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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园区从
去年 4 月开始筹建到完成基础设
施建设及项目招商，前后仅仅用了
1 年的时间。至此，辽阳首山经济
开发区“一区三园”格局初步形成。

在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东片
区的向阳工业园主要集聚发展智
能装备制造产业；西片区的兴隆工
业集中区主要集聚发展钢铁精深
加工、智慧物流产业；北片区的农
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园主要集聚发
展现代农业，拉长全产业链，从事
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一区三园’
格局明确，吸引同类项目集中，可
以进一步发挥产业集群效应。也
将使开发区发展目标更加清晰，
运营效率进一步提高。”辽阳首山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熊吉刚
表示。

从30家“小轧钢”生产企业被
取缔、110台中频感应电炉被拆除、
838 万吨过剩产能全部被化解掉，
到三大钢厂联合重组再到联合钢
铁产能置换升级改造项目完成，辽
阳县实现了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嬗
变。正是经过这种不断地改革创
新，寻求突破，激发出辽阳县经济
发展新活力。

五年来，辽阳县大力推进体制
机制创新，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发
展活力不断增强。顺利完成党政
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扎实推进
五大领域执法改革。探索构建辽
阳首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公

司”管理新模式，经济建设职能进
一步凸显。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取消、承接、下放和调整 1133
项行政职权，实行“一枚公章”管审
批，成立项目建设指挥中心,“一网
通办”网办率达 100%。财税、商事
等重要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全面
完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农村土
地经营体制改革。

辽阳县始终坚持以优化营商
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随着
改革进入深水区，该县以解决制约
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为导向，打
破体制机制障碍，各项重点领域改
革蹄疾步稳，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市场活力不断激发，成为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改革创新 经济活力持续增强

本报讯 全力打造“生态环境
强县、装备制造强县、农产品精深加
工强县、基础教育强县、文化旅游强
县”，建设好紧密连接辽阳鞍山两市
的新城区。这是辽阳县今后五年立
足新起点，争取新突破，实现大发
展、快发展的目标蓝图。

目前，辽阳县广大党员干部正
以“五强县一新区”为主线，拿出“等
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争先意识
和“功成不必在我”的担当精神，科
学谋划，实干兴县。

辽阳县位于辽阳市区和鞍山市
之间，区位优势和自然禀赋明显、产
业基础雄厚，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已
初步形成钢铁精深加工、智能装备
制造、商贸物流、电子信息和现代特
色农业等支柱产业。新一届县委、

县政府班子认为，要加快实现高质
量发展，就要充分发挥出区位优势、
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就要全
力抓好发展的“支撑点”和“连接
线”。“五强县一新区”的提出，是这
一发展的“支撑点”和“连接线”的具
体化。辽阳县领导认为，“五强县一
新区”抓好、建设好了，将谱写新时
代辽阳县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聚焦建设生态环境强县，就是
牢固树立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理
念，通过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提
升污染治理水平、推进绿色低碳发
展，闯出一条绿色发展新路子。

聚焦建设装备制造强县，就是
全力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
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的

“三篇大文章”，持续推进主导产业转

型发展，加快推进新兴产业跨越发
展，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助推各类产业
发展，积极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聚焦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强
县，就是加快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
园区建设，加快发展高质高效农业，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乡村，加快推进
乡村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聚焦建设基础教育强县，就是
大力实施“教育强县”战略，实现教
育资源均衡配置，加快提升教育质
量，锻造一流师资队伍，打造优质均
衡新体系。

聚焦建设文化旅游强县，就是
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全力改善
公共文化服务，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满足群众生活新期待。

聚焦建设连接辽阳鞍山两市的

新城区，是要倾力打造“辽鞍融合”
连接区，优化城乡功能布局，全力打
造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城乡发展格
局，持续推进“城市管理年”活动，全
力提升县城建设管理水平，展现城乡
发展新风貌。

