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 讯 员 张晓东 李光辉

当前，辽宁省上下聚焦“数字辽宁、智造强

省”，着力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全力建设

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打造新兴产业策源地。

作为对外开放升级前沿阵地，沈阳自贸区以

制度创新为核心，率先探路、破解发展难题，以新

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助推发展动能转换，促进产

业升级，助力沈阳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创新试验，出

入境人员综合服务“一站式”平台、优化涉税事项

办理程序等，这里的 5项创新经验在全国推广。

围绕项目所需、发展急需，这里组建了制

度创新工作专班，下设产业转型、金融服务等

6 个推进组，围绕投资贸易便利化、产业转型

升级等领域进行探索研究，推动创新和产业融

合发展。

所有的创新与探索，最终体现于市场主体的

体验与感受，呈现于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与沈阳自贸区共同成长的软件服务企业沈

阳奥英科技有限公司，经过 4 年多时间的“茁壮

成长”，先后承接数百项国际离岸项目，开发领域

涉及通讯、音乐、医疗、电子商务等方面。为整车

工程提供设计服务的顶创汽车有限公司，与多家

国外顶尖汽车设计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今年前 9

个月实现进出口额超过 1000余万美元。

截至目前，沈阳自贸区累计新注册企业 2.1

万户，是成立前的 33 倍；区域全口径税收、进出

口贸易额、实际利用外资分别是成立前 4.1 倍、

3.4倍、10.9倍。

“点”上的变化，汇聚成沈阳自贸区创新发展

的新画面：借助创新优势和开放优势，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加速集结，正蓬勃发展、方兴未艾，

新旧动能转换提速，区域辐射带动效应不断释

放，新兴产业“骨架”初步呈现。

今年以来，沈阳自贸区洽谈储备项目 125

个，已签约落地项目 63 个，其中物联网、人工智

能、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保税+”等“新字号”项

目占 1/3，现有在建亿元以上重点项目 65 个，项

目数和投资额分别是成立当年的 5 倍和 6.4 倍，

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聚区，正加紧

集才、汇智、聚势、跃升。

制度创新 新兴产业“骨架”显现

着眼于沈阳市加快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的目标任务，沈

阳自贸区持续释放创新优势

和制度优势，着力打造辽宁开

放的前沿高地，跨境电商、直

播电商、服务贸易、线上医疗、

数字经济、“保税+”等新经济

业态竞相汇聚，为促进新旧动

能转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能。

◎金晓玲 本报记者 郝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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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场 扫 码 ，线 上 下 单 ，身 份 验 证 ，跨 境 支

付 ……3 分钟完成清关放行，进口商品即可通

过极速配送抵达卖场，消费者可选择自行提货

或包邮到家，不出国门也能尽享在全球“买买

买”的乐趣。

11 月 28 日，沈阳盛大门全球精品直达店正

式启动，一种全新的购物体验和消费模式在辽宁

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以下简称沈阳自贸区）落

地，工业大省有了一抹亮丽的新兴业态。

新业态显现新活力，沈阳自贸区的“新”不止

于此。

直播电商龙头企业华狐科技落地运行，数

十个直播间循环运转，成交火爆；东北地区唯

一 的 菜 鸟 网 络 保 税 仓 开 仓 运 营 ，今 年“ 双 十

一”促销季，其一跃成为北方区域交易量排名

第 二 位 的 菜 鸟 保 税 仓 ；凭 借《哪 吒 之 魔 童 降

世》走入大众视野的沈阳蛋壳动画制作团队，

从初创的 20 多人拓展到 80 多人，找上门的项

目一个接一个。

建店、引流、扩仓……众多“新字号”纷纷将

目光投向这里，京东、天猫国际、卓志等一批行业

龙头企业接踵落户。

“近年来，沈阳自贸区不断完善跨境电商产

业生态环境，加速释放沈阳自贸区投资贸易便利

化的优势，同时挖掘内需消费新潜力，加快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积极助力沈阳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建设。”沈阳自贸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着眼于沈阳市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目

