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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波澜壮阔的一年，这是厚积薄发的一年，这是
突飞猛进的一年，这是硕果累累的一年！

2013 年，曹妃甸区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和艰巨繁重
的任务，经受了严峻考验，全体干部群众奋力攻坚，克服
一切困难，开创了曹妃甸开发开放的新局面。

这一年，曹妃甸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保持了快
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74 亿元，比上年增长
9.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34.9亿元，增长 19%；全部财
政收入 76.1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48.7 亿元，分别增
长 50.8%和 62.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426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13318 元，分别增长 13.3%和 14.6%，主
要指标增速位居省、市前列。

■新建码头泊位 12 个，累计建成并运营泊位 60 个，
通过能力达到 3.5 亿吨，全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2.45 亿吨，
比上年增长 23%。

这一年，曹妃甸狠抓重大项目、事项跑办，办成了一
批事关长远发展的大事、好事

■全年共实施亿元以上项目 170 个，总投资 2500 亿
元，当年完成投资 650亿元。

■海清源反渗透膜制造、首钢三冷轧、大亚链条、上
汽新能源汽车等一批项目竣工投产。

■LNG 码头建成并向京津唐地区供气。
■龙成煤清洁高效利用一期、三石化工、国泰纸业、

中弘煤焦油深加工、中航天赫海绵钛等一批项目加紧
建设。

■中兴 IDC、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汉能太
阳能光伏产业集群、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华电重工海
上风电产业基地等一批项目成功签约。

■广泛市场开工建设，商贸建材交易中心、隆鑫煤
炭物流等项目签约，新开工和签约商贸物流项目 40 个，
新注册商贸物流企业 170家。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民强科技、兴海水产等 20 个
农业产业化项目扎实推进，建成万亩标准化水稻种植示
范基地 6个，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 13家。

这一年，曹妃甸积极应对各种挑战，战胜了前进道
路上的一系列困难

■舆论媒体由个别“唱衰”转向普遍“看好”，投资者
由“观望”转向“抄底”。

■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综合运用各种金融工具，
广辟筹融资渠道，实现了按时还款付息、没有发生一起
不良贷款。

■吸引河北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落户，
河北沿海产业基金管理公司成功注册。

这一年，曹妃甸全体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真抓实干，
充分释放潜力，取得了社会事业全面丰收

■曹妃甸城区滨海大街拓宽、城区西外环等工程投
入使用，兴海名都广场开业运营。

■临港商务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200 万平方米住宅建成出售，宝骏金融街、正圆五星级酒
店等 30个项目加紧建设。

■唐山湾生态城两所大学搬迁获省、市批准，唐山
工职院新校区重新启动建设，教学楼、图书行政楼实现
主体封顶，河北联合大学造地工程全面完成。

2013 年，困难与挑战，活力与希望，注定会在曹妃甸
发展的历程中写下非凡的篇章。

2013 年，曹妃甸在各种困难挑战相
互叠加的重大压力下，依然保持了强劲
的发展势头；今年，曹妃甸站在了蓄势待
发、加速崛起、跨越腾飞的新的历史起点
上，大发展、快发展的“春天”已经来临。

曹妃甸 2014 年将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市一系列
决策部署，继续实施“6677”发展战略，
以“强力实施项目攻坚、加速推进跨越崛
起”为主题，突出抓好港口、产业、园区、
城市、道路五大重点，着力构建项目建
设、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金融创新和科
技人才五大支撑，全面推进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发展，凝心聚力，锐意进取，为把曹妃甸
建成全省第一经济增长极而不懈奋斗。
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2%；
全部财政收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确保
增长 30%以上、力争增长 50%；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
别增长12%以上。实现上述目标曹妃甸
已经具备了如下条件。

三友集团盐化公司原盐生产线

优势加速聚集
国家将曹妃甸纳入重大产业项目规划布局，同时京

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首都经济圈规划
编制提速，京津两大城市正在研究产业转移和城市功能
疏解方案，京津冀新一轮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实施。

全力打造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增长极，把打造沿海地
区率先发展的增长极作为四大攻坚战之首，对曹妃甸的

“四税”定额分享、超收全返政策延长到 2017 年。确定建
设“沿海强市、美丽唐山”目标，明确提出以曹妃甸为龙
头构建“一极、两港、两城、五区、五轴”的扇形发展格局。

五项重点促提速
2014 年曹妃甸抓好五项重点，拉开大开发、大建设

的发展框架。五大重点，即港口、产业、园区、城市、道
路。以港口为龙头，以产业为核心，以园区为支柱，以城
市为载体，以道路为轴带，统筹推进“港、产、区、城、路”
一体发展，实现港口经济、产业链经济、园区经济、城市
经济、板块经济有机融合、互促共进，形成全域开发、全
面提速、竞相发展的格局。要进一步发挥不冻不淤的天
然深水航道优势，加快多功能、多种类码头泊位建设，力
争快速跻身于世界大港之列。

建设国际知名大港。今年曹妃甸将加快完善港口功
能，做好加工贸易文章，提升辐射带动能力，加强港口运营
管理，坚持增量与提质并重、内涵与外延并举，推进集疏大
港向综合贸易大港加速转变。引导各港口公司推行精细
化管理、加强环境保护，努力建设智能港口、生态港口。

加速产业聚集步伐。遵循板块联动、区域统筹理

念，曹妃甸瞄准打造重化工业升级版的目标，按照大项
目—产业链—产业集群的思路，着力构建五大产业基
地：曹妃甸工业区、南堡开发区、唐山湾生态城、垦区、龙
岛和湿地。

