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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新观察

他山之石

贵
阳

产业基础：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绥芬河片区具有建设该项目的基
础和优势。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我国边境
接壤，与小兴安岭植物区系相近，中药材
资源较为丰富。随着中俄贸易的增长，
远东地区成为我国中药研究与应用关注
区域之一。绥芬河市现有中药材种植专
业合作社 5家，家庭农场 2家，中草药在
地面积6000亩，绥芬河市人民医院为首
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并筹备成
立了中医药服务出口公司，开展中药材
进口和中医旅游等项目，同时组建了基
地工匠中医工作室，专门研制了中药茶
饮、中草药颗粒、中药祛毒香皂、中药枕、
中药汽车挂件等系列产品。绥芬河口岸
进口中药材指定口岸的建设，将极大推
动绥芬河市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的
发展，实现中医药服务“走出去”。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约1亿元
联系单位：绥芬河市商务局
联系人：侯美娟
联系电话（手机）：18045322628

中药饮片
加工项目

今年以来，围绕云计算及数据服
务、信创工程、数据场景应用三大产
业，贵阳大数据科创城各招商责任单
位积极行动，全力引进优强企业。截
至 8 月 4 日，已签约企业 267 家，完成
注册企业 222 家，招商引资跑出“加速
度”。

为了让企业招得来、落得下、留
得住，贵安新区在科创城组建了现场
工作专班，强化配套服务能力，为入
驻企业提供招商引资政策咨询、选址
落户、证照办理、物业服务、生活配套
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按照《贵
阳大数据科创城建设发展工作方
案》，2022 年，贵阳大数据科创城计划
招引企业 400 家。截至 8 月 4 日，已签
约企业 267 家，完成注册企业 222 家，
入驻 27 家，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的工作目标。

预计到 2025 年，贵阳大数据科创
城将引进培育大数据及关联企业 3000
家，实现年营业收入 500 亿元，汇集科
技创新和公共服务平台 100 家，聚集
软件及相关人才 10万人。

信息来源：贵阳广播电视台官方
帐号

大数据科创城
跑出签约

“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王白石 王宗华）借助
世界5G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契机，鹤岗市
数字经济产业招商专班抢占数字经济新
风口，加大对外招商引资力度，在 5G大
会前后共签约项目 7项，总投资 16.2亿
元，为鹤岗市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
新动能。

在5G大会期间，鹤岗市政府与浪潮
集团、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中国联通
鹤岗分公司与鹤岗市水务局，中国移动
鹤岗分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黑龙江）石
墨产业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涵盖大数据中心、智慧矿山建设、
5G场景应用、5G赋能数字化制造、智慧
水利等领域。

今年以来，鹤岗市委市政府坚持数
字经济高位推动，成立了数字经济产业
招商工作专班，出台了《关于加快推动鹤
岗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和《鹤岗
市支持数字经济加快发展若干政策》。
专班先后召开专题会议 3次，对数字经
济招商任务进行层层分解，围绕鹤岗市
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应用场景谋划项
目，明确责任分工，确立招商计划，进一
步压紧压实招商责任。

鹤岗市坚持“无中生有”“有中生
新”，围绕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发展方向，建立“四库一图”，即数字经济
招商项目清单库、重点招商目标企业库、
在谈项目库、签约项目库和产业招商图
谱，制定了产业招商手册。谋划招商项
目清单18项，确定重点招商目标企业25
个。今年以来，专班共开展数字经济外
出招商活动10次，邀请客商考察洽谈14
次，推进了绥滨县农业+数字化经济发
展、鹤岗 7.3米卫星地面测控站、数字义
齿等12个在谈项目，实现了数字经济的
迅速起步。

依托世界5G大会平台和影响力，鹤
岗市积极参加深圳、哈尔滨数字经济投
资对接会和世界5G大会，加强与数字经
济领军企业对接，加大全市数字经济推
介力度。

鹤岗

为数字经济招商
建起“四库一图”

本报讯（林琳 邓欣 记者刘晓云）近日，
在牡丹江海关、牡丹江农业农村局、商务局的
共同支持下，牡丹江市 5家农产品种植基地
与宁安市源丰经贸有限公司分别签约，通过
种植基地生产绿色食品、外贸企业负责储存
加工包装销售的方式，增加全市农产品出口
量，形成辐射绥芬河、东宁、珲春三个口岸的
农产品集散地，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产销双方签约规定，今后5年，宁安市江
南乡马家村寒地果果园、江南乡马家村李子
果园、兰岗镇自兴村西瓜种植基地、兰岗镇永
政村香瓜种植基地、兰岗镇民和村马铃薯种
植基地生产的优质水果蔬菜，将按照市场行
情定价，由宁安源丰公司负责储存、加工、包
装、运输，批量出口国际市场。签约涉及农田
面积8600亩、果菜年产量5万多吨。

通过种植基地、外贸企业紧密合作开拓
国际市场，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牡丹江市出口
果菜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标准，实现
农民增收、企业增效。