标任务，沈阳自贸区持续释放创新优势和制度优

势，着力打造辽宁开放的前沿高地，跨境电商、直

播电商、服务贸易、线上医疗、数字经济、“保

税+”等新经济业态竞相汇聚，为促进新旧动能

转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作为沈阳自贸区持续扩大开放合作、打造高

质量发展区、打通对外交流通道的一项重要成

果，沈阳盛大门全球精品直达店项目在落地与建

设过程中，得到了沈阳市委、市政府以及沈阳海

关等多部门的大力支持，沈阳自贸区特别成立了

工作专班入驻企业为其提供全方位服务。

新业态带来新速度。日前，填补业态功能空

白的菜鸟网络保税仓项目落地自贸区并创下多

项之最。该项目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链”起

电商企业、物流仓储、供应链服务商等产业链，大

幅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物流时效明显提升，服务

范围辐射东三省，创下全国菜鸟项目建仓速度最

快、设备采购安装最快、开仓用时最短、业务量增

长最快等多项纪录。

今年 1月至 11月，沈阳自贸区域内跨境电商

完成 1544 万单、货值约 28.2 亿元，是去年全年总

单量的 8.9 倍,列居辽宁省首位。仅在 11 月 1 日

至 11日期间，沈阳自贸区跨境电商 1210（保税备

货模式）交易量达 13.5万单、34.9万件，同比增长

235倍，是去年全年总量的 25倍。

龙头牵引 新业态新模式蓬勃“生长”

数据的背后，是优质企业项目近悦远来、扎

根落户形成的拉动力，和区域营商环境、产业

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形成的吸引力在相互作用、

释放效能。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沈阳的枢纽地位和作

用会愈加强化、放大，同时叠加沈阳自贸区的

优化环境 构建创新型产业生态

◎本报记者 何星辉

创新、开放等多重优势，能够更好地连接全球

市场，这是我们项目落地的主要考虑。”盛大门

（沈阳）跨境电商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恩

骁表示。

直播电商生态服务商华狐直播基地项目，

正在加紧推进直播电商供应链、运营等产业链

建设和人才培训等服务进行。沈阳华狐商务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森表示，直播电商看似

是屏幕上一个人在卖货，实则背后是一个团队

的支持、一个产业链的运作，东北地区有很多

优秀主播，但产业环境尚不完善，华狐正是希

望补上这一环，助力沈阳直播电商快速发展。

揭牌运行 4 年多来，沈阳自贸区紧抓新兴

产业发展机遇期，合力助推产业壮大。在此进

程中，沈阳自贸区以新兴产业集聚为重要支撑

和引擎，着力培育壮大“新字号”，发展创新型、

开放型、服务型、流量型和总部型经济，促进新

技术、新业态繁荣壮大，释放出更多就业机会，

吸引新兴产业领域的专业人才、新生力量加速

汇聚。

以跨境电商发展为例，沈阳市出台政策措

施，对在沈阳地区建设跨境电商 O2O 线下体验

店的企业，按照装修、展示设施投资额的 50%给

予扶持。同时，沈阳自贸区搭建服务平台、细化

实施方案，完善物流、支付、退换货等系统，开展

了针对跨境电商千店连锁培育行动，研究制定货

源组织、物流服务等具体举措，着手整合供应链

资源，进一步完善支持体系和产业生态。

跨境电商是沈阳自贸区新业态、新模式、新

活力竞相勃发的一个代表。短短 2 年间，沈阳

片区跨境电商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已达 400 家，

从业人员超过 1.2 万人，占全市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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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博世汽车转向系统（济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博世）的研发大楼，你很难不被大厅内陈

