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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
2018年，辽宁沿海6市外贸进出口总
额 占 全 省 总 量 达 76% ，同 比 增 长
12.6%。今年一季度，沿海6市地区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6.8%，增速高于全省
0.7个百分点，占全省比重为50.7%。

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表示，辽
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是党中央赋
予辽宁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快推进
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发展，要坚定
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努力为辽宁
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新
的贡献。

辽宁沿海 6 市共同签署了《辽宁
沿海经济带六城市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2018—2020年）》等系列协议文件，
在目标体系共设、产业协作共融、政策
措施共通、园区发展共建、生态环境共
治等方面达成共识，进一步明确了沿

海 6 市协同发展的合作方向、重点
领域。

在辽宁全省对外开放中走在前列
是沿海经济带建设的重要目标。辽宁
沿海6市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探索创建省级“一带一路”综合试验
区，重点谋划了300多个项目。创建

“17+1”经贸合作示范区，“双招双引”
吸引资金近 6000 亿元。积极推进

“辽满欧”“辽蒙欧”“辽海欧”综合交通
运输大通道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
营口港成为“辽海欧”大通道辽宁省第
二个始发港，“通满欧”过境班列常态
化运营。去年，全省60%的引进外资
项目落地沿海经济带，沿海 6 市全年
实际利用外资32亿美元，占全省比重
达65%；实际到位内资2106 亿元，占
全省比重为 55%。今年前 4 个月，沿
海 6 市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23%，实际

到位内资增长19.3%。
辽宁港资源整合进展顺利，大连

太平湾港区东北亚“新蛇口”项目建
设即将启动，沈阳港项目核心区规划
基本完成。大连东北亚航运中心建
设有序进行，5 个港口设施项目均按
计划开工建设。临港产业稳步发展，
大力推进“港口、产业、城市”融合
发展。

辽宁沿海6市还大力发展海洋经
济，确定了首批36个重点项目。围绕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深海海洋工程需
求，突破制造核心技术，着力建设大
连、盘锦两大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
积极培育和引进创新型企业，实施高
新技术企业 3 年倍增计划，开展高企
认定培训，加强沿海各市高企培育基
础。2018年底，沿海6市高新技术企
业达1795家。

按照对区位相邻、功能相近的园
区进行合并的原则，辽宁沿海 6 市清
理、整合、撤销“多、小、散、弱”各类产
业园区。整合后，沿海 6 市各类园区
总数由131个调减至63个。建立“管
委会+公司”运营模式，由管委会承担
园区规划制度、规划实施、项目审批和
监管等经济管理职能，由公司承担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土地整理、
企业服务等职能。目前，38家省级以
上经济开发区已有 35 家推行“管委
会+公司”运行模式。

辽宁省省长唐一军表示，辽宁沿
海经济带发展要更加注重绿色发展、
更加注重动能转换、更加注重深化改
革、更加注重经略海洋，加快培育新增
长点、形成新动能，努力成为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排
头兵。

进入2019年，作为有着140多年
工业发展史的“百年工业重镇”，河北
省唐山市频传现代化工业新项目落成
投产消息——曹妃甸中冶瑞木新材料
一期项目顺利产出氧化钪产品，国内
首列可变编组动车组在中车唐山公司
通过独有的可变编组验证……新材
料、轨道交通设备等高新技术产业，正
在与升级改造后的钢铁、建材等传统
产业一起，成为唐山打造环渤海地区
新型工业化基地的“主力军”。

近年来，唐山市以新型工业化为
抓手，以创新发展能力强、绿色发展
能力强、融合发展能力强、支撑带动
能力强、产业竞争能力强、持续发展
能力强“六强”为标志，全力构建“4+
5+4”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环渤
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产业正在变
得越来越强。2018 年，唐山新增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238 家，居河北省第
一位；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232 家，超
过了过去 5 年增量总和；工业利润增
长 20% ，总 量 占 全 省 的 四 分 之 一
以上。

四大支柱产业抢占制高点

今年 2 月份，河钢唐钢生产的
1000余吨结构用钢起运，用于“杭州
之门”项目建设。凭借产品高质量和短
交期保障，河钢唐钢顺利拿下该订单。

“唐山钢”助建亚洲最大火车站，
“唐山钢”擎起上海交通大动脉，“唐
山钢”独家供货世界首例特长海底沉
管隧道，“唐山钢”助建国内外 80 余
项重点工程……近年来，这样的新闻
不时见诸报端。产品在市场上的卓
越表现，源于唐山钢铁行业坚定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产品
升级。

钢铁是唐山传统的支柱产业。
2013 年以来，唐山通过降总量、优布
局、提品质、延链条、治污染，推进由钢

铁冶炼大市向钢铁产业强市转变，加
快推进产品迈向中高端。虽然生铁、
粗钢产量双下降，但铁路用钢、大型型
钢、涂层板等高附加值产品却分别增
长73.3%、66.7%和42.9%。