据牡丹江海关人士介绍，今年以来，牡丹
江海关对本地农产品出口备案基地加大了扶
持力度，推动出口农产品产销衔接“零距离”，
用精准高效的服务、及时创新的举措，助力打
造牡丹江外向型农业加快发展。

牡丹江

种植基地与出口
企业联手闯市场

□见习记者 周姿杉

“从黑龙江提出发展四大产
业开始，黑龙江大学的校友们就
憋足了劲儿，攒尽了想法，都有一
股力量，那就是要回来投资黑龙
江。通过黑大校友招商峰会的平
台，大家获得了新渠道。我们将
集聚八方优势，为龙江注入更多、
更新、更强的力量。”哈尔滨金泰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欣昱
表示，作为招商大使，愿为龙江代
言，向更多的企业家推荐黑龙江，
请他们把好项目投资到黑龙江。

李欣昱告诉记者，“我从事数
字创意行业，我要为家乡创造出更多创意设计领域的机遇，培养更多的
创意人才。同时，黑龙江实施‘人才振兴 60条’，会让更多人才涌进来，
打开更多的窗口，发挥桥头堡作用。”

“我身边有很多企业家校友朋友有投资意愿，我会为黑龙江的四大
产业做宣传和推介，介绍黑龙江现在的发展状况，以各种形式邀请他们
到黑龙江考察。作为黑龙江的招商大使，希望我的家乡又好又快发展。”
李欣昱说。

李欣昱把“来黑龙江投资，有困难我帮你解决”作为为家乡代言的口
号，积极将黑龙江的优势资源推荐给更多企业家，让他们来到自己的家
乡投资发展，共同助力龙江振兴。

李欣昱

聚才引智为家乡代言
□见习记者

周姿杉

“感谢黑龙江大学
对我的培养。我觉得法
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希望我们家乡的法治环
境越来越好，通过自己
的努力，能够为企业家
们提供更好的法律方面
的帮助，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回龙江参加
黑龙江大学校友招商峰
会的郝秀凤，是黑龙江
大学江苏校友会会长、
北京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优秀律师。郝秀凤说，

“过去我以黑大为荣，我希望将来黑大以我为荣，同时，也希
望自己在法治营商环境方面为黑龙江作出应有的贡献。”

多年在外打拼，再次回到母校，郝秀凤说，看到了哈尔
滨的城市发展变迁，很是激动。她感叹道：“变化真的非常
大！”

郝秀凤说，黑龙江无论是城市的风貌还是经济发展
都有显著的提升，从开放水平、自由化程度、便利化措施
到政策红利，黑龙江都走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发展
道路上。

郝秀凤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看点招商

产业基础：绥芬河市在俄农业种养
殖类项目 14项，投资总额 7153.03万美
元。企业在俄购买、租赁土地约11.23万
公顷，其中滨海边疆区 10.38万公顷、克
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0.5万公顷、犹太
自治州 0.35万公顷，主要从事大豆、玉
米、小麦、燕麦等农作物种植以及生猪和
奶牛畜牧养殖，2021年耕种大豆 2.65万
公顷。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约1亿元
联系单位：绥芬河市商务局
联系人：侯美娟
联系电话（手机）：18045322628

大豆油及
食品粕加工项目

看板招商

绥
芬
河
自
贸
区

投资者说

李欣昱。 见习记者 张春雷摄 郝秀凤。本报记者 张宇驰摄

以会招商“专班”强力拉动

早在大会启幕前，未来移动通信论坛秘书
长、鹏城实验室副主任尤肖虎就对黑龙江寄予
厚望：“今年的世界 5G大会在黑龙江举办，希
望能够让全国乃至世界关注黑龙江在 5G 应
用、数字经济方面的举措与成果，并进一步推
动黑龙江数字经济的发展。”

也正是从大会确定在黑龙江举办之日起，
筹办一场盛会，向世界展示龙江风采的同时，
以会招商、以展招商，成为每一个参与者共同
的目标。

7月，省数字经济和工业项目招商专班（以
下简称“专班”），组织开展了三场投资对接会，
10天之内，马不停蹄地在深圳、福州、哈尔滨三
地进行推介。借助5G大会世界级平台的权威
性、专业化影响，协同组委会导入的5G领域头
部企业，专班拉通外部关联企业资源近 600
家，扩大龙江数字经济“朋友圈”的同时，也成
为最终签约额过千亿的关键一招。

信创产业链 下好数字经济“先手棋”

