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韩晓磊  

美    编：朱振涛

校    对：刘林忠
2021 年 6 月 9 日
星期三

4版招商专刊招商专刊

快评
西秦

本报讯 在新一轮城市竞

争中，如何把控招商的专业性

和主动性呢？日前记者从市

招商局了解到，该局瞄准宝鸡

“十四五”规划，编制年度产业

招商投资地图，启动副县级以

上领导招商包抓工作，保证招

商有“篮子”，助推有抓手。

产业招商忌“拾到篮里都

是菜”，各地如果不从长远出

发，而是一窝蜂争抢，结果就会

造成恶性竞争，不利于城市未

来发展。为此，市招商局负责同

志带领相关科室，从今年初开

始，仔细调研我市的产业现状，

了解需要嫁接补充哪些项目和

资源，编制了年度产业招商投

资“地图”。

记者注意到这份“地图”

对各县区和高新区、经开区要

招哪些产业，才能对现有产业

进行补充和提升，做了科学统

筹考虑。比如金台区在工业上

主要招石油机械、装备制造、数

控机床、轨道交通领域的项目，

农业上招葡萄、香椿及中药材

种植业；渭滨区在工业上主要

招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机床工

具、传感器等产业，农业上涉及

玫瑰、蒲公英种植；陇县则主

要围绕羊乳品加工、风电、关山

文化旅游“做文章”。

不仅有清晰的“地图”指

导各地如何有的放矢开展工

作，市招商局为发挥副县级以

上干部招商引资工作能动性，

推出产业招商包抓联系方案，

该方案要求各包抓领导为所包

抓产业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协

调解决产业发展、项目推进工

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全程参

与各类项目配套、行政审批、落

地建设等有关事项，加强跟踪

服务，推进项目落地。

市招商局负责人表示，争

资引资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而要“心有方向，脚下有路”，统

筹各方力量，上下紧密配合，联

动互助，如此招商，才能以专业

换尊重，以担当促实干。 

“麟游县总投资 5.5 亿元的

矿山机械加工制造项目”、“蔡家

坡经开区总投资 2.115 亿元的

科杰数控机械设备智能生产线

建设项目”……前不久，在我市

举办的总部企业暨招商引资项

目签约仪式上，近 60 个总部企

业暨招商引资项目成功签约、落

户宝鸡。

今年以来，我市开展招商引

资工作坚持“按图索骥”“挂图作

战”，紧盯一批在产业链中拥有

核心技术、占据价值链高端的重

大项目，精准开展靶向招商，先

后引进了航天动力产业园、石油

装备智能制造生产线等一批产

业链节点项目，使得我市产业结

构更加完善。

在这些背后，是宝鸡对本地

产业链布局的思考。根据各区县

产业优势和资源禀赋，我市明确

区域主导产业定位，避免同质化

竞争。以宝鸡高新区、蔡家坡经开

区为例，这里具备较好的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基础，当地开展“填

空式”选商招商，成功引来吉利汽

车、陕汽集团等龙头汽车生产制

造企业落户宝鸡。随着产业集聚

效应愈加凸显，目前，我市已拥有

11 家整车及 300 多家零部件生

产企业，形成了以中轻型载货汽

车、中高档SUV、新能源商用车、

专用车为主导，发动机、变速器、

车桥等关键零部件并重发展的产

业体系，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条

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延展。

而这只是众多开展产业链

招商的一个缩影，从全市层面来

看，“‘十四五’期间，我们围绕工

业强市‘1459’工程，编制了 13

个重点产业发展招商规划，围绕

产业链条和重点企业，绘制招商

地图，建立对接企业名录，开展

精准招引。”市招商局局长韩明

芳介绍说。

在高质量项目落地的背

后，是营商环境的逐年改善。

“现在提交材料、项目审核再也

不用东奔西跑，企业经营变得简

单多了。”华天科技( 宝鸡) 半导

体产业园项目负责人说，公司能

够从工商注册迅速进入生产阶

段，这都得益于各有关部门对相

关手续实行的并行办理、“保姆

式”服务。

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近

年来，我市大力实施优化提升营

商环境“10+3”行动，努力打造

“服务有温度、市场有活力、发展

有特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三有四化”营商

环境，针对企业办理政务事项，

积极推进“一网通办”，进一步优

