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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大连 2月 23 日电（记者曹智、蔡
拥军、孙仁斌）“过去咱是因海而生，现在要向
海图强，做足海文章。”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德伟指着规划展板兴奋地向记者
描绘着企业未来三年的发展蓝图。
　　早春时节，记者在大连登渔船、进企业、
访盐场，感受“北方明珠”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逐梦蓝海的澎湃激情。

三产融合，做大做强蓝色产业链

　　大连复州湾，海盐田在晴空的映衬下色
彩斑斓。身处全国四大海盐场之一，大连盐
化集团年产海盐 70 万吨以上。除了制盐，
这家企业还建设了海洋化工生产基地、打造
海盐文化主题公园，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大海给了我们无限的发展空间。”刘德伟说。
　　天正集团大黑石养殖基地内，竹荚鱼、红
鳍东方鲀、云纹石斑鱼等优质鱼类在一排排
圆形养殖池中欢快游弋。工人们正在投食，
群鱼欢腾。“每年秋冬季，我们把鱼从海洋牧
场转移到陆地越冬，再过一阵，它们就可以回
到大海了。”集团副总经理刘圣聪说。这家企
业每年养殖各类海水鱼 2000 余吨，销往全
国各地和日本、韩国等海外市场。
　　北纬 39 度，独特的地理优势，产出的大
连海鲜中外驰名。2022 年，大连海水养殖面

积 695 万亩，实现海水养殖产量 208 万
吨，渔业经济总产值 766 亿元。国家级海
洋牧场示范区总数达到 28 处，海水养殖
规模、产量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处于领先
地位。
　　大连瑞驰集团的产品研发实验室里，
香气四溢。研发人员正在研制各种海鲜预
制菜；9 万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内，身着无菌
工作服的工人紧张忙碌。从烟熏三文鱼到
馋嘴烤鱼，从盐烤白虾到鲅鱼水饺，百余种
海鲜预制菜从这里“游”向千家万户的餐
桌，并远销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 0 2 2 年 大 连 海 洋 经 济 总 产 值 达
3800 亿元，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

创新驱动，打造海洋装备制造集群

　　向海图强，离不开科技支撑。近年
来，大连依托创新驱动，推动海洋装备制
造业集群式发展，促进相关产业向中高端
攀升。
　　 LNG 双燃料动力超大型原油船、智
能大型特种勘探船、300 至 400 英尺自升
式钻井平台、大型集装箱船……大连拥有
大连造船等三大船企，建有 5 个船舶配套
园区，基本形成了集船舶建造、修理及技术

研发等为一体的船舶工业集群。一批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的船舶和海洋工程产品先后
研发成功。
　　黄海之上，300 多座高约百米的“大
风车”傲然耸立，巨大的风电机组叶片不停
转动。这是并网不久的中国华能集团大连
庄河海上风电场址项目，也是我国北方单
体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预计年上网
电量可达 17.3 亿千瓦时。
　　在大连华锐重工铸业有限公司，一批
海上风机前机架铸件产品正在紧张加工，
300 件大型铸件产品加工完成后，将通过
海运出口法国。公司总经理孙福俊说：“订
单已排产到今年年底，需求出现井喷，我们
都在加班加点地干，今年预计出产高端铸
件产品 11.5 万吨，产值超 14 亿元。”
　　通过海洋科技有效带动，大连海洋产
业结构正在进一步优化。大连市科技局局
长原驰说，大连将聚焦海洋技术攻关和未
来发展方向，建设高端海洋科技创新平台，
瞄准世界海洋科技前沿，形成一批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和技术领先的创新突破成果。

