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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新观察

看板招商

龙江招商记者帮办热线

服务热线 18345161500
生态·环保 17800590667
文化·旅游 17800590668
金融·财税 17800590669
社会保障 17800590670
工业·民企 17800590671
商务·营商 17800590672
农业项目 17800590673
投诉监督 17800590674
土地·交通 17800590675
科技·教育 17800590676

西安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瑶

为充分发挥金融招商对聚集金融产业资源、
壮大金融产业规模、吸引高端金融人才、增强金
融供给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推动龙江“十四
五”时期振兴发展取得新突破，11月 23日，省政
府印发了《黑龙江省金融开放招商若干政策措施
（试行）》（以下简称《政策措施》）。《政策措施》明
确了鼓励引进各类金融主体、强化金融助振兴贡
献激励、加强金融人才引进培育、保障措施等4个
方面、25条政策措施。

在鼓励引进各类金融主体方面提出 12条政
策措施。鼓励重点引进法人金融机构总部、金融

机构地区总部及分支类机构、金融专业公司及特色
金融业务经营机构、金融配套服务机构、境外金融
机构及资本等5类金融主体，主要包括新设立、新迁
入、新升格金融主体，以及引战增资、并购重组、购
置办公用房等内容，重在聚集金融产业资源、壮大
金融产业规模，发挥好金融开放招商的重要作用。
措施中提到，新设立、新迁入的法人金融机构总部，
省市财政按其实缴资本（扣除省内资金出资额后）
的3%给予一次性奖补，叠加奖补最高1.5亿元。

在强化金融助振兴贡献激励方面提出6条政
策措施。鼓励围绕“金融助振兴——龙江开新
局”做好融资支持服务，主要包括支持做大做强
资本市场“龙江板块”，支持股权投资类企业引资

引企、补链强链延链，以及对增加信贷和险资投
放激励等内容，重在更好地增强金融供给、服务
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措施中提到，对在黑龙江
证监局完成上市辅导验收合格拟在境内上市的
后备企业，省级财政一次性补助200万元。

在加强金融人才引进培育方面提出4条政策
措施。主要立足我省金融领域的人才引进、人才
服务、人才培养及智库建设等进行支持和激励，
包括柔性引进金融人才、引进和培育高层次金融
人才、加强金融干部交流，以及设立“黑龙江省金
融咨询顾问委员会”“黑龙江金融发展研究院”等
内容，进一步表明了龙江求贤若渴、招才引智的
鲜明态度。

在保障措施方面提出3条具体举措。主要从
强化省市协同、确保政策落实，提升政务服务、健
全信用体系，推动司法创新、防范金融风险等方
面提出了保障举措，包括各市（地）参照制定本地
金融招商政策措施、实行

“专员全程代办制”、加强
省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成立黑龙江省金融
司法协同中心等内容，目
的是以更优良的金融生
态环境、更优质高效的服
务助力金融产业招商项
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黑龙江省金融开放招商若干政策措施（试行）》发布

25条政策措施助力金融招商

今年前10月齐齐哈尔招商引资签约总额663.1亿元，同比增长17%

拉动招商引擎
为经济增长赋能

近年来，为有效盘活资源，寻求更好
发展机遇，西安市未央区聚焦“楼宇经
济”，深入挖掘特色街区、商务楼宇、城改
底商、闲置厂房、低效利用土地等潜在资
源。2008年以来，通过“百村城改”，基
本完成了从城市郊区向中心城区的跨
越。其间，配建了约 341万平方米的商
业商务楼宇和城改社区底商。

11月16日，未央区举行“盘活资源、
共谋发展”楼宇底商资源推介会，从未央
的情况和投资机遇、重点招商项目、配套
政策和线上线下互动的营商环境等四个
方面介绍了未央楼宇资源未来的潜力。

推介会现场签约总金额约9.4亿元，
消化楼宇面积21.5万平方米。 樊星

做好楼宇
招商文章

工业酶制剂生产
及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项目概述：绥化是中国玉米加工能力最大
的地级市，现在年加工能力60万吨以上玉米加
工企业 10户，其他规上加工企业 14户，全年玉
米加工能力1000万吨，年产玉米淀粉300万吨，
淀粉糖170万吨。

酶制剂是玉米生物发酵企业的重要原料。
绥化现有180万吨剩余玉米淀粉，可为酶制剂项
目提供基础原料。此外，蛋白酶、脂肪酶、α -淀
粉酶、纤维素酶等酶制剂市场前景广阔，在基础
研究、医药、养殖、皮革工业、食品、环保领域尤其
是燃料乙醇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项目计划占地约 6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发酵车间、原料存储库、酶
制剂研发基地、综合办公楼及附属设施等。

