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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 岳

“吹尽狂沙始到金”。用刘禹锡的这句诗来
描述曹妃甸的发展史最为贴切。如今，吹沙造
地而出的曹妃甸到了收获的季节，也给人们创
造了畅想的空间。

2017 年 12 月份，河北省提出实施“一港双
城”战略，将曹妃甸建成世界一流综合贸易大
港，打造新的增长极。

随着曹妃甸港的建设，港口贸易额从2015
年的41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2300亿元，呈现爆
发式增长态势。

2020年，曹妃甸港货物吞吐量突破4亿吨，
创造了国内港口发展速度的奇迹，助推唐山港
货物吞吐量跃居世界港口第二位。

未来，曹妃甸港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输
出港，中国北方重要的油气能源进口基地和储
备中心……

新兴城市要做好产城融合发展。

现在，曹妃甸网格状路网已经成型。曹妃
甸港，高速公路，铁路，各个网格正虚位以待有
志企业擘画发展蓝图。

在曹妃甸，我们感受到了人们对于发展的
紧迫感，但急而不躁，各项工作井井有条；我
们也见识了什么叫匠心精神，企业不饰浮华，
一心一意围绕主业做文章；联城科技等企业
则是朝气蓬勃，锐意进取，致力于打通产业链
壁垒，但绝不搞赢者通吃，合作共赢是它们的
终极目标……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员工脸上洋溢着满满
的自豪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作为一座新兴的城市，曹妃甸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比如让城市活起来、动起来、亮起来。
这需要政府部门做好规划，房地产开发商和入
驻企业共同推动产城融合。如此，才能吸引年
轻人留下来、住下来，成为新一代曹妃甸人。

做大做强资本市场的曹妃甸板块。
对于曹妃甸的企业，我们最深刻的印象之

一是闷头做事，不搞资本运作。但积极的资本
手段和途径应该当用则用。因为现在的企业发
展离不开资本的助力。做企业要有匠心精神，
更要有创新能力，跟上时代发展脚步。

做大做强资本市场的曹妃甸板块有多条途
径：一条是IPO，包括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和北
交所。这条途径需要属地企业、机构经过培育
之后按部就班地走进资本市场；第二条是吸引
上市公司的分支机构或附属企业入驻曹妃甸，
间接融入资本市场；第三条是整合曹妃甸乃至
唐山市的上市资源，借助并购重组让曹妃甸在
资本市场打出自己的招牌。

前两条路，曹妃甸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着，第三条路在资本市场有众多的成功案例可
供参考，比如中国中车、中国船舶等。

如今，被称为“黄金宝地 耀眼明珠”的曹妃
甸已经成为唐山、河北、京津冀的一张名片。

曹妃甸可以站得更高。我们相信，未来的
曹妃甸港必将实现“世界贸易之通路”的梦想。

曹妃甸，其实可以站得更高

本报记者 闫立良
见习记者 郭冀川 张晓玉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河北唐
山曹妃甸夯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核心区和河
北省国家级沿海战略核心地位的关键一年。建
区九年，自贸区挂牌两年，曹妃甸具备了向更高
层次腾飞的基础条件。

在11月14日公布的《河北省建设全国现代
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十四五”规划》中，曹妃甸既
是对接国际物流网络的关键节点，又是规模化、
专业化、电子化大宗商品国际物流中心，同时还
要培育引进专业化化工物流企业，担负支持生
产企业和物流企业加强物流设施设备建设和技
术改造的责任，助力其进一步做优、做精、做专。

今年，曹妃甸谋划实施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463个、总投资5535亿元，其中省市重点项目55
个、总投资2095.5亿元。今年第三季度共有38个
项目开工建设，总投资225.42亿元，涵盖现代化
工、装备制造、现代物流、城市建设等多个领域。