列的液压循环球转向机所吸引。在商用汽车上，

它的体积不大，但不可或缺，可以帮助驾驶者完

成转弯、掉头、停车等一系列动作。

凭借可靠性、成熟度等法宝，博世坐稳了行

业冠军的宝座。12 月 18 日，正值黄河流域国家

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论坛召开之际，科技日报记者

深入济南高新区临空经济区（以下简称临空经济

区）采访，发现这里类似的企业不在少数。

众多“隐形冠军”蛰伏于此，它们看中了什

么？其成长遵循着什么逻辑？临空经济区又能

提供什么样的生态？

拓展国际视野，他们在
这里找到成长的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各大航空公司的应对

力，更让山东太古飞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古

飞机）的竞争力凸显出来。

记者实地探访时，一架服役四年半的波音

737-800 客机刚刚在太古飞机完成“客改货”改

造。去年起，受疫情影响，各个航空公司都尝试

飞机改造，寻求新出路。

飞机进场、放油、消毒后，两个小时内，该公

司大修部的工作人员完成了经济舱 168 个座椅

的拆卸、移出工作。“舱内的电视系统和线路都要

拆掉。有时这架飞机跨海飞行，还要拆除头顶舱

的救生阀。”大修部生产主管房斌说，此外，他们

还需给飞机这个大家伙称重。

房斌说：“后期航空公司会利用数据进行飞

机载荷的科学配平，客人和货物的位置、数量，加

油量，都是有要求的。保证飞行安全的同时，实

现最大装载能力。”一般而言，“客改货”后的飞机

最大运力可达到原来水平的两到三倍。

太古飞机的繁忙，一方面由于其属于全球窄体

和支线飞机维修领域的“领头雁”阵营；另一方面，

长期的“客改货”实践，锻炼出其独家核心能力。

作为从临空经济区成长起来的高企，太古飞

机的崛起得益于开放式创新带来的红利——他

们放眼全球，引入增量，激活存量，服务于国内国

外“双循环”大市场，最终成就了自己。

这一点，也是临空经济区众多冠军级企业的

共同成长智慧。他们毗邻机场，在飞机的一次次

升空与落地中拓展着国际视野，找到了成长的力

量，最终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

因为看重“生态”，南方
企业扎根济南

再三考虑后，国内激光业翘楚——广东宏石

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石激光）将

左右未来的重要棋子落到了临空经济区。

在宏石激光济南公司的车间里，该公司行政

总监王峰操纵机器向科技日报记者展示了这样

的场景：方管、圆管、六边形管等各种金属管材穿

过机器，运行速度高达 100 米/分钟，激光刀轻轻

一划，电光火石之间，便能刻出各种图形……这

是宏石激光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条五轴联动激光

切管生产线，也是目前国内最快激光切管生产

线。整条生产线从管材的上料、切割到抓取、折

弯、焊接、清洗，基本实现了全程无人化运行。

正是捕捉到了行业需求，宏石激光打造出上

述国内最快激光管材无人生产线等行业“爆款”，

实现了 8年 10倍爆发式增长。

在临空经济区，激光企业扎堆，为什么还要

落地于此？王峰说：“我们看中了这里的生态。”

他眼中的“生态”，首先是这里的上下游产业

链，得益于政府的政策引导和产业梳理，这里的

激光行业显出十足的进取心，少了无序，更多的

是“比学赶超”氛围；同时，临空经济区是山东省

中欧货运班列集结中心，这使得宏石激光最快拿

到登上中欧货运班列的“车票”；再者，山东作为

制造业大省，对激光业保持着旺盛的需求。

在临空经济区，激光产业的集聚效应，正吸

引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加入；而“你追我赶”的正

向环境，扩散效应又辐射影响着其他产业，沿着

良性轨道前行。

将大葱“吃干榨净”的心
愿，园区有意促成

一颗大葱能做成什么？彭世跃的答案是：葱

酱、葱油、葱粉……将一颗大葱做成 20多种产品

之后，这位秦朕食品科技公司（以下简称秦朕科

技）总经理并不满足，而是计划继续深挖，将大葱

“吃干榨净”。

最近，秦朕科技签约欧洲科学院院士兰玉彬

教授，以建立院士工作站为载体破解大葱行业痛

点，深挖其附加值。

记者了解到，与临空经济区相邻的济南市章

丘区盛产大葱，但痛点在于其不耐储存。作为国

内唯一以大葱为主体的深加工研发者，秦朕科技

的计划之一是将其做成大葱油。

将大葱做成油，或者与胡萝卜结合加工，萃

取技术和结合技术尚难实现，而兰玉彬院士的加

盟，将瞄准这一点发力。眼下，秦朕科技驶入了

全新的赛道，他们立志要做行业冠军。

秦 朕 科 技 的 心 愿 ，临 空 经 济 区 有 意 促

成。最近，后者带来好消息：其将帮助秦朕搭

建院士工作站，并争取区市省三级政策和资

金支持。

无 论 是 山 东 太 古 、宏 石 激 光 还 是 秦 朕 科

技，都是以发展临空产业为核心的多链条上的

一部分。

济南机场是中国重要的入境门户机场，保

障着 1200 万人次的年旅客吞吐量和 10 万架次

的飞机起降。飞机落地之处，“隐形冠军”崛

起。在良好产业生态的孕育下，无论是功成

名就者，还是怀揣梦想者，都奔跑在正确的道

路上。

“隐形冠军”扎堆，济南临空经济区魅力何在

当前，科技创新速度显著加快，以大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

济，已成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新型经济形态。12 月 15 日，贵州省贵

阳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贵阳综保区）发布大数据发展“成绩单”。截至目

前，贵阳综保区已经聚集 100余家大数据企业。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贵阳综保区引进高层次人才并培育了一批大数据高科技“小巨人”企业，

