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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

对接千企助力10万人就业
本报讯 记者陈发明报道：近日，河北雄安新区出台提升

就业创业十大行动计划，通过创建10家就业创业培训基地、
培育百家劳务企业、对接千家招工企业、组织万人参加岗位培
训，帮助10万人上岗就业，以保障雄安新区全面转入大规模
建设阶段的人力资源需求。

据了解，十大行动计划包括“互联网+就业服务”计划、
转移就业计划、教育培训计划、就业能力提升计划、创业扶持
计划、就业援助计划、劳务企业培育计划、就业企业援助计
划、政策宣传计划、组织保障计划。

雄安新区将征迁区域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和转型升级企业
转岗职工作为就业服务重点，通过实施清单管理，提供差异
化、个性化、精准化就业服务，并构建集实体大厅、网上平
台、移动应用、自助终端于一体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实现

“互联网+就业服务”。
同时，雄安新区将建立岗位征集机制，通过对接雄安集团

和服务新区建设的1000家企业，围绕建筑、绿化、机械、安
保、餐饮等行业征集12万个就业岗位，通过多种途径帮助10
万人上岗就业。其中，通过搭建定向招工平台，使有就业意愿
的劳动力享受“一对一”岗位推荐服务；通过招聘活动和与劳
务派遣企业劳务对接，实现3.3万人就业；通过劳务输出就业
4.5万人，打造劳务企业与项目建设单位对接平台，加快新区
劳动者就业由“自发无序”向“依法有序”转变；公开招聘一
批农村教师、医生、社会工作者、辅助人员。

此外，雄安新区将实行线上线下结合式培训，围绕市场需
求和劳动力意愿，分类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完成1.81万人
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任务，让有培训意愿的群众至少掌握1门
至2门就业技能和2项至3项实用技术。针对就业困难群体，
雄安新区实行政府托底安置就业，2020年统筹开发交通、环
保、安全、扶贫、护林、社区管理等专项岗位和辅助性岗位，
实现1万人就业。

在打造新区创新创业平台方面，雄安新区将创建3家创业
大学，为5000名创业者提供创业服务，培育创业实体1000
个，发放小额担保贷款500万元，实现就业1500人。2020年
优化升级4家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大力推进众创空间建设。

北京:

86家孵化机构开放共享空间
本报讯 记者李佳霖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北京

市科技企业孵化机构通过减免房租、提供线上办公平台等措
施，与入驻企业共同应对疫情不利影响。为积极落实《北京市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
干措施》相关规定，北京市科委引导北京创业孵育协会联合全
市86家孵化机构共同发起倡议，承诺以无偿或优惠价格开放
共享部分工位、会议室等办公空间，供小微企业在疫情期间
使用。

据了解，办公空间和租金成本成为阻碍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的紧迫问题。因此，北京创业孵育协会组织发动全市孵化机构
开放共享办公空间，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据悉，86家孵
化机构主要分布在海淀、朝阳、昌平、丰台和经济技术开发区
等科技型小微企业聚集区，提供孵化场地88.7万平方米，可
容纳约6000家小微企业入驻办公，预计为小微企业减免房租
2.99亿元。

据北京创业孵育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86家孵化机构能
够在创业导师、早期投资、专业平台等方面为入驻小微企业提
供专业服务，并承诺对享受租金优惠的入驻小微企业全面开放
专业孵化服务资源和渠道，与其他入驻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并
提供线上课程直播、线上咨询等服务，帮助小微企业练好内
功，创造发展机会。同时，86家孵化机构承诺严格落实国家
和北京市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目前，各孵化机构已开放预约渠道，有需求的小微企业可以与
孵化机构联系，洽谈入驻事宜。

据悉，北京创业孵育协会还将根据小微企业需求情况，联
合相关孵化机构适时再推出一批共享空间。

青海:

三次产业全面复工复产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通讯员钟倩报道：连日来，青海省

在持续有力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推进企业商业复产开
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
州、玉树藏族自治州四州复工复产节奏持续加快。目前，海西
州规上工业企业开复工149户，开复工率88.2%；海北州规上
工业企业复工复产25家，复工率达86.21%；果洛州规上企业
全部复工，重点生态工程持续推进；玉树州规上企业开工17
家，复工复产率达80%。

海西州开列年度投资清单，对省州重点项目逐月排出“滚
动计划”开工清单，全力推动项目按计划开复工。目前，44
个省级重大项目已开复工20个，163个州级重点项目已开复
工36个。海西州工业企业现有在岗职工36424人，返岗率达
到90％，计划3月底企业职工到岗率达到95%。

海北州全力抓好农牧业复工复产，依托农牧业专业合
作和涉农龙头企业，加快农牧区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目
前，海北州农牧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已经全部
复工复产，137个规模化养殖小区已复工复产95家，复工
率达到69%。

果洛州分别在达日、甘德、玛沁等地区启动实施170万
亩春季鼠害防治巩固工程，将于3月底完成。总投资3.23亿
元的天然林、公益林资源管护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及湿
地公园建设等专项工程正在开展前期工作。果洛州草原生
态保护修复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各项工程目前已完成前期
工作。

3月21日上午，在粤西茂名滨海新区
“绿色化工和氢能产业园”工地上，数十
台打桩机、挖掘机机声轰鸣……总投资
400亿元的茂名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正
式开工建设。这是广东茂名建市61年来
引进的最大民营工业项目，将开启茂名从
传统石油化工向绿色化工和氢能源产业链
转型新征程，并助力茂名建设千亿元级产
业集群，为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提供新
动能。

茂名市委书记许志晖在开工仪式上表
示，茂名将依托传统石化产业基础，以烷
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为引领，大力培育新
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

瞄准“气体化工”产业新趋势

这是一个顺应由页岩气革命带来的气
体化工、绿色化工产业变革趋势的重大
项目。

茂名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由东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东华能源） 和
广东省金辉新材料股权投资中心联合建
设，总投资400亿元，规划用地约3800
亩，以丙烷脱氢项目为龙头，以发展丙
烷—丙烯—聚丙烯产业链为主线，同时
撬动新能源及新材料下游产业链，打造
千亿元级产业集群，最终与茂名共同建
成国际领先的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氢能产
业园区。

据悉，项目将分三期实施，项目建成
投产后，将生产约450万吨/年丙烯、350
万吨至400万吨/年聚丙烯、100万吨/年
乙烯、50万吨/年聚乙烯、10万吨/年丁
二烯和20万吨/年氢气。

“丙烷脱氢最大的优势是丙烷产业摆
脱了石油炼化制约，得到自由发展。丙烷
脱氢变丙烯，丙烯通过聚合成为聚丙
烯。”东华能源董事长王铭祥生动地介绍
了项目的生产原理。

据有关研究发现，相比煤制烯烃、石
脑油制烯烃的传统工艺，丙烷脱氢制烯烃

具有投资成本低、建设周期短、占地面积
少、能耗低的明显优势。“在用地指标、
环保约束、节能减排日益趋紧情况下，丙
烷脱氢制烯烃是茂名市打造绿色石化产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茂名
市市长袁古洁表示。

据悉，此次开工的一期项目投资约
166亿元，建设2套100万吨/年丙烷脱氢
装置和4套50万吨/年聚丙烯装置，并建
设液化烃专用码头及仓储罐区等公辅设
施，2022年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产出8万吨
氢气，一部分用于船用燃料油提质升级，
另一部分用于茂名发展氢能产业，将茂名
建成辐射粤、桂、琼三省区的国内知名氢
能产业高地，使茂名市实现由“油城”向