目前，辽阳县全县上下正积极
投身“五强县一新区”建设中。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大力实施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汤河饮用水源
保护区生态修复、矿山生态治理三
大工程；全力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
文章”，加快形成特色鲜明、结构优
化、配套完善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建
好抓好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龙头，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科学制定“教
育强县”发展规划；大力实施“2+2+
X”辽鞍融合工程。

辽阳县立足优势打造“五强县一新区”

本报讯 车辆便民服务分中
心进驻物流园、交警验检业务下
沉到企业、便民服务事项办理和
代办服务延伸到村屯……辽阳县
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大力推
进审批服务便民化，让政务服务
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打通政
务服务“最后一公里”，给企业群
众办事带来极大的便利。

辽阳县在灝华智慧物流园
专门成立了车辆便民服务分中
心。该分中心在服务上集运管、
交警、金融保险、企业二手车交易
于一体，变“分散式”服务为“集中
式”服务，从而实现了交警、运管
及关联业务“一体化”服务、“一站
式”办理。此举既解决了辽阳县
便民服务大厅停车场地、窗口紧
张问题，又满足了所在企业便利
服务诉求，同时方便群众办事，实
现了一举多赢。

为进一步深化车辆服务“一
体化”改革，让服务更贴近企业，
辽阳县还将交警的车辆过户、检
换证、驾驶人体检等业务下放到
所驻企业，交警部门安排专人负
责指导，并将定点医院体检业务
也引入分中心大厅来。同时，进
一步优化、简化车辆相关审批服
务事项流程，让企业和群众实现
了“一次跑、一次办”。

为扎实推进政务服务便民
化，辽阳县还大力推进乡镇、村便
民服务大厅及便民服务点建设。
涉及低保救助、五保、医保、残疾
补贴、养老保险、土地流转等事
项，村民不出村就实现办理。目
前，辽阳县在全县15个乡镇按照
标准化要求建设了便民服务中
心，全面开展政务服务工作。全
县 199 个村、15 个社区建立了便
民服务点。

政务服务触角向基层延伸
打通便民“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火红的铁水从高
炉内流进钢包，钢花飞溅，再把装
满铁水的钢包输送到炼钢车间，
经过氧化转炉，再进行连铸、轧钢
等工序，最后制成棒线材和钢
筋。这是记者近日在辽宁澎辉铸
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的炼钢
生产流程。随着第二座 1200 立
方米高炉的建成投产，标志着辽
阳联合钢铁产能置换升级改造项
目顺利完成。

辽阳联合钢铁产能置换升级
改造项目是辽阳市重点扶持的产
业升级项目，项目位于辽阳县刘二
堡镇辽宁澎辉铸业有限公司厂区
内。该项目通过产能置换，对辽宁
澎辉铸业有限公司、辽宁前杜实业

发展集团、辽阳钢铁有限公司三大
钢厂进行有效整合，淘汰落后产
能，实现企业升级改造。其中，淘
汰1座450立方米高炉（产能55万
吨）、3座680立方米高炉（产能228
万吨）和4座60吨转炉（340万吨）
等限制类的冶炼设施。

通过整合，辽宁澎辉铸业有限
公司承担实施升级改造项目任务，
该公司投资25.5亿元新建1200立
方米高炉2座，100吨转炉2座及配
套公辅设施。建成投产后，企业年
产钢材可达200万吨以上，将成为
跻身国内高端棒材、线材的重要生
产企业。全部达产后，总营业收入
可达90亿元、利税9亿元，解决就
业人数达2000多人。

辽阳联合钢铁产能
置换升级改造项目完成

核心
提示

在刚刚结束的辽
阳县第十四次党代会
上，辽阳县委提出，未
来五年，辽阳县将全

力打造“生态环境强县、装备制
造强县、农产品精深加工强县、
基础教育强县、文化旅游强县”，
建设好紧密连接辽阳鞍山两市
的新城区，奋力谱写新时代辽阳
县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回首峥嵘岁月，更好开创未
来。过去五年，在党中央和省
委、辽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辽
阳县委团结带领全县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
拼搏实干，经济、民生和各项社
会事业兴旺发展，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宏伟蓝图如期实现。