“好风凭借力”。资本市场对于优化资源配
置，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具有枢
纽作用。曹妃甸人在曹妃甸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深
切地感悟到了这一点。近日，《证券日报》调研组
一行走进曹妃甸，探寻助其腾飞的资本“密码”。

资本从哪里来

作为曹妃甸区的“包工头”“街道办”“大管
家”，曹妃甸国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曹国控
集团”）董事长郑树森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作为政策落实者，我们也在想怎么利用好
资本市场，承担起服务好曹妃甸发展的责任。”

记者了解到，作为唐山市重点国有企业，曹
国控集团不仅肩负着服务唐山发展的使命，更承
担着曹妃甸的城市运营、产业投资、基础设施配
套重任，是开发建设曹妃甸的主力军和排头兵。

资本是为企业发展提供动力的关键引擎，
也成为曹国控集团繁荣地区经济的源头活水。
Wind资讯数据显示，曹国控集团成立以来，公司
债券发行总额达200多亿元，信用类债券余额
151.8亿元。

郑树森对此如数家珍：“借助资本市场等多
融资渠道力量，公司旗下曹发展集团（唐山曹
妃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已累计完成
造地234.23平方公里，路网建设441.18公里，建
成工业厂房总建筑面积69.92万平方米，建成住
宅、写字楼、酒店等商业房产总建筑面积183.19
万平方米。”

曹国控集团总经理高峡对记者说：“公司成
立前期主要是助力曹妃甸基础建设，随着基础设
施日益完善，公司也开始转型做市场化业务，最
后就要走资本运营平台，把一些比较成熟的项目
进行资本化运作。”郑树森表示，“未来集团会规
划两到三家子公司上市，我们计划让旗下新三板
公司联城科技到主板上市。另外，我们还准备利
用自有资金，收购一到两家上市公司”。

对于如何吸引资本，曹妃甸金融中心主任
张为表示，首先是强化银企对接机制，保障曹妃
甸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聚集的资金需求；其次
是设立金融网点和类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组织
体系。金融业态的进一步丰富，有利于促进曹
妃甸经济发展。

据了解，曹妃甸目前共有各类全国性金融
及地方金融组织46家，区内有唐山本土注册企
业577家，累计融资申请金额49.22亿元，完成融
资18.42亿元。

而在此基础上，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中
心区域、“一带一路”重要节点，曹妃甸自贸区又
是如何利用区位优势，吸引京津资本的呢？

曹妃甸自贸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徐建强介绍：“当前曹妃甸自贸区建立了

‘信用体系+告知承诺’政务服务体系，北京政务
服务自助机已在自贸区投入使用，可办理北京
政务服务事项179项。良好的协同创新环境，会
有效带动京津资本入驻。”

截至8月底，曹妃甸自贸区已累计新增市场
主体3575家，其中外商投资企业98家，完成实际
利用外资1.71亿美元，实现进出口额513.79亿元。

徐建强表示：“曹妃甸自贸区以全市0.25%
的土地面积吸引了全市大约70%的新设外商投
资企业，超过30%的合同利用外资，接近25%的
外贸进出口，成为唐山对外开放的新窗口，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

资本到哪里去

因为曹妃甸港是一个大宗商品、原料、能源
原材料的枢纽港口，所以这里也成为京津冀地
区重要的能源供应保障基地。

“曹妃甸港的自然条件很好，岛前最深处达
36米，而且不冻不淤，背靠唐山服务京津，自贸
区更给港口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在曹妃甸区走
访过程中，一谈到港口建设，不论是曹妃甸国控
的领导，还是港口或物流园区的工作人员，都把
这句话反复提及，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参观港口物流园时，曹妃甸物流园区管
委会经发局局长姚国军向记者介绍：“港口和贸
易好比一辆车的两个轮子，唐山港吞吐量总吨
位位于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其中，曹妃甸港吞
吐量去年突破4亿吨，京唐港吞吐量为3亿多
吨。尽管吞吐量大，但是收益不高，与天津港相
比，唐山港利润空间较小。”

