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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来风】
贵州省编制重点产业
精准招商手册

王利博制图

【一把手访谈】

咸宁招商局局长彭光平：

传统+创新，多措并举破解招商困局
本报记者 何芳

近几年来，湖北省咸宁市通
过侧重性的招商引资举措，已形
成以支柱产业为依托，以优势产
品为重点，结构渐趋合理的总体
格局。截至今年上半年，该市新
签约项目 391 个，协议投资总额
845.6 亿 元 ，到 位 资 金 597.5 亿
元，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000 亿元
的 59.8%，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招
商引资答卷。
近日，
《中国企业报》记者专
访了湖北省咸宁市招商局局长彭
光平，请他分享了招商经验和新
方式新举措，
以供各地学习借鉴。

四措并举
招商见成效
《中国企业报》：请您简要描
述一下，咸宁市今年设定的招商
总目标是什么？
彭光平：我们今年的总体目
标是引进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
上市公司、
行业龙头企业投资
项目 3 个以上、10 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
亿元以上项目 100 个，
招商
引资到位资金超过 1000 亿元。
《中国企业报》：为了完成全
年招商目标，你们采取了哪些具
体方法或举措？
彭光平：我们采取的措施是
四招并举，多管齐下。第一，夯

实基础，蓄力招商引资。精心策
划项目，加强宣传推介以及开展
业务培训。第二，办好活动，借
势招商引资。通过市县两级主
要领导带头抓招商；通过登门拜
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客
商的联系与沟通，以及开展招商
推介活动，组织项目集中签约活
动等。第三，完善机制，助推招
商引资。细化考核细则，建立月
工作例会制度以及建立重大项
目建设指挥部联合推进工作机
制。第四，通过优化环境，服务
招商引资。大力做实招商引资
“17”条，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招
商。此外，联合“云上咸宁”搭建
了“投资者服务”平台，确保落户
企业“留得住、发展好”。

“委托招商”
成下半年重点
《中国企业报》：针对上半年
情况，请您谈一下咸宁市下半年
的招商重点？
彭光平：下半年我们要力争
在产业链招商上出成效。依托
各类行业协会、中介招商服务机
构，
精心策划举办 1—2 场以电子
信息、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为主导
的产业招商推介活动。另外，高
标准组织好经贸招商活动。最
后 ，强 化 招 商 引 资 工 作 统 筹 协
调。建立项目联席会议制度；加

快招商项目跟踪管理系统软件
的开发进程，实现对招商引资项
目从跟踪、洽谈、签约到落地、开
工、竣工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定
完善公平公正的招商引资考核
评价体系等。
《中国企业报》：下半年，在
招商策略或方法上将有哪些侧
重或调整？
彭光平：新、老办法联合使
用。在继续使用传统的招商方
式（如媒体招商、活动招商、亲情
招商、以商招商、驻点招商等）
上，重点使用诸如产业招商、重
资产招商、存量资产招商、资本
招商、委托招商等卓有成效的新
招商引资方法。
其中，
“委托招商”是招商引
资中最直接有效的招商方式之
一。我们计划在四大重点行业
和经济发达地区，
找 3—5 家具有
良好信誉、较强的组织招商工作
能力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及拥
有丰富的企业和人脉资源，且经
国家和当地政府核准正式注册
登记的行业协会、企业联合会、
商会、咨询公司、银行等中介组
织机构，
开展委托招商。

错位发展
升级产业配套
《中国企业报》：在各地招商
竞争中，您认为三四线城市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咸宁将如
何应对这些挑战？
彭光平：三四线城市面临的
最大挑战主要是产业配套能力
不够以及对人才的吸引力不
强。对于产业配套能力不够问
题，我们将以“统筹规划，重点突
破”的原则，坚持绿色发展、差异
化发展，聚焦主导产业，强化政
策扶持，以及组建电子信息、汽
车及零部件、智能制造和食品饮
料 4 个产业招商专班。
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不强的
问 题 ，我 们 从 三 个 方 面 着 手 解
决：一是出台人才招引政策；二
是积极开展与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的深度合作；三是推广“星期
六工程师”、
“ 候鸟工程师”等柔
性人才引进模式。
《中国企业报》：面对招商困
局，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强调错位
发展，咸宁市各区县如何统筹规
划，
差异化发展？
彭光平：咸宁十分重视差异
化发展，比如支持咸安区重点发
展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
业；支持嘉鱼县重点发展冶金科
技、智能制造等产业；支持赤壁
市重点发展纺织服装、应急装备
等产业；支持通城县重点发展电
子信息、新材料等产业；支持崇
阳县重点发展机械电子、高新矾
等产业；支持通山县重点发展新
能源、新材料等产业。