项目投资金额：10亿元
项目财务预期：预计年产值约 10亿元，利

税约1亿元。
社会效益：带动就业200人以上
项目单位：绥化市经济合作局
联系人：路俊德
电话：18704554444

肇东市通用航空机场项目
项目概述：绥化肇东市拥有全国占地面积

最大、设施最完备、运营效益最好的北大荒通用
航空机场，距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70公里。该
机场2015年建成运营，拥有本场空域1个，自用
训练空域6个，空域面积77平方公里，飞行区等
级 3C。2017年获得A1类通用航空机场许可，
2018年开通往返佳木斯135部短途运输客运。

目前，绥化肇东市依托该机场，规划了肇东
市通用航空产业园区，总规划面积 38 平方公
里，启动建设面积3平方公里，计划引进项目：

1.重点引进通用航空公司入驻并开展空中
游览、飞行培训、航拍航测、应急救援、人工影响
天气等相关业务。

2.重点引进飞行器的制造产业，包括航空
器（含无人机）的整机制造、组装、试飞等。

3.重点引进航空文化产业，包括航空旅游、
空中跳伞、科普研学等。

4.重点引进航空配套产业，包括航务人员
培训基地、航空服务人员培训中心等。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预计总投资10亿
元以上，企业自筹。

项目财务预期：预计年收入 7 亿元，利润
2.5亿元。

社会效益：带动就业300人
项目合作方式：独资或合作
需外方投资方式：资金、设备、技术等
项目单位：肇东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
联系人：王相涛
联系电话：0455-7782115

绥化市招商项目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文/郭睿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云峰 摄/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云峰

通过无人机航拍画面，记者看到益海嘉里（富裕）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壮观的全貌，一排排现代化工业园区建
筑整齐排列，经过三年多时间建设，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久前，益海嘉里（富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玉
米淀粉车间正式投入生产，现代化的产业链条及管理水平提升了产业发展整体层次，为齐齐哈尔经济增长注入了
巨大活力。

招商引资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是贯穿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
作，今年1~10月，齐齐哈尔市招商引资签约项目153个，签约总额663.1亿元，同比增长17%，在疫情等多方因素
影响下，齐齐哈尔招商取得巨大成绩，依靠的是时刻想招商、谋招商、议招商、抓招商的工作决心，还有一套完善的
招商引资机制。

“最初得知益海嘉里集团计划
建设水稻加工厂后，富裕县就第一
时间组建招商洽谈团队，主动赴益
海嘉里集团沟通对接。建立联系
后，富裕县全程参与项目前期论
证，仅用10天时间就将富裕县周边
200公里半径内，包括吉林、内蒙古
所属的30多个县（市、区）各种作物
十年内面积、产量变化、粮食综合
加工企业分布情况等详细材料交
付给益海嘉里调研团队。”益海嘉
里(富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崔庆辉介绍，他们被富裕县的招
商诚意所感动，另外，富裕县的政
策服务及开发潜力巨大，所以由最
初的单一投资意向逐渐增加投资，
最后达到百亿投资。

据了解，益海嘉里（富裕）现代
农业产业园项目规划占地面积约
为 300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110 亿
元，布局年加工200万吨玉米、50万
吨小麦、20万吨大豆、100万吨马铃
薯、60万吨甜菜、30万吨水稻及中
央厨房等项目。目前，园区已完成
投资约 80亿元。园内项目全部达
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200亿元以上，
安置就业岗位万余个，年新增税收
5亿元以上。

“齐齐哈尔着重调整招商引资方向，由以
前的全面招商，转变为按图、按链招商；由跑
招商转到网络连线招商；由被动等待变为主
动出击。”齐齐哈尔市经合局局长张德龙拿出
了由该局编写的《齐齐哈尔市潜力分析报告》
《产业体系结构导图》《“链”接经济图谱》《齐
齐哈尔招商引资手册》等 10本指导性书籍，
作为招引项目、谋划项目的指导，重新定位招
引方向和目标企业，谋划出一批百亿级、千亿
级产业链项目，齐齐哈尔参与招商的干部都
要研究透这些材料，做到懂经济、懂招商，了
解企业需要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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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鹤乳业是全国闻
名的乳品企业，落户克东
后，县里一直积极帮助飞
鹤谋划，配套引进了安盛
农业、博瑞饲料、瑞信达
物流、瑞源生物有机肥等
10多个上下游产业项目。
飞鹤优质产业链中较高水
准的年产 1.2万吨特医成
人乳粉建设项目在此签约
落地，该高端成人粉已投
入生产。

将企业建在克东飞
鹤产业园区里的奥瑞金
（克东）包装有限公司，10
月份开始生产奶铁罐，每
天产量可达 20 万罐。车
间主任孙晓力显得很轻
松地说：“飞鹤提前3天下
计划订单，我们按订单生
产，基本上零库存，不用
考虑运输和销售。”