生态优先，守护和谐共生海洋家园

　　在黄海深处的大连市长海县，马达声
中，渔民驾着小船，带着记者驶向深海。黛

蓝色的海面上，浮筏和网箱一字排开，看不到
边际。这些密布的网箱是当地海洋牧场中
的智能化深海鱼类生态养殖网。
　　“海洋牧场避免了近海养殖对海洋生态
的破坏，我们发展海洋经济，首先要保护好海
洋生态。”大连市海洋发展局局长史明强说。
　　大连复州湾，海风阵阵，鸥鸟翔集。
　　岸边绿植和湿地面积不断扩大，多年不
见的海鸟也在这里安家筑巢，越冬觅食。每
到周末，许多市民带着孩子到这里享受滨海
时光，很难想象这里曾被大大小小的养殖圈
池切分得支离破碎。
　　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处处长蔡洪春说，作为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 年开始，大连启动复
州湾生态修复项目，共修复岸线 17.1 公里，
恢复滨海湿地 414.2 公顷。
　　目前，大连正深入打好渤海、黄海（大连
段）综合治理攻坚战，2023 年底前完成 789
个入海排污口整治工作，推动海洋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大连以港立市、因海兴市。未来，大连
将立足现有海洋产业分布，推进定位清晰、优
势互补、各具特色的海洋经济功能区建设，推
动形成‘核心引领、特色集聚、协同联动’的空
间格局，引导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大连市
委主要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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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济南 2 月
23 日电（记者邵鲁文）
走进位于山东省枣庄市
薛城区的枣庄内陆港，
一辆装满货物的列车正
在驶离。内陆港运营负
责人周学良告诉记者，
班列装载的是当地企业
生产的机械设备、轮胎
等产品，运达青岛港后，
再装船出口至欧洲。今
年以来，场站内的工作
人员一直在忙碌作业。
　　地处内陆的枣庄
市，企业出口的最大瓶
颈就是物流不便。当地
为此探索了“陆海联动、
海铁直运”模式，通过建
设内陆港，把“出海口”
搬 到 了“ 家 门 口 ”。

“2022 年，枣庄内陆港
运行良好，今年货运量
继续高速增长。”周学良
说，目前经由枣庄内陆
港出口的货物，比往年
同期增长了一倍多。
　　“内陆港是港口及
其各项服务功能向内陆

的延伸，是内陆城市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引
擎之一。”国铁济南局货运部副主任段清亮说，
内陆城市的出口货物进入内陆港后，就如同到
达了港口，在内陆港可以办理报关、检验等手
续，随后通过海铁联运，将货物运送到海外。这
对于内陆地区打通出海通道，具有重要意义。
　　依托内陆港，山东不少地处内陆的外贸
企业提升了货物出口时效。在山东省滨州市
博兴县内陆港，一列装载山东众鑫发板业有
限公司 3000 吨板材的“滨海欧”海铁联运班
列驶出，到达青岛港国际场站后，再搭乘国际
邮轮前往位于泰国的公共海外仓，通过海外
仓直达客户。
　　“原来通过公路运输货物到青岛港，不仅
时间长，汽运运费也比较贵。现在通过新建设
的内陆港实现了海铁联运，省去了多道检验
程序，还不需要再缴纳公路运输费、港口场地
占用费等中间费用，能节省 20% 的物流成
本。”山东众鑫发板业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
王兆江说。
　　博兴县商务局副局长王铁华告诉记者，
博兴县有进出口业务实绩的企业达 230 家，
内陆港能进一步提升外贸企业的出口效率，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在山东一些地区，内陆港所在地还实现
了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在山东省德州市平原
县济铁(平原)物流园，装载机械正在将集装
箱整齐地码放到“平原号”海铁联运班列上，
准备发往黄岛港。2016 年起，这个位于内陆
的小城市有了“旱码头”。
　　“我们承运平原县周边 150 公里内的货
源，这些外贸企业大多通过这里的班列发送
货物到黄岛港。目前，月发送量在 2000 个集
装箱左右，6 万多吨货物，主要发往美国、澳
大利亚等国家。”平原县捷运顺丰集装箱储运
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刘双说。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司
家军告诉记者，今年，山东将继续强化外贸进
出口运输服务保障，重点在沿黄流域布局建
设内陆港，力争建成 6 个内陆港。
　　“快捷的物流运输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
重要支撑，借助内陆港建设，让地处内陆的城
市打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尤其是在今年各地
赶订单、抓生产、拓市场的形势下，内陆港对
促进山东外贸企业出口发挥了显著带动作
用。”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唐绍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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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消费点亮海口“夜经济”

　　新华社海口 2 月 23 日电（记者周慧敏）夜幕降
临，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甸溪北岸的西溪里商业街逐
渐热闹起来。各具特色的手作、热气腾腾的美食、美妙
动听的音乐，吸引着市民和游客，让城市“夜经济”更加