究其原因，主要是曹妃甸港进出口货物多
为大宗商品，比如矿石和煤炭等，收益较低，不
如天津港的集装箱货运附加产值高。意识到这
个问题后，曹妃甸港也在想办法补足贸易和航
运的短板。

“现在港口开发已经进行到一半的程度，基
本满足当前需求，但是想要继续完善港口的功
能，则需要资金的继续投入和支持。我们希望

建成综合贸易大港，利用资本力量来扩大港口
规模，加速港口的发展。”姚国军说。

曹妃甸港拥有深水大港和四条铁路（迁曹、
蒙冀、唐曹、水曹）的交通优势，又依托唐山钢
铁、化工基地和首钢、华润、金隅等国际国内500
强企业的产业落地，自2005年第一座矿石码头
运营以来，港区货物吞吐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与港口同时升级的还有产业战略升级。曹
妃甸自贸区挂牌之日就明确发展高端装备制
造，试点数控机床、石油钻采产品等高附加值大
型成套设备及关键零部件进口及再制造。

作为当地“火车头”的曹国控集
团，也要借力资本力量从基础
设施建设转向产业投资。
郑树森表示，公司早期
主要工作是吹沙填
海等基础设施
建设，随着曹
妃 甸 的 发

展 ，公 司
也逐渐将自
身定位于城市
运营服务商，要
在服务民生和产业
发展过程中壮大自己。

具体来看，曹国控集
团将做强贸易产业，如立足
钢贸产品，在稳固钢坯业务的
基础上，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拓
展；另一方面是培育文化旅游产
业，如积极推动龙岛权证办理，挖掘
湿地、海岸线、酒店等资源潜力；同时发
挥其施工类子公司资质优势，承担起区
域基础配套项目建设任务；最后是加快
能源产业布局，推进LNG（液化天然
气）、大宗物料综合管廊等能源项目。

“未来五年，集团共计划实施项目
53项，计划总投资34.62亿元，助力曹妃
甸高质量快速发展。”郑树森说。

徐建强也表示，未来，曹妃甸自贸
区将发挥平台集中的政策优势，聚力推
动贸易转型升级新实践，探索“自贸＋
综保＋跨境电商”新模式，加快构建立
体化良性发展产业体系，吸引更多国内
外资本的关注与投资。

支柱产业怎么立

曹妃甸因港而建，由港而兴。港口是曹
妃甸最宝贵的战略资源，也是其发展的最大优
势和潜力所在。据统计，曹妃甸港年均往来船
舶达6000艘次。

姚国军指着码头的建设图对记者说，目前
曹妃甸港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矿石接卸单体
港、最大的钢材下水单体港，这些成绩主要来源
于唐山这座“钢铁之都”的支持，而正在建设的
LNG项目，未来将有望使曹妃甸港成为北方重
要的油气能源进口基地和储备中心。

在曹妃甸港码头走访过程中，唐山曹妃甸
实业港务有限公司宣传部干事侯幼安告诉记
者，25万吨级的铁矿石货轮在港口码头两天就
能完成装卸，铁矿石将通过皮带传送，直接运输
到首钢等钢铁企业。虽然有着高效率的自动化
装卸设备，但远方的海面上，还有大量船只在等
待装卸。侯幼安指着不远处一片深蓝色的海面
介绍，那里就是天然海沟，建成的两个40万吨级

深水泊位已实现常态化运营。
除了利用地理优势建设港口实业外，徐建

强表示，在土地供应充足的基础上，曹妃甸还计
划依靠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开展钢铁全产业链
绿色创新研究，推动高端装备制造及再制造产
业聚集发展，发展国际能源储配贸易，开展成品
油和保税燃料交割、仓储，建设LNG储运设施。

“目前我们正在推进国家进口高端装备再
制造产业示范园区申报创建工作，促成了通益
机电公司与首钢京唐、长城汽车等企业合作，新
建两条镀铬轧辊制造和再制造进口生产线，实
现了废水、废气处理的近零排放。”徐建强说道。