【招商局长必读】

创新招商思路的五个数据建设
在各地招商竞争日益激烈
的背景下，招商相关负责人员只
的背景下，
有调整思路，
有调整思路
，以创新性思维对待
招商引资，
招商引资
，才能在竞争中实现突
围。业内专家建议
业内专家建议，
，创新招商引
资思路，
资思路
，要重视五个数据库的建
立：
1. 深挖优势资源
深挖优势资源，
，建立项目
信息库。
信息库
。收集信息要把握几个重
点：
第一，
第一
，
注重信息的针对性与广
泛性;; 第二
泛性
第二，
，注意改进收集资料
注意改进收集资料、
、

获取信息的手段;第三
获取信息的手段;
第三，
，要对信息
及时加以处理，
及时加以处理
，并提高加工处理
信息的能力。
信息的能力
。要制定和比较选择
各类方案。
各类方案
。招商方案的制定要考
虑两个因素：
虑两个因素
：
一是方案的可行性，
一是方案的可行性
，
包括法律、
包括法律
、政策
政策、
、资源
资源、
、技术
技术、
、市
场 、财务
财务、
、效益上的可行性
效益上的可行性;; 二是
方案的可选择性，
方案的可选择性
，要选择成本较
小，
而效果又相对较好的方案。
而效果又相对较好的方案
。
2. 注重人际脉络
注重人际脉络，
，建立客商
名录库。
名录库
。 客商名录库是投资项

目的重要来源，在日常的工作和
目的重要来源，
招商活动中广泛收集客商资料，
招商活动中广泛收集客商资料
，
利用亲情、
利用亲情
、友情
友情、
、乡情等亲缘关
系、地缘关系带动招商
地缘关系带动招商。
。
3. 拓展招商空间
拓展招商空间，
，建立招商
活动资料库。
活动资料库
。 收集整理全国各
地 招 商 引 资 活 动 资 料 ，了 解 主
题、明确特色
明确特色，
，有针对性
有针对性、
、有选择
性 地 参 加 ，有 利 于 节 约 招 商 成
本、提高招商效益
提高招商效益。
。
4. 强化理论依据
强化理论依据，
，建立法律

法规库 。 工作中注重收集梳理
法规库。
有关招商引资方面的法律法规，
有关招商引资方面的法律法规
，
为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提供详实
准确的法制依据，
准确的法制依据
，营造良好的法
治环境。
治环境
。
5. 延伸产业链条
延伸产业链条，
，建立高新
技术信息库。
技术信息库
。 发挥经济技术合
作优势，
作优势
，注重带有技术扩散
注重带有技术扩散、
、技
术转移、
术转移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
、技术改造等
成分的项目，
成分的项目
，发挥技术因素在招
商引资工作中的作用。
商引资工作中的作用
。

为进一步推进招商引资工作,
贵州省投促局近日精心编制了《贵
州省重点产业招商分析及“三优(优
势资源、优惠政策、优选对象)+产业
链”招商作战地图》手册,既为各地
精准招商提供了遵循,又为投资者
了解项目政策提供了便利。
据了解,该手册是省投促局专
门组织人员,经过 3 个多月深入调
研,采集大量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后
编撰而成。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
包括军民融合产业、500 亩大坝及
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大数据融合实
体经济、大健康医养产业和现代旅
游装备制造产业等。同时,着重分
析了全国、全省相关地区产业现状
及趋势,产业链招商优强目标企业,
贵州省优势资源及优惠政策等,是
集政策性、经济性、操作性于一体
的实用手册,是外来客商入黔投资
的精准指南。
据了解,贵州省招商部门近期
在珠海、上海、广州等地举行的招
商和项目推介活动中,广泛使用该
手册,收到很好效果。

福建八举措
加强实体经济金融服务
福建省日前下发《关于加强实
体经济金融服务进一步缓解融资
难融资贵的指导意见》，从八个方
面提出 29 条具体措施 ，切实提升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据悉，福建省将加强小微企业
贷款利率监测，清理规范金融涉企
收费，扩大无还本续贷范围，合理
控制企业融资成本；加快创新推广
成熟的金融产品和模式，对开展中
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给予一定
奖励，2019 年起连续 3 年设立每年
2 亿元的省扶持创新行业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完善
银行内部考核和尽职免责制度，建
立健全财政正向激励机制。
推进企业贸易结算便利化，采
取“ 一 企 一 策 ”方 式 ，支 持 业 务 规
范、交易留痕、数据匹配、风险可控
的 跨 境 电 商 业 务 先 行 先 试 ；在 福
州、平潭自贸片区和泉州金改区、
漳州台商投资区内开展台资企业
资本项目管理便利化试点；支持企
业通过自贸试验区开展跨境人民
币融资；支持企业应对汇率波动风
险。
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
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龙头企业兼并
重组；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培育孵
化功能，对完成股改并挂牌完成交
易的小微企业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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