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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粗变精 由短变长 由黑变绿——

河北武安“二次创业”换新装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王海波 宋明玉

“原来我们把机床铸件的毛坯卖给捷
克飞马特公司，每吨9000多元；今后我们
将提供加工后的铸件，1 吨价格提升到
17000 多元。企业转型升级真是大有可
为啊！”在河北钢铁大市武安，冀南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魏考增说。

在武安，像冀南钢铁一样着力转型升
级的企业不在少数。用武安市委书记张
臣良的话来说，提升区域经济，就一定要
加快转变思想观念，把工作重点放到提质
增效这个中心点上来，促进区域经济由粗

变精、由短变长、由黑变绿的变化。
由粗变精，告别粗放模式。对于武安

来讲，钢铁转型升级既是紧迫的现实任
务，也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当地加大
了技改投资力度，与中国一重、天津二十
冶、哈飞工业等“国字号”企业对接合作，
先后建成了龙凤山高纯生铁、永诚焊接新
材料等一批优势项目。冀南钢铁集团与
知名钢铁技术企业捷克飞马特公司签署
合作协议，在武安建设总投资28.7亿元的
年产200台高端数控机床项目，进而吸引
了其他8家中东欧企业和1所大学来武安
共建中欧科技产业园。魏考增告诉记者，
预计产业园明年4季度投产，将投入14亿
元左右，最多5年就可以收回投资。

由短变长，实现脱胎换骨。对武安

来讲，依托钢铁优势，拉长产业链条是
事半功倍、脱胎换骨的发展路径。该市
把装备制造业作为区域经济的又一个主
攻方向狠抓落实，规划了总投资 300 亿
元的银隆新能源北方产业园、武安工业
园等产业园区。通过与优势企业深度融
合，全市已有 7 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
500 强，3 家企业被科技部认定为国际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年
贡献率达到 56%以上。电动汽车是促进
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优势产业，该市银
隆新能源客车已于今年 7 月份下线，订
单已经排到明年，并被确定为 2014 年第
22 届北京雁栖湖 APEC 峰会官方指定
用车。

由黑变绿，助推绿色崛起。过去，因

为丰富的煤铁资源和钢铁企业集群，武
安给外界的多是“黑色”印象。实际上，
武安有着秀美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人文
资源，有国家级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矿
山公园、自然保护区、水利风景区等 5 张

“金字招牌”。该市在转型升级中，围绕
发展“全区域旅游”开展工作，全面加紧
中原都市“后花园”、中国北方避暑休闲
度假胜地、亚洲登山攀岩户外运动基地
建设。同时大做全区域的“绿”和“水”文
章，确定在 5 年内新增植树造林面积 50
万亩，使森林覆盖率增加 10 个百分点，
仅今年就完成各类造林近 15 万亩。如
今环城分布的 6 个超千亩森林公园，已
为城市筑起一道天然生态屏障，全市年
接待游客已经突破 10万人次。

本版编辑 陈 艳 喻 剑

太原：新兴产业挑经济“大梁”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当高铁在神州大地穿梭驰骋之时，
高速列车关键零部件国产化基地一片紧
张忙碌。在山西太原市 2014 年发展新兴
产业的重点项目——太原铁路装备园区
内，项目负责人闫耀洲向记者介绍道：

“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自动化程度最
高的智能化的车轮生产线，全部投产后
可以为全国提供所有的高速车轮、车轴
和轮对总装，可以为太重每年带来 60 亿
元至 100亿元的销售收入。”据了解，太
重集团高速列车关键零部件国产化项目
总投资 31 亿元，随着项目全面达产，该
集团将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高速列车关键
零部件研发、制造、集成的重要基地。

近日，一批特殊的不锈钢材料顺利
走出太钢集团的车间，构建我国首次自
主 设 计 和 建 设 的 大 型 百 万 千 瓦 级
CAP1000 第三代核电机组的“心脏”，
并准备至少服役 60 年不更换。据悉，该
核电机组堆内构件所用的不锈钢材料全
部由太钢制造。太钢在核电用不锈钢材