“活”起来。
　　在一家街头汉堡摊，摊主王洪宇开始忙碌起来，为
络绎不绝的客人精心做着每一个汉堡。王洪宇拥有一
家网络科技公司，晚上出来摆摊既是兴趣爱好，也是二
次创业。“现在摆摊是为开店做准备，目前已经培养了
不少稳定客户，以后会越来越好。”他说。
　　王洪宇经常参加这样的市集活动，收入还不错，人
流量大的话一天营业额能达到几千元。
　　晚风轻拂，市民游客穿行市集，或享受美食，或驻
足观赏，或举起手机拍照，享受着夜晚的户外悠闲
时光。
　　“这里布置得很有氛围感，美食也有特色，工作一
天，下班后来这里吃吃美食、拍拍照，感觉很放松。”海
口市民梁恬和朋友坐在露营椅上，一边吃着美食，一边
惬意地聊天。
　　自今年年初以来，海口陆续举办了中西“碰撞”市
集、古风市集等多个具有创意的市集活动，进一步丰富
了夜间消费业态，加速了消费市场复苏。无论是时尚的
现代气息，还是风雅的古风国潮，这些市集都为市民和
游客打造了新的消费场景，带来了新奇有趣的消费体
验，尤其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风潮。
　　不断兴起的多样化市集活动让海口市民费璐媛感
触颇深。“这两年海口的市集越来越多，提升了市民的
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她说，现在的市集更趋向于年轻
化，更多年轻人愿意到市集走一走、逛一逛。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王可表示，通过
市集活动打造出独特文化定义和不同生活方式，满足都
市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海南正在加快推进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要让更多生活方式成为消费业态的支撑
点。”他说。
　　王可表示，市集很容易叠加不同的文化主题，因此
对“夜经济”消费升级和业态“破圈”带来很大助推作
用，已经形成一个新的消费业态。下一步将招募不同的
市场主体去研发、升级更多市集文化。

　　新华社广州 2月 23 日电（记者周强、丁
乐、王丰）眼下，中国最知名的步行街之一、广
州的北京路商圈再现汹涌人潮，久违的市井
气和忙碌劲儿肉眼可见。
　　来自香港的游兰达及好友在北京路逛
街，为吃上一顿晚餐，竟排队一个多小时。“去
的第一家东南亚餐厅要等 120 多桌，后面又
去了好几家馆子都要排队。”她说。
　　“一般来讲，春节后就不怎么排队了，但
今年好像有接待不完的客人。”同在北京路商
圈的“潮发”潮汕牛肉店前，连续多日出现排
队小高峰，22 日 18 点左右的晚市，门口就有
几十桌客人排队。店长介绍，周末单店日均取
号排队能达 800 多桌。
　　美团数据显示，2 月以来，深圳整体的商
家外卖订单量环比增长 60.1%。深圳福田区
华强猪脚饭的老板庄先生说：“外卖订单比去
年年底增长超三成，一个中午就有二百多张
单。切猪脚饭的刀都要起火，打包打到手都要
起茧了。但现在再忙，心里都觉得甜。”
　　“甜蜜的烦恼”不只体现在排队用餐，还
有打车排队、出行堵车和酒店订房等场景。
　　刚刚过去的周末，广州因为堵车登上了
社交媒体微博热搜榜，尤其是广州动物园等
景点，以及写字楼聚集的珠江新城附近，打车
得排至少十几分钟的队，打上车了路上还会
堵车，有网友调侃“还不如骑单车快”。
　　美团打车调研数据显示，2 月 18 日至

19 日，美团打车网约车出行订单数环比前
两周增长近六成。“去公园和动物园的多，
一单接一单，歇会儿的功夫都没有。”一位
美团网约车司机说。
　　从万得数据库来看，北上广深一线城
市的拥堵延时指数在 2 月迎来小高峰。地
铁客运量有着同样趋势。2 月，北京、上海
地铁日客运量突破千万人次，广州和深圳
也接近千万人次。
　　在深圳，上周末住宿、景区、交通等旅游
订单同比增长约七成。“旅游消费持续回暖，
长线旅游热度回归的同时，本地周边游的消
费习惯也已经养成。”美团门票整合营销中
心总经理邹晓迪说，广州、深圳之间人口流

动恢复明显，互为最大的异地客源地。
　　文旅消费复苏直接带来酒店入住高峰。
在广州，“老字号”白天鹅宾馆多天的客房开
房率及餐厅上座率达 100%，客房紧张。驻
店总经理林镇海说，生意火爆超出预期。
　　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进入 2 月，
全国住宿行业延续春节假期良好恢复势
头，连续多个周末迎高峰，上周末的日均入
住量创下年度新高，超过春节、元旦。
　　美团文旅研究院院长路梦西认为，市
场活力自春节以来持续增强有多重原因。
一方面，商旅市场近期迎来快速复苏，各地
往来客流、频次增加明显；另一方面，伴随
着天气回暖，本地周边的休闲度假需求快
速回温，近年来的周末游热度得以延续。
　　久违的“烦恼”重回一线城市，传递的
是中国经济活力加快恢复的信号。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大幅上调今年中
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5.2% ，较去年 10 月预
测值上调 0.8 个百分点。IMF 预计中国经
济明年将继续增长 4.5%。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
场研究中心副主任阮丽熔认为，大中城市
的消费加快复苏，将为中国经济整体增长
提供强大动力。当下各大城市的“烦恼”也
充分证明，中国有能力统筹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这种消费增长也会给
全球市场带来积极效应。