“氢城”的战略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项目独家采用美

国著名的霍尼韦尔UOP专利商最新脱氢
工艺，被认为是中美在竞争与合作中寻求
双赢的具体实践。“无论是项目设计、设
备选型、设施建造还是未来的运营管理，
都要让效益和效率服从于安全与环保。”
王铭祥说，该工艺最大的亮点是单程转化
率提高了近一倍，能耗节约了30%，装置
占地面积减少25%，采用环境友好型催化
剂且装置长周期运转3年以上，投资成本
也大大节约。

不期而遇两强优势凸显

“当全球化工产业呈现气体化工、绿
色化工产业变革趋势时，茂名也在谋求
自身的第三次产业迭代。”许志晖表示，
茂名正全力推动传统石油化工向绿色化
工和氢能产业转型升级，与寻找新市场
空间和产业升级机遇的东华能源不期
而遇。

东华能源成立于1996年，2008年 3
月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位列中国
500强第185名，全球油气100强，已连
续7年成为国内最大液化石油气进口商，
2018 年液化石油气交易量跃居全球第

一，为掌握丙烷资源和参与全球定价奠定
了基础。目前，该公司正全力转型，重点
围绕丙烷脱氢制聚丙烯和氢能两条产业链
布局，加速打造成为国内最大的绿色化工
生产商和氢能源供应商。自2013年起，
东华能源分别在张家港和宁波投资丙烷脱
氢项目，产能合计132万吨/年，经济效
益可观。

有关数据显示，聚丙烯在珠三角的销
售量占全国四成，而且随着产业的转型升
级，对新材料需求日益增长。基于此，长
期扎根长三角的东华能源，自然将目光投
向珠三角，希望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和产业
升级机遇。

茂名又是如何与东华能源“对上眼”
的呢？

“茂名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是我国
重要石油制品生产和出口基地，被誉为

‘南方油城’。茂名市未来的发展方向主
要集中于新材料开发、新能源汽车和氢
能利用三大领域，可结合公司丙烷脱氢
下游的聚丙烯和副产的大量优质氢气，
在氢气应用和高端复合新材料领域寻求
突破和主体支撑，形成全产业链。公司
产业方向和茂名市的发展方向完全一
致。”在东华能源今年2月份发布的《关
于建设东华能源 （茂名） 烷烃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 （一期） 项目的公告》中，不
难看出他们的契合点。

事实上，对于极其依赖海运“大进大
出”的丙烷脱氢项目来说，除了产业志向
和产业基础之外，具备接驳世界的深水大
港也是一个必选项。

茂名港是我国大陆通往马六甲海峡最
近的出海口之一，也是距离南海油气田最
近的港口之一，丙烷输入十分便利。同时
茂名陆上的便捷交通也是一个加分项。

“粤西茂名”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
城市群和海南自贸区交汇处的“枢纽”位
置。其油气管网辐射大湾区和大西南，还
可通过洛湛铁路、包茂高速公路等连接中
南、大西南各省（区）。这也为丙烷脱氢

这种国际性气化工业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
的“大进大出”条件。

为沿海经济带提供新动能

这也是一个为广东沿海经济带作出
“茂名贡献”的重大项目。

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发展严重
不平衡是广东最突出的省情。多年来，广
东省委、省政府多措并举攻克这一制约广
东经济发展的短板。2018年6月份，广东
将全省区域发展格局明确为“一核一带一
区”三大板块，即推动珠三角核心区优化
发展；把粤东、粤西打造成新增长极，与
珠三角城市串珠成链形成沿海经济带；把
粤北山区建设成生态发展区。

临港工业无疑是做强沿海经济带的重
要选择。其中，具有体量大、链条长、引
领性强的石油化工产业已率先发展。近年
来，一批世界级石化项目正密集扎根在广
东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逐步改变了东西
两翼缺乏重大产业龙头项目的局面,将成
为东西两翼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促进广
东区域协调发展。