料研发和生产上取得的重要成绩，打破
了我国核电领域关键材料长期依赖进口
的局面，在我国核电材料的国产化进程
中功不可没。

2014 年是太原市新兴产业发展的加
速年。来自太原市经信委的消息显示，
2014 年 1 月至 7 月，太原市新兴产业完
成投资 119.5 亿元，同比增长 8.9%，占
太原市工业投资的 65.5%。今年以来，
太原市着重推进了 100 个新兴产业项目
的建设：稳步推进总投资 396 亿元的中
国商务航空直升机总装生产等 15 个重大

项目的落地实施；对于已落地的总投资
651 亿元的江铃重汽发动机等 35 个重大
项目加紧开工建设；对于进入竣工投产
阶段的总投资 405 亿元的北车太原铁路
装备园等 50 个重大项目，及时协调解决
了 其 生 产 过 程 中 出 现 的 煤 、 电 、 气 、
运、原材料供应、融资等问题，助力项
目达产达效早日实现。“太原市新兴产业
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传统产业，未来
的太原作为一个工业城市要华丽转身，
发展产业的重点就是现代制造业、高新
技术产业、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太

原市市长耿彦波说。
如今，太原市由信息产业引领，以高

端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新材料和节能环
保为支撑的“1+4”新兴产业发展体系已
见规模。在信息技术方面，太原深入推进

“两化”融合，大力支持信息安全软件和
工业软件的研发生产，注重用信息技术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信息技术对工业的
引领支撑作用；在装备制造方面，以成套
化、系列化、标准化为方向，加大自主创
新力度，重点发展轨道交通装备、电子信
息装备、载重汽车和新能源客车等装备制
造业；在新材料的研发上，重点发展不锈
钢深加工、镁合金等新材料产业，培育发
展高性能碳纤维等高精尖新材料，实现由

“材料加工”向“加工材料”转变；在节
能环保方面，壮大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业，
以高效节能锅炉、高效节能电机、光伏装
备制造、垃圾处理装备、环境监测设备等
为重点，加大产品的生产和应用，推动节
能环保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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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平、通讯员金敏丹报道：新年前夕,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翻开新的一页——台州中心
枢纽港头门港一期码头正式开港,标志沿海城市临海由此
结束了无海港的历史。

浙江是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率先试点的省份，早在
1993 年,省委、省政府就提出要“开发蓝色国土”。头门
港是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 总体布局中“南
翼”的重要节点,地处我国南北航线与长江航线“T”型
黄金交汇点，距国际主航道仅 13.5 海里,规划码头岸线总
长约 28.7 公里，可建设各类生产性泊位 84 个，年设计吞
吐量 1.61 亿吨。头门港一期码头开港将有效带动浙中、浙
西等内陆腹地的经济，并对全省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浙江头门港一期码头开港
将有效拉动内陆腹地经济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隋信海报道：12 月 27
日，从越南进口的第一箱水果开箱查验，标志着青岛大港
海关、青岛检验检疫局进境水果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
次放行“三个一”合作通关模式正式运行。位于即墨的青
岛东方鼎信国际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作为省内首个进境水
果指定口岸也正式建成启用。

据了解，青岛东方鼎信国际农副产品交易中心 2013
年 12 月开业以来，市场各类果品日均交易量 3000 吨，
2014 年总交易量 100 万吨，交易额 100 亿元。进境水果
口岸启用后，南美洲、东南亚等地的 200 多个水果品种，
将从东方鼎信进入青岛以及周边市场。

山东即墨建成进境水果口岸
境外 200多个水果品种将进入市场

山东即墨建成进境水果口岸
境外 200多个水果品种将进入市场

本报讯 记者陶玙报道：《2014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
报告》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发布。该报告围绕“地方政府治
理现代化”主题测度分析2014年我国省级政府效率，首次拓
展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样本，定量评估了我国54个重点城市的
政府效率，并推出2014中国地方政府效率排行榜。测度结果
显示，北京市、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天津市
分别位居前六强；青海省排名从2013年的第24名晋升到第
10名，是我国政府效率排名正向变化最大的省级政府。

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发布
关注政府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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