有一种“烦恼”折射城市活力复苏

  ▲ 2 月 21 日，工人在涪陵页岩气田焦页 12 号平台的焦页 12 —检 1 井作业平台上进行该平台检修井的钻井作业。
  近日，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的全国首个实现商业开发页岩气田——— 涪陵页岩气田正式宣布，气田钻井进尺突破 400 万米。涪陵页岩气田
于 201 2 年 12 月开始建设，201 4 年 3 月进入商业开发。
  据中石化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涪陵页岩气田平均钻井周期由最初的 90 多天下降到 40 多天，最短钻井周期
仅 24.1 2 天，最深井深达 7161 米。                                   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全国首个商业开发页岩气田钻井进尺突破 400 万米

  ▲ 2 月 1 9 日晚，广州市越秀区北京
路的“潮发”潮汕牛肉店座无虚席，门口还
有几十桌客人在排队。   新华社发

　　新华社西安 2月 22 日
电（记者张斌）餐厅内，服务
员点餐、上菜一路小跑脚下
不停；餐厅外，店长一边叫号
一边招呼排队的食客。这是
记者近日在西安市雁塔区
小寨商圈多个商场看到的
景象。
　　“我们每天营业 12 个
小时，一张餐桌要翻台六七
次，几乎闲不下来。”小寨商
圈一家开业不久的烤肉店
店长刘永秀说，目前数百平
方米的餐厅每天进店人数
达六七百人次。
　　商场的兴旺程度，是观
察市场消费活力的重要窗
口之一。连日来，西安多个商
场人流量攀升、热度不减，消
费潜力正持续释放。
　　来自市场复苏的活力，
嗅觉敏锐的从业者早已最
先捕捉到。经过重新装修设
计，位于小寨商圈的原力场
商业综合体于去年 12 月开
始试营业，如今，每天的客流
量可达 3 万至 5 万人次。
　　“我们 4.8 万平方米的
商业面积签约率已达 80%。
在与品牌沟通过程中，他们
都对未来的市场充满信心。”
原力场总经理魏敏说。
　　西安市小寨地区综合
改造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王辉介绍，开年以来，小寨商
圈核心区域的日均人流量
已达 30 万至 50 万人次，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结合辖区内文商旅业态丰富的特点，我们陆续举办了
年货大集等系列活动，还将会同文旅部门举办樱花节、
毕业旅行季等，不断为辖区引来客流，促进消费复苏。”
王辉说。
　　记者从近期发布的《西安市商圈商业街区建设行
动方案》看到，今年西安将继续推进都会级、城市级、区
域级、社区级四级商圈体系建设，培育商业综合型、商
文旅融合型、主题特色型三类 70 条商业街区。
　　记者走访看到，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互动下，一些
曾经经营困难的商场也正在不断转型、寻求机遇。
　　位于西安市五路口的民生百货曾经客流如织，是
西安商场零售业的代表。“前几年这个商场不景气的苗
头已经显现，疫情期间更是雪上加霜，但也坚定了我们
转型的决心。”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总裁助理单锋安说，对于长期从事传统零售业的企业
而言，往哪转，始终是个难题。
　　企业的转型困惑也是政府发挥职能的着力点。西
安市新城区投资合作局局长赵超妍说：“我们先后邀请
了一批专业的商业地产服务公司，专门对五路口等多
个商圈进行精确定位，根据地块和商场特点有针对性
地组织入区企业和商场对接，效果不断显现。”
　　因辖区交通便利、餐饮店铺众多，加之老城区生活
成本相对较低，重新评估后，民生百货开始从商场零售
向办公租赁领域转型。“这个定位比较准确，在辖区的
协调下，美团全国内容审核中心等一批企业已入驻，我
们已租赁出四层。”单锋安信心满满地说，“目前，还有
几家企业有入驻意向，我们的经营业绩正稳步增长。”
　　西安市营商办相关负责人说，今年他们将联合多
个部门致力于打造办事更高效的政务环境、市场更满
意的政策环境，不断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生态，
加快经济复苏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