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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新观察

招商图说

看点招商

位于哈尔滨新区的黑龙江碳谷工贸有限公司前身是唐山建华实业集团，是京津冀石墨烯龙头企业，石墨烯
产业发展实力居于全国同行业前列，目前已形成了30多项发明专利及100多项非专利性专有技术。2021年6
月，唐山建华集团石墨烯产业整体搬迁落户哈尔滨新区，并开始梯次接续转化其科研成果。2021年末，碳谷工
贸落地半年后就推出其首款产品放肤宁，主要用于癌症晚期患者放疗时的放射性皮肤损伤的防护和修复。近
日，国内首创的“石墨烯+溴”消毒剂在这家企业投入生产，烯溴消毒剂是该公司转化的第二款产品。

消毒剂生产线。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强摄影报道

碳谷工贸 落户一年推出两款新品

三年突破一万亿
怎么干？用啥招？

省商务厅、哈尔滨、佳木斯、大庆拿出行动方案

坚持向引进外来战略投资者要
发展，面向全球全国的视野，吸引要
素资源向龙江集聚……前不久召开
的全省招商引资大会，黑龙江向外释
放了招商引资强烈信号。

推动招商引资大发展，我省提
出，2022年—2024年，全省招商引资
额度突破一万亿元，比上一个三年资
金规模翻一番以上。

方向明确，目标已定。让外来投
资者“争过山海关”，向引进外来战略
投资者要发展，我省商务部门及各市
（地）县打算怎么干？用啥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曲静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
人说，商务部门将以全省
招商引资大会工作任务
落实为重要遵循，以全省
招商三年行动方案为主
要抓手，抓住二季度全省
招商引资季有利契机，加
力推动招商引资落地见
效。

一方面，要夯实招商
引资基础，建立“招商引
资明白册”。围绕我省22
个产业（四大经济发展新
引擎、五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六大传统优势产业、
七大生产生活服务业）和

“链主”上下游配套企业
精准招商。印发针对 22
个产业的4本产业招商地
图、产业招商图谱，为各
市地、各部门招商引资提
供信息服务。我省正在
建设项目库、企业库、企
业家库 3个数据库，为省
委省政府招商引资调度、
指挥提供服务。

另一方面，省商务厅
举全厅、全系统之力，建
立 13 个专班，13 个专班
由主管厅长领队、各处长
带队，实施“四维一体”的
工作机制，使招商工作真
正有人盯、有人管、有人
促、有人干。第一个维度
是建立与市（地）的联系；
第二个维度是建立 11个
省级产业专班的联络；第
三个维度是建立与各商
协会的联络；第四个维度
是建立与全国各地商务
（招商）部门的联络。主
要任务是摸清全省各地
招商情况、共同推动工作
落实、为省委省政府决策
提供依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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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全省战略，加强顶层
设计，哈尔滨市表示要努力在
招商引资工作中扛起省会担
当。

立足哈尔滨市区位、科
技、冰雪、文化等资源优势，高
质量制定哈尔滨市招商引资
三年行动方案，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进一
步明确各区县（市）、各部门招
商思路、目标企业和落地服务
等事项，形成从“谈”到“引”再
到“落”的全流程时间表、任务
书和路线图，为推动更有成效
的招商引资工作奠定坚实基
础。

聚焦重点领域，着力做好
做实项目库。坚持无中生有、
有中生优，围绕“四大经济发
展新引擎”“五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六大传统优势产业”

“七大生产生活服务业”，高质
量谋划一批十亿级、百亿级招
商项目，力争新签约一批投资
规模大的引擎性项目。注重
抢抓政策机遇，在国家支持基
础设施建设、省 32项支持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政策上，借
势借力谋划生成一批大项目、
好项目，为招商引资提供项目
储备。

精准确定方向，开展重大
招商活动。抢抓亚布力论坛、
全国工商联常委企业助力龙
江振兴、龙商回归等省重大招
商活动机遇，着力洽谈储备一
批重大项目，力争签约额超
800亿元。瞄准港澳、长三角、
珠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区域，
开展综合招商活动，对接“六
强企业”、上市公司超百家。
围绕农产品深加工、林下经
济、中草药等组织开展与企业
对接活动，进一步提升县域招
商活力、招商质效。

哈
尔
滨

扛
起
省
会
担
当

谋
划
大
目
标

按照“四个体系”
建立招商引资工作闭
环，实行党政主要领导
齐挂帅同出征，推动

“7+2”招商专班扁平化
运行、台账式管理、实
质性跟进，理顺全员招
商落地机制。严格实
施《佳木斯市招商引资
考核管理办法》，以引
资结果论英雄，加强跟
踪问效。

年初以来，佳木斯
市级层面组织了 3次指
标任务调度会，紧盯谈
成未签约、签约未落
地、落地未开工、竣工
未投产、投产未上规等
考评标准，强化全过程
运行监测，排出“红”

“黄”“绿”大榜，让干得
好的受褒奖、进展慢的
没面子。

统筹谋划布局全
市一盘棋。抓住“我们
靠什么招”“企业为什
么来”两个关键，着眼
构建优势主导产业，引
导县（市）区、产业园区
把准定位、扬长避短、
突出主业、协同全市。
明确靠资源、靠市场、
靠承载力等“七个换产
业”，提高招商项目与
资源禀赋的匹配度；围
绕“两头两尾”、高端装
备和新经济新产业，谋
深做实招商项目库。
整合全市风、光资源，
促成与华润集团多元
化多业态合作，推动与
北大荒集团共建垦地
融合发展示范区，形成
合作一家、引进一批的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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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表示，要围绕
油头化尾、汽车制造、食品
加工等优势产业，特别是
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
经济、创意设计等战新产
业，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
引上游、接下游、带配套。