曹妃甸不仅有密集的钢铁产业链企业，还有
众多化工和装备制造企业，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内外循环产业链条，成为了地区的支柱产业。

三友化工工作人员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公司利用曹妃甸海水淡化项目，创立的“两碱一

化”循环经济模式，既解决了环保问题又创
造了经济效益。

“海水淡化项目是曹妃甸
重点发展的循环经济项

目。”曹国控集团副总
经理、唐山曹妃甸

北控海水淡化有
限公司董事长

杜 进 军 介

绍，海水淡
化产生大量

含盐度极高的
浓海水，直排入

海会危害生态，而
浓海水正是纯碱生产

的原料之一。
与三友化工不谋而合，

三孚股份同样在打造具有公司
特色的化工行业绿色循环发展

新路。三孚股份董秘刘默洋表
示，公司本着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

建立了“两硅两钾”产能协调联动，形成
了产品互相支撑的循环产业链条。

除了在化工行业有多家翘楚公司
外，在装备制造领域，唐山还有一个“小
巨人”——汇中股份。作为以技术起家
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汇中股份董秘冯大
鹏告诉记者，公司已经掌握了超声测流
领域的核心技术，搭建了汇中超声测流
产品智能制造平台。

在对这些企业的调研中，他们都谈到
了曹妃甸建设给公司带来的助力，港口兴
建带来便捷的航运交通，自贸区建设给企
业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路。得益于曹妃甸

发展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多化工与装备制造
企业在当地落户，而这不仅没有带来竞争加
剧，反而在当地企业整合与协同、打造更大
的循环产业集团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贸牌怎么打

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曹妃甸的建设，
除了需要企业脚踏实地和资金的大力支持外，还
需要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和资本的落户提供
沃土。作为河北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2019年8月31日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
甸片区（下称“曹妃甸自贸区”）挂牌成立。

从成立之初，曹妃甸自贸区的一个重任就是

引进优质企业。在自贸区33.48平方公里范围内，
不仅要服务进出口贸易企业，还要依托曹妃甸港
和唐山市的产业基础，重点发展国际大宗商品贸
易、港航服务、能源储配、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

徐建强向记者介绍，自贸区坚持“大胆闯、
大胆试、自主改”，两年来已累计推广了193项改
革试点经验落地。如自贸区探索了保税状态下
的货权转移、区块链下的仓单质押等金融创新，
不仅提高了进出口贸易的效率，还与港口的产
业深度结合。在这一过程中，突出了“走出去，
引进来”策略。

“走出去”意味着让自贸区内企业走向国际
舞台，中铁十六局的一个盾构机高端装备再制
造项目，便从北京搬迁到曹妃甸自贸区。一方
面是曹妃甸紧邻北京方便专业技术人员交流，
另一方面有港口之便，可以大大提高盾构机这
种大型装备的进出口运输。

“盾构机有些零部件需要从国外进口，产品
生产维修完善后又要出口到其他国家。为了提
高进出关效率，我们就将车间变成一个保税库，
人员进出遵循自贸区原则，产品更是走保税的
高效流程，省去了大量进出口报关手续。”徐建
强介绍，虽然曹妃甸自贸区寸土寸金，但还是保
留了相当面积的土地用于实业开发。

而“引进来”则主要是吸引与本土产业链相
关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如一家意大利冶金装备
制造企业就落户在曹妃甸自贸区，为唐山的钢
铁企业带来了国际先进的冶金装备技术。徐建
强介绍，曹妃甸通过筹建技术服务中心，探索出
了一种全新的钢铁行业人才服务模式，搭建了
国内外人才交流的平台，辐射唐山众多钢铁企
业，提高了国际人才的流动效率。