物物快速流通是现
代商业发展重要一环。
为促进经济的发展，全市
现已招引落地物流、仓储
项目25个，包装类项目16
个，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物

流配套体系。特别是 2021年新签约
的东日现代国际农产品市场建设、鹤
畅智能物流、智能“仓运配”物流平台
建设等仓储物流项目，极大地提高了
物流行业的智能化、信息化。齐齐哈
尔与广东物流行业协会也展开了积极
合作，计划将齐齐哈尔市列为中俄两
国三地国际物流大通道的节点城市，
以建华区的物流平台辐射东北三省及
中俄两国，由点连线再到面地建成“两
国三地”合作新模式，共同打造跨境供
应链、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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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双专班’工作
作用，助力地方招商活动，
齐齐哈尔市参照省级模式
成立了 9个招商工作专班，
由专业的部门做专业的行
业，由专业的人员服务项
目，并对‘双专班’工作进一
步细化。”张德龙介绍说，严
格按照省内要求，各招商工
作专班要做到“七个一”，即
一个招商规划、一支招商队
伍、一张招商地图、一本招
商手册、一个招商项目库、
一个目标企业库、一系列招
商活动，更有利于项目的谋
划和招引落地。

除了专班配套抓落实
外，齐齐哈尔市重视人才引
进及保障工作也被招商企
业所看重。

据了解，富裕县为了能
留住人才，为招引人才提供
较好的待遇，投资 8000万元
建设人才公寓，落实 500 万
元人才发展资金，通过富裕

网站、劳动人事平台、各单位工作微
信群等渠道广泛发布用工信息，组织益
海嘉里人才专场招聘会，帮助企业招引
技术人才和特种工人285名，全力满足
项目用工需求，带动本地就业。

聚焦产业人才短板，各县（市）充
分与高校及企业合作，创新成立齐齐
哈尔畜牧产业学院、依安飞鹤产业学
院、讷河生物制药产业学院，实现“地
方留才、企业引才、高校育才”协同联
动。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
教岗”相结合的产教融合发展模式，实
行“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促进了
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的有机统一。

齐齐哈尔市还先后出台了《齐齐
哈尔市精密超精密产业政策黄金十
条》《齐齐哈尔市加快转方式调结构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鼓励支持政策》
等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给予企业投资
支持、裂变支持、成长目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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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海嘉里（富裕）现代农业产业园
玉米淀粉车间投产仪式现场。

益海嘉里益海嘉里（（富裕富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玉米淀粉车间板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玉米淀粉车间板块。。

扫二维码看
《黑龙江省金融开
放招商若干政策措
施（试行）》原文。

□武峰 徐晶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张磊

今年年初以来，大兴安岭新
林区以服务促招商，全程协办、
帮办、代办相关手续，完善了政
企沟通联动机制和重点企业联
系制度，帮助招商企业解决项目
推进过程中的难题，打造优良营
商环境，做好招商引资“后半篇
文章”。

大一广公司林下资源精深
加工建设项目总投资 1亿元，资
金全部由企业自筹。主要建设
制剂车间、提取车间、办公楼、仓
库、化验室、锅炉房、冷库、车库
以及厂区道路、绿化、围墙、大门
等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预计
带动就业300人。

要把企业“引进来”，更要
“留得住”“发展好”。为此新林
区成立工作专班，推进大一广公
司林下资源精深加工建设项目，
配备项目管家、首席服务官为企
业实行“一对一”结对服务。召
开项目调度会议，听取项目进展
情况，相关部门深入到项目施工
现场了解进度、现场办公，量身
定制代办帮办工作计划，切实提
升工作质效，共开展代办帮办服
务 7次，解决实际困难 8个，受到
企业好评。

为保障该项目早日投产达
效，区营商局、区农业农村局联
系国家电网新林供电公司，现场
勘查电力设施规划布局，了解项
目用电需求，指派专项客户代
表，制定服务清单，为企业量身
定制合理化用电方案，建立用电
应急工作小组，确保项目建设零
故障、零闪断。同时，区自来水
公司实行“主动对接+上门服
务”，多次前往项目建设现场实
地踏查。针对项目中的涉水工
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对取水工
作各个节点都进行详细指导，保
证了项目顺利实施。

目前，新林区大一广公司林
下资源精深加工建设项目 5000
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制剂车间
主体工程已完工，360平方米冷
库已建成，固体制剂片、胶囊、颗
粒3条生产线和口服液玻璃瓶灌
装生产线设备已订购，预计年底
前完成 4条生产线设备安装，并
进行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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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公司现场勘查供电公司现场勘查。。 武峰武峰 徐晶徐晶摄摄

飞鹤有机牧场转盘取奶飞鹤有机牧场转盘取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