源经济开发区在传统产业升
级、新兴产业培育、创新驱动转换方
面成为全市的引领区，用科技创新
实现“老字号”的链条延伸，“原字
号”的技术赋能，“新字号”的引进培
育。重点支持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
业和中小型科技企业，鼓励工业企
业引进国内外新技术、新工艺、新装
备，积极推动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
的结合，提升产业增值水平。同时，
重点围绕开发区现代钢铁、汽车制
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建
设一批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
和产业技术新联盟，推动行业重大

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并设立打
造公共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孵化
器、创业中心等科技创新创业服务
平台。

同时，凌源经济开发区与省内
外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校企合作，
积极引进高层次管理人才、高级科
技人才和研发团队，打造“实验中
心”和“实践基地”，推动研究成果在
开发区内就地转化。其中，现凌钢
千亿冶金产业重点以东北大学、北
京科技大学、北京冶金研究院作为
产业科研支撑，汽车制造产业以航
天科技集团、北京理工大学、辽宁工
业大学作为产业科技支撑，新材料
产业以南京玻纤研究院作为产业技
术输出中心，已累计合作项目 60 余
项，落地转化科技成果达 95%以上，
引进科技创新团队 50 余个，引进高
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700 余人。现有
省级以上研发平台 10 家，新晋雏鹰
企业1户，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实现
1.3亿元，科研投入0.93亿元。

今年以来，航天凌河与辽宁工
业大学科技开发中心在特种挂车
底盘分系统设计开发等方面新增
校企合作项目 11 个，辽宁航天凌河
汽车有限公司、一汽凌源汽车车架
制造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已完成瞪
羚企业申报，辽宁世之源碳科技有
限公司、辽宁迈方碳科技有限公司
等企业已完成雏鹰企业申报。通
过持续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加
大财政经费投入，形成了良好的创
新创业环境。

如何做好绿色低碳发展这道“必
答题”，交出高质量发展的满意答卷？

凌源经济开发区给出了答案。
提高认识，认真“审题”。凌源经

济开发区从完整、准确、全面落实新
发展理念的政治高度，提升对绿色低
碳发展必要性的认识。处理好发展
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长期的
关系，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真正落
实到招商引资、产业政策、园区建设
等各方面。

凌源经济开发区始终把“绿色可
持续”作为园区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根
本遵循，为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
目，凌源经济开发区严格按照《辽宁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全省高耗
能、高排放项目准入管理的意见》《省
发展改革委关于“十四五”时期各市拟
上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压减的意见》《朝
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高耗
能”“高排放”项目管理工作的意见》的
要求，重点对“两高”项目进行了排查，
并严格遵照“六有”项目的建设要求实
施。对被列入压减项目清单和“十四
五”时期单列替代项目清单的项目采
取严格管控，已压减的项目坚决叫停，
列入单列替代项目清单的项目，相关
手续暂停办理，并对已经规划用地的
项目实施全方位严格监督，确保项目
依法依规建设。

增强本领，精准“答题”。凌源经
济开发区制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
清单，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
不断加大巡检力度，并以排污许可制
为载体，建立环境监管、监测、监控联
动工作机制，对环境违法企业实行联
合惩戒，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推动落实企业生态环保主体责任。为
进一步强化对辖区企业环保工作的服
务，聘请辽宁中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作为开发区“环保管家”，为企业免费
提供环保技术推广服务、环保技术咨
询服务和环境与生态监测检测服务
等，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环保效能。

此外，凌源经济开发区坚持以改

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为核心，重点
将园区打造成“花园式”景观园区。4
月初以来，以强化环境整治为切入
点，动员各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重
点围绕核心区域内企业厂区及主干
路网，全方位开展了春季绿化工作。
按照“景观树种乡土化、色彩搭配层
次化”的绿化模式，开发区重点对道
路沿线进行了绿化，共栽植补植柳
树、杨树、国槐等大型乔木 2400 余
棵，整理草坪、绿化带3万平方米，并
免费为炜盛玻纤、航天凌河、致远物
流、东煜商贸、同创工业园等企业提
供大量高冠绿植，企业新增绿化面积
20万平方米。

“十四五”开局之火热，在这里可
见一斑。

总投资 5 亿元的致鼎再生资源
循环利用项目正在进行钢结构厂房
主体施工。总投资 5 亿元的波若综
合服务体项目正在进行厂区场平施
工。投资 2.71 亿元的凌钢超低排放
改造（一期）工程厂区南门改造完成，
道路基本完成，管道防腐保温基本完
成……

企业、项目近悦远来，经济向上

发展的力量在这里汇聚。
截至目前，开发区共实施项目

30 个，新建项目 6 个、续建项目 24
个，计划总投资70.36亿元，致远物流
港（二期）、三沅环保科技产业园（二
期）、环硕汽车零部件、富华轻量化专
用车等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建设。

近年来，凌源经济开发区主导产
业集群以“龙头企业+承载平台+配套
产业项目”模式成体系推进，三大产
业集群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钢铁冶金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了
以凌钢集团为龙头，依托钢铁循环配套
产业园、三沅环保科技产业园、工业物
流园，新集聚了三沅环保科技、致远金
融物流等一批重点产业配套项目 32
个。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凌源市拥
有全国为数不多的商用车生产资质，包
括航天凌河商用车整车、一汽凌源商用
车整车、航天凌河新能源商用车三个生
产资质，并具有航天科技集团的技术研
发和氢能源技术应用优势及优质资

源。初步形成了以航天凌河、一汽凌源
为龙头，依托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新集
聚了凌宇重工改装车、富华重工专用
车、康迈汽车零部件、路捷汽车零部件、
环硕汽车零部件产业配套项目26个。
新材料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了以辽宁炜
盛、中国建材等企业为龙头，依托新型
复合材料飞地产业园、南部非金属新材
料产业园、三十家子木业建材产业园、
三星石墨烯新材料产业园产业承载平
台，新集聚产业配套企业17家。

抢抓机遇精准招商

集聚项目活力四射

主题鲜明创新引领

优化升级绿色发展

创优环境培育沃土

辽宁鑫屹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线缆生产线。（资料片）

三沅环保科技（凌源）有限公司滑轨生产线。（资料片）辽宁航天凌河汽车有限公司新下线的重卡和轻卡。（资料片）

辽宁炜盛新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玻纤织布生产线。（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