这是奋发有为、勇于实践的
累累硕果，这是砥砺前行、敢于
创新的生动诠释。

五年来，累计投资 1.66亿元，完成老旧小区及北达营棚户
区改造31.8万平方米。

数说 SHUSHUO

本报讯 焊花飞溅，起吊设
备有序作业，施工车辆来回穿梭，
工人们挥汗如雨……8 月中旬，
记者在辽阳县各项目现场看到，
众多项目快马加鞭抢工期，到处
是火热的施工建设场面。

在刘二堡镇高庄子村，新引
进的亿元项目辽阳同鑫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年处理 12 万吨固体废
物项目正在施工。这个项目盘活
了原辽阳高庄木业有限公司的闲
置厂房，租用场地 26 亩，准备新
上 2 条废高炉灰处理生产线，变
废为宝，提纯氧化锌。

同鑫环保是辽阳县今年招商
引资项目，总投资 1.07 亿元。从
投资方前期考察到项目签约只用
了3周时间。这个效率让同鑫环
保负责人史利民直呼想不到：“辽
阳县能这么高效，实在出乎我们
的意料。”在同鑫环保落户辽阳县
期间，县营商环境局实行“店小二
式”服务，该局全体领导和相关科
室负责人到刘二堡镇高庄子村现
场办公和踏勘，为项目落户提供
一切服务，同时帮助进行网上办
理相关手续。

在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农产
品精深加工园区，辽宁鑫金家禽
养殖有限公司蛋品深加工项目正
在如火如荼建设之中。这个项目
总投资 2 亿元，主要建设蛋品加
工厂，包括腌制车间、加工车间、
保鲜库和仓储库房等。现场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该项目5月9日开
始进场施工，预计10月初部分工
程竣工，年底前进行试生产。项
目建成后年生产鸭蛋10亿枚，其
中咸鸭蛋 7 亿枚，鸡蛋卤蛋 3 亿

枚。此外该公司还将投资2亿元
在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建设饲料
深加工项目。

辽宁今香溢食品有限公司是
入驻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的农产
品精深加工企业，该企业总投资
2 亿元建速冻调理品生产基地项
目。该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具备年
加工速冻食品 3.5 万吨的生产能
力，设计年产值4亿元，上缴税费
1600万元，安排就业800人。

辽阳首山农产品精深加工产
业园区自去年 4 月份开始筹建，
仅1年时间基本上已完成基础设
施建设及项目招商工作，创造了
产业园区建设的“辽阳县速度”。
截至目前，园区引进投资超亿元
的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 5 项，总
投资 8 亿元；新建基础设施及服
务类配套项目 2 项，总投资约
7000万元，该园区将打造成一个
集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包装、仓
储、物流、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产
品精深加工园区。

今年以来，辽阳县继续坚持
“项目为王”，不断加大招商引资
和项目建设力度，充分发挥资源、
区位、产业基础和政策优势,确定
了 11 个重点项目进行产业链招
商，“走出去”“请进来”，开展重点
招商引资活动24次，新签约亿元
以上项目 25 个，落地开工 10 个。
上半年，总计落实亿元以上项目
82 个，已开复工 50 个，引进域外
资金35.9亿元。

一个个新项目，孕育一个个
新希望。辽阳县加快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脚步
铿锵有力。

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砥砺奋进谋发展 勇于创新促振兴

辽阳县：实干谱写新篇章

今年上半年，引进域外资金 35.9
亿元，同比增长 20.9%；新开工项目
104个，开展24次重点招商活动，新签
约亿元以上项目 25 个……一个个耀
眼的数字和成绩背后彰显出辽阳县发
展的新活力和新速度。

五年来，辽阳县坚持稳中求进，
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坚持转方式调结
构，不断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综合实力
不断提升。