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
影响，开展地企联合招商，
围绕油化央企供应链、产
品链，引进落地智能装备
制造、高端油服基地等项
目 38 个；开展委托招商，
与普华永道、亿方集团等
专业机构深度合作，目前
有 30 个高质量项目正在
对接；开展股权并购招商，
初步筛选出 50 家重点企
业，正在与一批外埠头部
企业深入洽谈；借助承办
全省第五届旅发大会招
商，华为工业互联网创新
中心、华为（大庆）数字产
业园等重点项目取得重要
进展。

大庆市抓政策集成，
助企惠企招商。组织专
班对省里出台的 33 项政
策逐一研究，与现有企
业、在谈项目进行对接，
确保政策落地、发挥促进
效应。围绕数字经济、生
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
设计产业，制定出台综合
性招商政策和产业专项
政策，对引进战新产业、
存量企业扩能、盘活闲置
资产、科技成果转化等给
予叠加奖励。

大庆市开发了“亲清
在线”平台，将国家、省市
相关政策直达企业、免申
即享，保证让“政策源头
活水浇到企业发展的根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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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产业项目。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邵晶岩 刘剑

“这家新招引落地
的企业，是利用北安象
屿生产过程中的废液，
做下游产品，这是以商
招商、延长产业链的一
次典型操作……”听讲
解、看项目、话招商，近
日，黑河市委市政府召
集各县（市、区）和五大
连池风景区、自贸区黑
河片区招商责任人齐聚
北安，深入北安市项目
建设现场和企业生产车
间，现场复盘招商成功
案例，了解企业所想所
需。

到项目现场分析实
例，进会场签订责任状，
指出招商路径，压实招
商任务——黑河招商引
资大会暨招商项目北安
现场推进会别开生面，
让参会人员学到了经
验，也感受到了压力。

“这个企业的产品，
可以为自贸区企业提供
原料，相关部门要尽快
为两家企业搭桥，争取
实现双赢。”黑河市主要
领导带着问题看项目，
时刻不忘服务企业，让
与会人员对此感悟颇
深。

“咱们要谋划招引
支撑性强、成长性好的
大项目，对区域经济发
展将起到重要作用。”在
走现场的间隙，黑河市
商务局干部和县市区招
商部门人员不断交流着
思路和想法。

近年来，北安市牢
牢抓住招商这个发展的
金钥匙，引进象屿集团、

飞鹤集团等大企业投资上项目，2021年
北安市招商引资工作综合排名列黑河市
第一位。在北安市召开现场会，黑河市
委市政府旨在让全市各招商区块现场

“看、学、比、思”，以此营造全力以赴抓招
商的浓厚氛围，增强招商引资工作的紧
迫感。

投资 6.5亿元的飞鹤瑞信诚万头奶
牛牧场项目建设正酣，将实现当年开工，
当年投产；投资1.5亿元的生物天然气和
有机肥加工项目正在做前期筹备；投资
6亿元的乳制品加工项目近期签约……
招商成果的背后，是几十次的恳谈，是招
商者真情实意的打动。

“对标先进，我们要取长补短，立即
行动。”在现场一位招商局长的表态，体
现了各县市区参会人员共同的决心。在
此次招商引资大会上，黑河市各县（市、
区）政府和五大连池风景区、自贸区黑河
片区向黑河市政府递交了 2022年招商
引资工作目标责任状，用决心激励今后
的工作。

“抓招商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
谋未来”“抓不好招商就是失职、就是不
称职”，推进会上，黑河市委市政府把招
商引资确定为“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成效的一项重要检验内容，坚持成果导
向，层层压实责任，要求各区块突出创
新方式，坚持主要领导带头抓招商，强
化专班专人抓招商，以招商引资的良方
良法良策提升招商工作的质效，确保高
质量完成全年目标。强化招商保障，着
力优化营商环境，严格兑现优惠政策，
倾心倾力服务项目建设，确保签约项目
有效落地。今年，黑河市将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针对企业注册、项目推进和生
产经营等环节需求，制定政策“大礼
包”，提升惠企政策精准度、覆盖面，切
实形成政策“洼地效应”，做到诚信招
商，诚信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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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交流招商引资和服务企业情
况。 张嵩摄

本报讯（王精英 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马一梅 李健）近日，清河
林业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河局）
与中林实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了
19.5 亿元的产业项目投资合作意向
协议。

中林实业控股有限公司领导班
子一行到清河局实地考察，对清河
局的地域环境、产业规模、发展思路
做了全面了解并充分认可。签约仪
式上，双方商定，要发挥各自优势，
在森林旅游、森林康养、北药种植加
工、林副产品及生态建设上协力推
进、一体发展，合力打造生态项目建
设的“清河模式”，共同为龙江森工
经济发展和森工民生福祉贡献力
量。

据了解，双方拟投资改造清河局

松林林场场部及居民区改建成森林
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小镇；拟投资将
原清河松林妈妈顶原始森林公园改
建升级，维修栈道、建设景点设施
等；拟建设“清河经济开发区项目”，
建设森工药材大市场一体化园区；
扩大森工食品加工项目；建设清河
林蛙胶囊及冻干产品加工和林副产
品加工项目，盘活改造原林蛙厂房
及流水线设备；新建清河中药饮片
加工厂；建设育林康养中心项目。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
来，清河局将“引进战略合作，推动
林区经济”作为攻坚克难行动的重
点任务，采取有针对性的硬招实招
开展战略合作伙伴引进工作。

签约现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摄

清河林区积极引资护生态看板招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