“省工信厅会同省通管局协商移动、联通、
电信、铁塔、广电五大运营商省公司，达成了

‘共同争取，适度超前，政府助力，总部支持’的
新基建扩容提速共识，7家单位组建了一致对
上的专项招商小组，最终通过省委省政府领导
高位推动，省政府与 5大运营商总部签署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计划完成 196.5亿元新基建
投资，夯实我省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黑龙江
省工信厅电子处处长吴华介绍。与此同时，以
全省信创产品市场和东北亚信创产品市场作
为招商引资条件，组建了以省工信厅、哈尔滨
新区、黑龙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为主体的混编
招商小组，把握整机（PC）及服务器、操作系
统、数据库、中间件、流版签软件、信息安全等
信创产品的市场机会，依托黑龙江鲲鹏生态创
新中心，拉通了从硬件、软件到信息安全的信
创产业链关联企业，全省信创产业链（一期）神
州数码、海量数据、人大金仓等 8个项目签署
了合作框架协议，签约额6.1亿元，产业链招商
实现了突破。

头部企业落户 领投效应持续释放

今年 5月，黑龙江与华为等一批数字经济
头部企业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打响我省数
字经济招商引资“第一枪”。借 5G大会契机，
省政府与华为、腾讯、百度、中科智识等4家头
部企业签约，在合作框架协议内形成了一批落
地项目。依托中科智识引入的数字产品制造
项目，华为、百度、腾讯为依托实施的数字要素
驱动项目，从“创新、技术、人才、资金”四个层
面为龙江数字经济发展整体赋能。领投效应
持续释放，四家头部企业引入项目签约额达
21.2亿元。奇安信、科大讯飞、用友等头部企
业跟进投资，签约额达7亿元。

“奇安信能够落户黑龙江，加大在黑龙江
的投入，主要还是看重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数
字经济发展的决心，企业也有了动力。我们愿
意为黑龙江的数字经济发展加油添柴。”奇安
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说。

在此前的采访中，科大讯飞黑龙江总经理
王茵也曾表态，科大讯飞有能力赋能黑龙江的
中小企业创业者，已经决定在哈尔滨新区成立
区域总部，并着手布局研究院，将人工智能方
面的产业应用逐渐向黑龙江转移。

企业家们用项目落地、投资落地，印证了
龙江思路之变、作风之变、环境之变。

“朋友圈”扩大 为龙江数字经济开良方

省数字经济和工业项目招商专班加强统
筹，持续为市地招商赋能。吴华说，我们征集
13个市地170多个需求信息，与参会院士专家
及重点企业建立通道，形成对接互动，寻求高
端智库资源支持与合作，梳理征集省内 183个
数字经济项目投资机会清单，通过世界 5G大
会官网向全球发布寻求合作伙伴。我们还协
同组委会，将 170家企业参加 5G大会论坛和
展览展示企业信息同步给专班成员单位，提前
对接洽谈。

汇聚发展成果的5G大会涌现出令人瞩目
的“黑科技”，展示出合作远景的 5G大会扩大
了黑龙江的“朋友圈”，促进思维碰撞的 5G大
会擘画出发展的“新蓝图”。

“黑龙江发展数字经济要充分发挥5G支
撑作用，提高信息化程度，进一步向精细化发
展，提高生产精度。”

“黑龙江在产业数字化上大有作为，应发
挥产业数字化强项，打造黑龙江特色和优势，
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通过优势产业升级，
形成更加优势的产业。”

“黑龙江应利用传统产业优势和科教资源
优势，由政府打造应用场景，共同推动数字化、智
能化经济，培育工业互联网服务的支撑体系。”

“黑龙江应聚焦农业、林业和装备制造产
业，加强智能感知网络建设，以数据应用推动
数字产业化发展，将数据资源化、资产化。”

行业专家们纷纷把脉问诊，开出振兴良
方，为黑龙江发展数字经济指明了方向。

毫无疑问，世界5G大会成为龙江链接5G
技术的关键平台，数字经济作为龙江“换道超
车”的引擎，特色数字产品、科技实力、应用场
景通过大会的传播放大，增进了人们对龙江发
展数字经济的了解和关注。世界 5G大会，点
亮了龙江大地，让人们看到了振兴发展的黑龙
江。

潮涌松花江畔，门纳万千贵客。2022世界
5G大会已经闭幕，龙江数字经济的大幕徐徐
拉开，相信此次大会可复制推广的招商经验和
样本方案，将会为黑龙江带来绵绵不绝的发展
动力。

本报记者 孙铭阳 见习记者 张春雷摄

来自2022世界5G大会的思考

□本报记者 孙铭阳

2022世界5G大会在哈尔滨闭幕了，全省数字经济
领域签约项目226个，签约金额1031.8亿元，其中，在
闭幕式现场签约项目39个，签约额332.1亿元。这次
大会招商成果，为“大招商、招大商”的黑龙江注入了
一针强心剂。

签约、落户，沉甸甸的成绩单既是肯定又是鞭策，
相比于签约额，世界5G大会带给黑龙江的机会与思考
更显无价。

释放领投效应释放领投效应
以会招商再得以会招商再得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良方

20222022世界世界55GG大会大会。。

签约现场签约现场。。

黑龙江黑龙江（（福州福州））数字经济投资对接会数字经济投资对接会。。

东宁口岸海关监管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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