如今，首钢京唐公司只生产高级
建设用板、家用电器板、汽车用板等高
端产品；津西集团研发美标 H 型钢，
远销菲律宾、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成
为世界最大型钢生产基地；河钢唐钢
汽车用钢、家电用钢直供北汽、海尔等
制造商。

除了提升产品技术水平、科技含
量以外，唐山还重点发展钢铁深加工
产品和耗钢产业。采用装配式钢结构
技术建造的装配式建筑，具有节水、节
能、节材、节地、减排的优势，且整体质
量高、生产效率高。为此，唐山组建了
二十二冶集团、冀东发展集成房屋公
司和津西钢铁等一批国家、省级研发
中心，致力于装配式建筑的研发，浭阳
锦园、梧桐大道等新建住宅小区都在
使用装配式建筑模式。

2018年，作为“4+5+4”产业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品钢铁、装备制
造、现代化工、新型建材及装配式住宅
4 大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013.7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87.3%；比
上年增长13.9%。

五大新兴产业培育新动能

唐山市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支持
资金10万元；唐山市互联网+先进制
造业企业，支持资金10万元；国家级
两化融合贯标试点企业，支持资金30
万元；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
支持资金 50 万元……在今年 2 月份
举行的全市考评结果兑现大会上，作
为2018 年度推进环渤海地区新型工
业化基地建设优秀企业，河北瑞兆激
光再制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
100万元的奖励支持资金。

瑞兆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采用激光
熔覆技术，对各种高精度机电设备易
损的关键部件进行修复再制造，修复
后的零件耐磨度比原来的新零件还
高，不仅为企业节省了开支，也为社会
节约了资源。企业创建以来，累计节
约金属资源 19 万吨，节能 26 万吨标
煤，减少碳排放量 36 万吨，为客户节
约成本15亿元。目前，瑞兆公司的市
场已经从国内拓展到“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这次奖励支持资金让总
经理韩宏升倍受鼓舞，“政府对新兴产
业的支持是实打实的！”

瞄准轨道交通装备、机器人、电子
及智能仪表、动力电池、节能环保等5
大新兴产业，唐山实施新兴产业倍增
计划，一批优质产业项目落地运营，撑
起建设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
实现唐山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

航天国轩（唐山）生产的动力电池
产品已打入欧洲市场，预计可实现销
售收入 5 亿元；中冶瑞木新材料项目
生产高镍三元前驱体和高纯氧化钪，
带动河北省动力电池产业集群式
发展。

在新兴产业的带动下，唐山产业
“长”得更高了。2018年，5大新兴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分别增长 16.3%、17.2%和 18%，
高新技术产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
献率超过23%。

生产性服务业成新亮点

3 月 19 日，6 辆从唐山港曹妃甸
港区上岸的平行进口汽车，在海关监
管下进入曹妃甸综合保税区。这是曹
妃甸综合保税区开展的首批平行车保
税仓储业务。

唐山港是北方天然良港，不冻不
淤，2018 年货物吞吐量达到 6.37 亿
吨，在全国沿海港口排名第三位。近
年来，该市抓住获批国家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的契机，以唐山港为中
心，构建现代物流网络大格局，先后成
为国家一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和区域
物流节点城市、全国流通领域现代物
流示范城市，现代物流业已经成为全
市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去年，全市物
流业增加值 621.4 亿元，同比增长
7.5% ，对 全 市 三 产 增 长 贡 献 率 为
18.8%，占全市服务业总量23.5%。

包括现代物流业在内，唐山市着
力做优现代金融、新兴信息服务、研发
设计等 4 大生产性服务业，一批生产
性服务企业应运而生。

从 2002 年创办“中国耐材之窗
网”起步，成联电商经过数次转型，已
发展为拥有国内外数十万家会员的
大型 B2B 电子商务公司，跻身“中国
大宗商品电商百强企业”，年交易规
模近百亿元；旗下运营的“物流唐山”
是全国首家城市共同配送公共信息
服务平台，并参与起草“城市配送信
息平台”国家标准，引领行业标准化
发展。

在着力培育像成联电商这样示范
性企业的同时，唐山还围绕钢铁、装备
制造、陶瓷等主导产业与服务业的深
度融合，积极利用国家产业政策，重点
支持中车公司动车城综合检测中心、
唐联中国物流官网、报春“云上钢铁”、
唐宋大数据钢铁产业监测预警、新禾
机器人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助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链延伸，全面
提升核心竞争能力。2018年，4大生
产性服务业增长12%。

以“4+5+4”现代产业体系为依
托，以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市、现代物流
重要枢纽和战略节点城市为核心，唐
山正在朝着建成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
化基地的目标加速前进。2018年，唐
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955.0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3%，全
年全部财政收入 882.5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0.4%，实现了量质齐增的良好
局面。

本报北京6月22日讯 记者郭静原从中国
气象局获悉：自6月20日开始的南方降雨正在
加强。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3日至25日强降
雨区南压，贵州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中北部
等地将自北向南先后出现强降雨，累计降雨量
普遍有100至300毫米，局地350至450毫米。