五年来，辽阳县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和辽阳市一系列决策部署，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发展不动
摇。特别是去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全县上下团结一心、全力以赴，打出了
防疫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的组合
拳，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五年来，辽阳县始终坚持发展第
一要务，坚持稳中求进、笃定前行，综
合实力稳步提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3.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11.2%，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2%，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6%，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6%。三
次产业比重优化为27:31:42。

五年来，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
快。深入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工业
结构不断优化。新澎辉钢铁满负荷生
产，前杜实业双无头铸轧高端装备填
补国内空白。裕丰化工、辽鞍机械、辽
阳给水设备阀门荣获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称号。技术改造项目不
断推进，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7 家。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成
为新兴主导产业。

五年来，农业现代化发展成效明
显。建设高标准农田2万亩，实施超千
万元农业产业化项目4个、发展现代农
业精品项目48个，建成国家农产品仓储
保鲜基地项目13个，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91.85%。秸秆综合利用成效显著，
荣获国家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县。

五年来，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颢华电商直播基地获评省级重点电商
基地，新建农村供销服务社92家。金
融业、现代物流业和信息服务业等蓬
勃发展。旅游产业持续升温，以休闲
采摘、生态观光、历史文化为特色的旅
游业发展框架基本形成……

产业升级
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7月15日，辽阳县政府在诸暨
市召开辽阳东北亚轻工产业基地
主题招商会。原定 1 个小时的会
议议程，因当地参会企业积极参与
政策咨询和洽谈交流而被迫延长2
个多小时，现场同时签下了两家企
业落户。

辽阳东北亚轻工产业基地自
去年 3 月 18 日正式接受企业预订
以来，到目前已有 58 家本地和外
地企业签约入驻。6月28日，首批
28家入驻企业正式入园。

投资 1.07 亿元的辽阳同鑫环
保项目，年处理钢厂高炉灰固体废
料 12万吨。项目从洽谈到落户仅
3周时间。“县领导帮助寻找闲置厂
房、到项目现场踏勘，这里投资环
境太好了，太好了。”公司负责人史
利民一再赞扬辽阳县的营商环
境。他坦言，资源优势、区位优势、
政策优势、项目未来发展前景和县
营商环境局“店小二式”服务，成为
项目落户辽阳县的主要因素。

五年来，辽阳县持续开展项目
年建设活动，牢固树立“项目为王、
项目为纲”的理念，全力以赴抓好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大力优化营
商环境，当好服务企业和项目建设
的“店小二”，在全县掀起了招商引

资和项目建设的热潮。共实施亿
元以上项目 150个，三大钢厂产能
置换升级改造顺利完成，东北亚轻
工产业基地等 110 个项目投产运
营。仅去年以来，辽阳县引进域外
资金 83.9 亿元，开展“走出去”“请
进来”招商活动 74次，签约重点项
目 64 个。成功举办 3 次东北亚轻
工产业基地主题招商会，落户企业
58家，轻工产业规模逐步扩大。投
资 5 亿元的鸿达电碳、投资 3.2 亿
元的前杜电炉技改、投资 2亿元的

泽华电子碳化硅芯片封装等“原字
号”“老字号”和“新字号”项目相继
投产和开工建设。

未来五年，是辽阳县大发展、
快发展的关键阶段。工业基础扎
实，一二三产业协调，社会各项事
业兴旺、发展后劲足的辽阳县将站
在新起点上，开启新的征程，进一
步解放思想、苦干实干，加快推进
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五强县一
新区”，努力实现“十四五”时期的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招商引资 经济基础不断夯实

五年来，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5亿元，实施各类扶贫产业
项目244个，全县38个贫困村全部销号，12991名贫困人口
如期脱贫。

改善城乡交通路网，五年新增黑色路面1495公里，样子岭
隧道正式通车。

五年来，累计完成保障性安居住房280套，改造农村危房
4017户。

日益发展壮大的辽阳泽华电子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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