做实做大做强园区。强化各园区、开发区的主体地
位和主体责任，坚持人才、资金向园区倾斜，对一定规模
的项目在规划、用地等方面赋予园区更大的自主权，做
到发展上放手、政策上放开、机制上放活，促其由“生产
车间”向“独立法人”转变，当好开发开放的主战场和主
力军。

提升完善城市功能。以建设唐山“双核”城市的重
要“一核”——南部次中心城市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
优化布局、注重质量、传承文化，统筹推进四大城市板块
组团发展。

构建快捷路网通道。曹妃甸今年将着眼于延伸港
口腹地、构建“双核”通道、便捷区内联系，争取上级支

持，实行市场化运作，加快公路、铁路、机场等重大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

重大项目攻坚年
2014 年是曹妃甸区“重大项目攻坚年”。实施项目

攻坚、加速产业聚集，是加速跨越崛起的关键举措，是曹
妃甸当前最核心、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全会指出，按照“开工一批、建设一批、谋划一批、储

备一批”的思路，坚持一二三产业并举、大中小项目齐
上，千方百计加大跑办力度，全方位搞好协调服务，确保
中石化千万吨级炼油、华润二期项目尽快取得核准、及
早开工建设，首钢二期、大型海水淡化项目取得实质性
进展；确保中弘煤焦油深加工、金道器识甲醇制高清洁
燃料、中航天赫海绵钛二期等在建项目按计划投产达
效；推动汉能太阳能光伏一期、龙道集团环保及风电设
备制造等签约项目尽快开工，东华能源 LPG、中海油
LNG冷能综合利用等洽谈项目及早签约。

综合保税区
曹妃甸综合保税区位于唐山市曹妃甸区的中心位

置、曹妃甸工业区东北部，规划面积 4.59平方公里，具有
配套岸线 3.3 公里，可建设 11 个 5-7 万吨级泊位，距唐

山市 80 公里，距北京 200 公里，距天津 100 公里，交通
便利，工业基础雄厚，腹地优势明显。曹妃甸综合保税
区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获得国家批准设立，是河北省首
家综合保税区。

截至目前，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已签约项目 36 项，总
投资69.52亿元，涉及仓储物流、汽车零配件进口、进口酒
类及食品、陶瓷产品出口、木塑板材加工、黄金珠宝首饰
加工等产业。签约项目中15个项目已入场开工建设，总
投资32.41亿元，其中部分项目计划于2014年运营投产。

2014年，曹妃甸综保区将大力推进在建 1、2号多用
途泊位建设，争取早日运营，同时加快其他配套岸线的
开发工作，在发展自身业务的同时，进一步繁荣曹妃甸
的国际物流、进出口贸易及航运服务业。曹妃甸综合保
税区将进一步探索综合保税区内、外联动发展模式，在
充分利用各功能区产业发展优势的同时，将自身的功
能、政策优势进行延伸、扩散，通过项目合作、信息共享、
政策带动、提供进出口贸易通道等方式，更加有效地整
合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一加一大于二”联动效
应，多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与各功能区形成联动发展
的良性格局。

跨越崛起

经过历届建设者的不懈努力，曹妃甸基础设施日
臻完善、城市功能显著提升、项目建设步伐不断加
快，已经进入产业加速聚集、港产城协调发展的新阶
段。2013 年，经历了舆论媒体由个别“唱衰”转向普
遍“看好”，投资者由“观望”转向“抄底”，曹妃甸
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正在逐渐增强。即将开工的中石化
千万吨级炼油项目更将极大地提振广大干部群众和投
资者的信心，吸引一批相关产业集聚发展，对整个曹
妃甸的振兴和腾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年开发建
设打下的坚实基础，加上这些千载难逢的机遇，天
时、地利、人和俱备，曹妃甸已经站在了蓄势待发、
加速崛起、跨越腾飞的新的历史起点上。

为解决原盐供应紧张及淡水资源短缺问题，
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效益，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积极进行海水及地下苦咸水利用的谋划调研
工作。曹妃甸工业区正在实施海水淡化项目，在
制淡水的过程中副产大量的浓海水，其中富含氯、
纳、钙、镁等矿物成分，如直接排入渤海，将严重污
染环境。如能将海水淡化产生的浓海水用于纯碱
生产，既可解决海水淡化浓海水排放对环境的影
响，又可利用海水中的氯化钠和水，降低纯碱生产
盐耗和水耗。因此公司拟实施浓海水综合利用项
目，引用浓海水化盐用于纯碱生产，该项目不仅符
合公司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建设该项目也必
将推动当地“节能减排”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对纯
碱行业具有示范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该项目于 2011 年 3 月开展实施，2011 年 11 月
投入使用，总投资 5.2665 亿元。铺设直径 900mm
管道 47996米，将曹妃甸浓海水引用至南堡开发区
公司所在区域。其中在曹妃甸工业区海水淡化厂
附近建设浓海水输送泵站一座，位于曹妃甸工业
区钢铁电力区内，钢电西路以西、钢电二道以北，
占地面积 10亩，泵站投资约 2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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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梦想 破浪前行
——二○一三年曹妃甸加速开发开放实录

矿石码头矿石码头

三友集团二硫化碳回收项目

LNG船鸟瞰图

“希望之舟”大桥

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卡口全景

三友集团全貌

矿石码头

广 告 2014年1月28日 星期二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