流程、减环节、压时限、降成本，

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

93% 以上，商事制度改革更是

受到国务院表彰。同时，我市还

针对性地解决企业在各阶段出

现的问题和困难，并及时建立企

业联系服务制度，通过一系列暖

心服务和惠企行动，让项目留得

下，确保企业发展好。

招商干部要有锐气也要有静气
编制招商“地图”、建立包

抓制度、推进“一网通办”……
今年以来，我市招商系统调整
招商思路，尽锐出战，打“专业
牌”、下足气力、做足功课，完成
了一个个“小目标”，为后续招
商铺平道路、做足功课。笔者认
为，当下各地招商引资竞争标
准拉高，宝鸡的招商引资干部
越在这时，越要兼具锐气与静
气，才能在高质量招商上实现
突破。

特斯拉最终落户上海也并
非轻巧之事，上海用了 4 年时
间，才将这一大商招下。长三角
一带诸多汽车零部件企业因此
而受益于特斯拉领先的技术，并
且本土企业也因此融入全球价
值链供应体系中。这对多方来
讲，均是利好。这一标杆案例带
给我们的启示是 ：招优质项目当
有“敢承诺，善执行”的锐气，也
要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静气，
如此才能聚合高能企业，嫁接好
的资源。

锐气来源于底气。“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招商干部
需研究政策和产业，这样才能
和客商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
今年全市招商干部围绕产业，
了解需延链补链强链的环节在
哪，带着课题、带着思路，走南

闯北对接企业，与对方增进了
解，达成意向，并初见成效。招
商干部要站在企业角度，带着

“投行思维”，去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这样一来，双方握手只是
迟早的事。

静气来源于慧心。现在城
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随着土
地资源的紧缺，决定了选商异常
艰难。我们树立“以亩产论英雄”
的招商业绩评判思路，要求我们
不能着急上火，急于求成，而是
要多一份静气，冷静判断哪些企
业和项目是真正对宝鸡有支撑
引领和填补作用的。这份静气来
自于慧心，当前我们需在土地供
给、资本运作、创新资源补给、人
才供给等诸多方面去强化自身
的储备能力，通过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吸引“金凤凰”落到我市

“枝头”。
招商是一个博弈过程，希望

主管部门做好引导，即使双方都
让利，但最终还是要达到引进人
才、引进发达产业、引进先进运营
管理模式，支持城市转型升级的
作 用。为
了这个目
的，过 程
再 艰 辛，
付出都是
值得的！

联动合作共建共赢
复旦校友及长三角合作伙伴企业考察组来宝交流

本报讯 感知产业发展“脉

搏”，交流研学合作方式，了解

生态人文资源……5 月 21 日，

复旦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

长与复旦校友及长三角合作伙

伴企业一行先后赴市科技局、

民政局、大数据发展服务局、宝

鸡高新区、渭滨区等进行交流

考察并展开相关项目对接。

此间，考察团成员通过观

看《宝鸡招商》宣传片、听介绍，

详细了解了宝鸡市情和重点产

业发展情况。在与大数据发展

服务局沟通中，考察组成员了

解到，宝鸡智慧城市建设及大

数据产业发展基本情况，以及

宝鸡围绕数据开展的一些基础

性工作，双方就数据分析和大

数据人才智库等方面进行了探

讨。在与宝鸡高新区招商部门

负责人沟通中，考察组介绍了

其团队拥有的科技资源和成果

转化渠道，提议下一步可以在

上海建设离岸创新中心，利用

上海的科技资源优势和人才优

势，为宝鸡企业提供创新服务。

建裕集团总裁、复襄公社创始

人和市招商局同志则围绕创新

招商、专业招商、高效招商进行

了深入交流。

考察组成员认为，宝鸡的

工业品、农产品以及生态资源

都很丰富，和上海有区域联动

的基础，下一步双方可以在品

牌打造、营销服务、产品包装上

形成更多的合作机会。

市招商局招商小分队 ：

走访食品工业龙头企业
本 报 讯 日前，市招商局

积极走访对接食品工业重点

招商目标企业，与益海嘉里集

团等行业龙头企业加大沟通

交流力度，深入对接洽谈有关

项目合作。

益海嘉里是世界领先的

农业综合型跨国粮油企业——

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在中国大

陆的子公司，是国内重要的农

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在全国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成