作为广东石化基地，茂名近年来吹响
了“向海而兴”的号角，大做“海文
章”。去年，茂名迈入亿吨大港时代，打
开了临港产业大发展的全新空间。今年，
东华能源携400亿元投资进驻“滨海茂
名”，抓住世界气化工业潮流、借力南中
国深水大港建设丙烷脱氢项目。

目前，茂名绿色化工和氢能产业园
正加快推进建设，未来将以东华能源项
目为龙头，发展延伸产业链，聚焦碳纤
维、3D 打印、氢能产业等发展产业方
向，在茂名原来传统化工千亿元级产业
集群基础上，新增一个千亿元级临港产
业集群，为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作出

“茂名贡献”。
此外，该项目有别于“炼化”的独特

“气化”产业路线也正在改写广东石化产
业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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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400亿元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破土动工——

广东茂名谋求产业迭代升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日前，陕西西安市今年一季度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有162
个，总投资1503亿元，年计划投资500亿
元，涵盖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城
建及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和社会事业民生
保障五大领域。

“此次开工的项目呈现大项目增多、补
民生短板、重产业引领、优城市环境四大
特点。”西安市发改委主任邢欣介绍，此次
开工的162个项目中，总投资10亿元以上
的项目达到56个，约占项目总量的35%。
其中，30亿元以上的项目达11个，5亿元
至10亿元的项目有23个。项目中，社会
事业民生保障项目数和总投资分别约占总
量的39%和51%。先进制造业项目29个，
总投资超过10亿元的项目8个，占近三分
之一。尤其是总投资48亿元的西安电子谷
二期项目，总投资16亿元的三星环新一工

厂扩能升级改造项目、总投资14.78亿元
的高科建材新材料产业园等项目的启动建
设，将为全市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不
仅如此，在此次开工的项目中，围绕城市
基础设施短板布局的一批项目，将进一步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打造优美、舒适、安
全的城市环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加快项目建
设，西安市市场监管局开辟了绿色通道、
实行特事特办，实现“快审、快批、快
办”；西安市工信局采取规上带动、产业链
带动、行业带动、区域带动等措施，全力
推进规下企业复工复产；西安市商贸局将
组织7个领域40场次典型促销活动，带动
全市300场次以上促销活动，促进全市商
贸业快速恢复。

此外，为缓解企业融资难，西安市工
信局近期将组织召开全市银企对接视频

会，会上将有500多家企业与30多家银行
机构和30多家担保机构对接，解决企业
100亿元的资金缺口。同时，对于为本地
大中型企业配套的中小企业，将协调大中
型企业提前预付货款，帮助解决企业流动
资金，还将开展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账款工作。

据了解，截至3月17日，西安市“五上”
企业总计复工7419家，复工率93.6%，复产
率83.9%。全市183个市级重点续建项目
已全部复工，复工率100%。86个新开工项
目已开工54个，开工率63%。72个省级续
建项目已复工68个，复工率94%。23个省
级新开工项目已开工13个，开工率57%。
此外，西安奥体中心、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
西安地铁工程、三星12英寸闪存芯片二期、
比亚迪高端智能终端产业园等一大批项目
正在加速推进。

邢欣告诉记者，从复工率看，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已于3月1日实现100%复工。
线上批发和零售、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及
房地产企业复工率持续提升，都达到了
90%以上；建筑业企业复工节奏明显加
快。从复产率看，工业企业最高，房地产
业、服务业紧随其后，大多数已经恢复生
产。从用电用气数据来看，工业用电、用
气量在逐日递增，企业复工复产正在加
速，逐步接近去年正常水平。

据了解，今年西安将聚焦产业发展、
先进制造业强市、“三个经济”、城建和
民生改善，共安排市级重点建设项目368
个，总投资13402亿元。其中，续建和新
开工项目269个，总投资9800亿元，年
计划投资 2650 亿元，前期储备项目 99
个，以重大项目建设带动支撑经济高质
量发展。

重产业引领 补民生短板 优城市环境

西安以重大项目推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何汪维

茂名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开工现场。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