唐山本地的钢铁、化工产业密集，从曹妃甸
港进口的大量铁矿石、木材、石油等资源很大一
部分被当地企业消纳，但一直以来，曹妃甸并没
有一个正式的大宗商品贸易平台。

为了服务港口和当地产业，曹妃甸自贸区也
积极推动大宗商品贸易平台的建立。首先是通
过发布中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曹妃甸指
数、铁矿石曹妃甸价格指数，使曹妃甸成为大宗
商品价格的重要锚地，同时，“河北自贸区大宗商
品交易中心”也已正式落户在曹妃甸自贸区。

徐建强自豪地说：“曹妃甸自贸区天然就适
合发展港口金融贸易，线上交易双方可以直接
看到货物输送到工厂去，这种先实现线下资源
打通，再搭建线上交易渠道的方式，大大降低了
虚假交易和物资炒作等金融风险。”

后发优势有哪些

相比河北自贸区的其他几个片区，曹妃甸自
贸区的优势很明显，它是河北地区唯一临海的港
口自贸区，同时拥有成熟的钢铁和化工产业链，
并且正在引入、培育石油炼化等新鲜血液。

在拥有先天优势的同时，曹妃甸自贸区自
身的不足也很明显，产业集中在重工业，科技创
新能力薄弱。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曹妃甸也开
始重点培育本土的科技型企业，而联城科技就
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联城科技于2020年7月份在“新三板”挂牌，
与华为公司、宁波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合作，陆
续实施了智慧校园、无线城市、雪亮工程、云计
算中心、工业互联网、教育云等十几个项目，为
建设智慧曹妃甸做出了积极贡献，也凭借曹妃
甸项目经验，正向全国市场进发。

联城科技董秘杨海涛告诉记者，作为新兴
的城市，曹妃甸区在智慧城市建设上有更多的
发展空间和布局潜力，这就为此类企业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土壤。随着曹妃甸大学城的建设逐
步完善，不仅为公司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也为
曹妃甸创造了产学研合作基础。

留住人才，聚合人气，可以说是大多数港口城
市的重任。在此次走访中，曹妃甸国控的工作人
员就此介绍，近几年曹妃甸积极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不仅为引进的高端人才建设了专家公寓和多
个生活小区，大学城也陆续引入了十余所学校。

“这里的主马路，几年前晚上很难见到人，但
现在周边已经开设了不少夜市，老人与孩子的身
影也越来越多了，使这里更有家的味道，而不再
只是一个港口工业区。”曹国控集团计划财务部
部长李立勇指着集团门口的通岛路对记者说。

李立勇介绍，曹妃甸建区之初就吸引了像
他这样的一批人。随着曹妃甸发展速度加快，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了扎根曹妃甸的打算。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区域和产业经济研
究部综合处处长窦勇表示，曹妃甸自贸区要充分
发挥自贸区开放窗口和开放高地的作用，汇聚全
球要素，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这其中要注意
定位和功能的协同互补，既充分发挥自贸区对区
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又发挥周边地区对自贸
区的支撑作用，实现共享、共赢协同发展。

立足渤海湾，曹妃甸港依托国际大宗商品贸
易，已经实现了有效的国际互通和全球资源配
置。而在商品贸易通道基础上，若利用好自贸区
政策，实现商业、金融模式创新，则科技的力量更
易凝聚和发挥，这正是曹妃甸的核心优势。但如
何做好自贸区制度创新，在北方地区重工业升级
中起到积极助推作用，将影响力不仅辐射到周边
地区，更向内陆和周边国家延伸，则是曹妃甸自
贸区面临的一大挑战。

“放眼‘十四五’，曹妃甸作为国家首批循环
经济试点产业园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京
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曹
妃甸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家智
慧城市试点等重大战略的承载地，发展潜力巨
大，曹国控必将首当其冲，在服务唐山高速发
展，特别是沿海经济带、一港双城建设中奋力走
好新时代赶考路。”郑树森满怀期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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