生产基地 60 多个，生产型企业

达到 100 多家，主要涉足油籽

压榨、食用油精炼、专用油脂、

油脂科技、水稻循环经济、玉米

深加工、小麦深加工、大豆深加

工、食品原辅料、粮油科技研发

等产业，旗下拥有“金龙鱼”“欧

丽薇兰”“胡姬花”等知名品牌。

2020 年，丰益国际居世界 500

强第 285 位。

4 月底以来，市招商局工

作人员同益海嘉里企业负责人

多次进行沟通交流，介绍宝鸡

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发展前景

和政策保障，陪同企业负责人

到我市相关园区、企业考察交

流，并组团赴企业考察生产工

艺流程，对接项目洽谈有关合

作。该企业也对宝鸡的区位优

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以及招

商服务印象深刻，与市招商局

共同寻找公司业务和宝鸡产业

的契合点，进一步沟通交流，力

促双方达成深度合作。

本报讯 6 月 1 日上午，中

欧国际合作促进会、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负

责人一行来宝鸡考察，并召开

座谈会。

会上，市招商局同志就宝

鸡市的市情和重点产业做了介

绍。市工信局介绍了我市工业

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规划。中欧

国际合作促进会执行会长赵东

莲介绍了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

造的产业规划，并对该公司半

导体、先进结构材料、新能源汽

车和跨境电商四个产业集群的

发展规划进行介绍。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林涛在智能制造方面从富

士康集团、工业互联网和自动

化对外业务及团队进行了整体

介绍。沙利文咨询有限公司合

伙人毛予从基本理念与服务对

象、综合服务目标及服务流程

三个方面对政府平台融资方案

进行了介绍。

市政府相关领导出席会

议并表示，宝鸡正在加快实施

“一四五十”发展战略，希望

企业家深入了解宝鸡、投资宝

鸡、宣传宝鸡，进一步寻找合作

机会。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魏薇采写）

编制招商地图  划定包抓田地
市招商局争资引资“一线忙”

对接先进制造 寻求合作机缘
国泰达鸣集团一行来宝鸡考察

本报讯 近日，国泰达鸣集团总裁吴

健宏一行来宝鸡考察调研相关产业。经过

一番走访，吴健宏表示 ：“宝鸡的产业基础

雄厚，未来公司要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扩大产品出口规模，在宝鸡建厂发展，

加速未来拓展步伐。”  

国泰达鸣集团 1970 年创办于香港，

专业从事高精密机械金属加工。在深圳、

无锡、大连、东莞以及河南漯河均拥有完

善的生产基地，业务辐射美洲、欧洲、亚洲

等全球各地。4 月中旬，市招商局了解到

该集团总裁吴健宏是香港吴氏宗亲会会

长，而岐山是姬吴始祖泰伯的祖地，这里

每年都有不少吴氏家族成员来岐山寻根

问祖，于是市招商局主动邀请吴健宏来宝

开展考察。

5 月 27 日，吴健宏等先后到陕西秦川

机床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参观考察。通过实地查看，考察组

对宝鸡企业在产品研发、转型升级、自主创

新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据了解，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影响下，该企业

将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上的产品外销

力度，依托宝鸡雄厚的产业基础，工业门

类齐全的产业链优势和区域优势，企业

将积极谋划，希望下一步能够在宝鸡投

资建厂。目前，双方已就展开深度合作进

行了有效对接。

推介发展优势  促进交流提升
中欧国际合作促进会、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派员来我市洽谈

国泰达鸣集团一行考察宝鸡高新区企业

招商干部围绕“地图”研究产业招商计划

招商人员到益海嘉里参观

推动宝鸡高质量发展  谱写追赶超越新篇章

筑巢引凤果满枝 
——我市聚力谋招商抓产业优环境侧记

马宏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