为园区增添了不少亮色。

随着我国 IT 产业以及大数据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国内数据库市场基

于对信息安全、成本、技术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对国产数据库的需

求愈发迫切。但数据库的国产化、自主化之路相对更难，是业内人士公认

的事实。一方面，数据库市场长期被外国垄断，国产数据库在市场话语权

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国产数据库起步较晚，核心研发人才稀缺。因此，

现阶段国产数据库想与国际主流数据库展开直接的市场抗衡，其难度可

想而知。

2015 年，贵州易鲸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落户贵阳综保区。作为国

产分布式数据库的头部企业，贵州易鲸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依托核心

人才和技术积累，自主研发全球首个下一代融合型分布式数据库。不

过，即便拥有技术，想要撬开市场仍举步维艰。正是在贵阳综保区和贵

阳市的支持下，贵州易鲸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才打通了数据库市场化

的第一道“关卡”，顺利在一些金融机构成功运用，从而打破了国际数据

库巨头垄断地位。

近年来，贵阳综保区利用自身低成本、高开放性的特点，克服自身因

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对高科技企业无吸引力的劣势，引进了大数据这个新

兴行业。截至目前，贵阳综保区已成功引入一批龙头企业，全区大数据企

业达到 100余家，培育出一批大数据高科技“小巨人”企业。今年以来，贵

阳综保区共组织认证高科技企业 11家，新增科技型孵化企业 5家，引进高

科技人才团队 2 支，发放科技研发补助资金 7000 万元。因数字经济发展

快速，贵阳综保区成功获批贵州省数字经济试点示范园区，被贵阳市授予

贵州大数据综合实验区“一带一路大数据服务基地”“人工智能产业创新

示范基地”称号。

大数据企业突破100家

贵阳综保区数字经济加速跑

产业不断产业不断““上新上新””
沈阳自贸区为工业大省添活力沈阳自贸区为工业大省添活力

冬月的淮河码头冷风呼啸。虽是晌午，卸船机的“钢爪”未曾停歇，不

断伸向停泊在岸的运煤船。一爪下去就是 5吨，伴随着全自动、封闭化的

管线，黑色的煤炭直接进入两公里外的中安联合煤化有限责任公司的储

煤仓。

这里是安徽（淮南）现代煤化工产业园。淮南是全国重要煤电基地之

一、“皖电东送”主战场，其煤炭探明可采储量 148.8亿吨，“皖电东送”机组

装机容量 982万千瓦，占安徽“皖电东送”机组装机容量的 72.5%。

与想象不同，园区内不仅很难瞅见扬起的灰尘，也难以闻到刺鼻的气

味，甚至看不见煤炭的身影。安徽（淮南）现代煤化工产业园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黄坤说，随着煤炭减量替代等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资源型城

市淮南扬“煤”所长，跳出发展依赖高碳的路径思维，该园区正在培育壮大

一批以中安联合公司为龙头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且环境友好型的精细化

工、化工新材料等项目。

在投资 267 亿元的中安联合公司里，“黑”煤摇身一变成了“白”颗

粒。该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汪泽强介绍，煤炭先经过 7 台东方炉组成的

装置气化，变换成液态甲醇，再经过甲醇制烯烃装置，最终生成可用于家

电、汽车等生产企业的聚乙烯、聚丙烯等白色颗粒。

“从挖煤、运送电能，再到生产化工材料，煤炭身份的转变助力淮南实

现了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黄坤说，这种转变大大提升了煤炭附加值。

耗资 12.5 亿元的污水处理装置，让中安联合公司实现了生产污水零

排放。12月 17日下午，记者走访看到，一个个水泥砌衬的反应池、沉淀池

相互连通。装置负责人王维保说：“我们通过微生物反应处理掉污水中的

有机杂质，将高盐废水分离浓缩，得到的氯化钠、硫酸钠作为工业副产品

对外销售，而过滤后的纯水再进入系统循环利用。”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

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

合。在安徽（淮南）现代煤化工产业园里，企业之间互供等延伸煤化工产

业链的探索，正在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中安联合公司生产中产生的副产品混合碳四碳五已经向园区内相隔

不远的安徽嘉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供应了近一年。作为一家专业致力

于苯乙烯上下游产业链延伸的技术研发、生产经营的化工新材料企业，安

徽嘉玺在煤化工产业链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该公司副总经理陈亚飞说，他们与园区内多家企业有关联，除了中

安联合公司外，生产的苯乙烯也是部分企业的生产原料。此外，为了降

低排放量，该公司通过中水回用系统和余热回收利用，减少污水和烟气

排放量。

在园区内还有一些补链强链的新项目。安徽摩纳珀里科技有限公司

一期投资 5000 万元，聚砜、聚醚砜等材料实现小规模工业量产。“以往不

粘锅涂层、医疗透析膜等所需的高性能工程材料不少需要进口，目前我们

通过科技攻关，已经实现每月 50 吨左右的产量。”该公司副总经理张东

说，“我们看好未来的市场，明年计划投资 15 亿元进行二期建设，以高分

子材料为中心完善上下游产业链。”

黄坤说，近年来，淮南在积极提高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

能，园区在招商选商时以安全可靠、环境友好和优质高效为导向，推进煤

化工产业朝着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截至目前，园区签约实施推

进项目达到 30个，预计今年产值将达 86亿元，同比增长将超过 60%。

给黑煤“美白”

煤化工产业在这里走向多元

◎新华社记者 水金辰 姜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