此前，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及以
南地区。而此次强降雨区继续南压，湖南南部、
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广西北
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
伴有短时强降雨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降雨将持续到6月26日至27日。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分析，虽然
雨带有明显南压，但前后降雨区仍有重叠之处，
产生叠加效应。在其影响下，湖南南部、江西中
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广西等地洪涝
及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
高。建议继续加强灾害监测和防范，做好灾害
隐患点、病险水库及城乡内涝的防范应对。

据悉，连日来，面对强降雨，各级各地气象
部门迅速行动，以及时可靠的气象服务降低灾
害损失。中国气象局于6月20日18时启动重
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
于20日晚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目前，湖北、
江西、广西、甘肃、四川、湖南和贵州省（区）级气
象局处于四级应急响应状态。陕西、浙江、福建
省气象局处于三级应急响应状态。四川省气象
局处于地震灾害气象服务二级应急响应状态。

长宁地震灾区位于此次降雨范围内，将会
降下中到大雨，四川省气象局重点针对灾区及
四川盆地南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展开预警。贵
州省气象局发布《重要气象信息专报》，关注城
市内涝、山洪、塌方、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湖南
省气象局发布《防汛抗旱气象信息》，发布暴雨
橙色预警并联合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发布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福建省气象局将防范
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塌方等作为防御重点，并
特别关注了雷电和强降水对中考的不利影响。

辽宁：“沿海经济带”成对外开放助推器
□ 本报记者 张允强

百年工业重镇叩开现代之门
——河北省唐山市加快建设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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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湖北省武汉光谷大道快速路高架桥跨武九铁路钢厢梁
转体成功“着陆”。据悉，光谷大道快速路跨武九铁路钢厢梁转体桥施
工实现了多项突破，如第一座在繁华城市交通主干道施工不封路转体、
第一座采用墩顶不平衡跨铁路转体等。 郑传海摄（中经视觉）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宋美倩

6 月 22 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
区老子山镇珍珠蚌养殖基地，工作
人员在清除水草。该镇利用水域广
阔的地理优势，开展珍珠蚌养殖，发
展生态经济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渔民
致富。

万 震摄（中经视觉）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
定县共和镇曹河村，“一级战斗英
雄”曹庆功的光荣事迹被代代传
颂。同乡战友们虽已白发苍苍，
仍把那首为纪念他而谱写的英雄
赞歌向后辈传唱。

曹庆功，1925年出生于云南
省牟定县军屯乡（今共和镇）曹河
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家中长
子。17 岁时，被国民党抓兵。
1948 年锦州解放后加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任第四野战军二十九
师三五六团一营一连班长。参加
解放军后，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培
养下，曹庆功迅速成长为具有高
度政治觉悟的优秀战士。1950
年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他英勇
作战，立下战功。

1951 年 3 月，曹庆功所在的
人民志愿军连队在洪川江北岸
望 月 山 北 山 执 行 机 动 防 御 任
务。他带领一个战斗小组，坚守
在紧靠江岸前沿的 286 高地。
18 日，敌人以 4 门榴弹炮和 20
余门迫击炮，对高地进行疯狂轰
击。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战
友全部牺牲，高地上只剩下曹庆
功一人。

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右臂
被炸断、身负重伤的曹庆功拉响

了最后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
尽，年仅26岁。军部将他的英雄
事迹谱写成歌曲在全军广为传
唱，激励将士英勇杀敌，保家
卫国。

英雄已逝，精神永续。如今，
曹庆功烈士的侄孙曹明新再忆起
父辈第一次向他展示伯爷爷军功
章时的情形，依然难掩激动：“展
开层层包裹的红色绸布，抚摸着
印有毛主席头像的奖章奖状，让
作为烈士后代的我感到荣耀。”曹
明新坚信，先烈们的精神一定会
代代相传，薪火不断，“纪念和缅
怀英雄，是为了不让祖辈的牺牲
被遗忘，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精
神动力。”

文/新华社记者 刘宇琪
（新华社电）

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通讯
员徐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获悉：为全力做好2019年洪水防
御工作，应对近期上中游降水量
偏多的状况，6月21日8时起，黄
河小浪底水库开始增大下泄流
量，将流量提高到2800立方米每
秒，确保 7 月 1 日前将水库水位
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

据了解，进入6月份以来，黄
河流域累计降雨量37.5毫米，较常
年同期偏多10%，其中黄河上游偏
多28%。受近期黄河河源区降雨

影响，黄河上游干流龙羊峡水库入
库唐乃亥站6月20日14时流量
2410立方米每秒，且仍将缓慢上
涨；中游小浪底水库6月20日8时
库水位 249.92 米，汛限水位 235
米以上水量22亿立方米。

为确保滩区安全、涉水生产
安全和防洪工程安全，水利部黄
河水利委员会已向河南、山东两
省及相关部门发出通知，部署水
文气象监测预报、水库调度、工程
巡查防守、涉水生产安全管理等
工作。

曹庆功：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斗英雄”

黄河小浪底水库实施防洪预泄

养殖珍珠蚌
助渔民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