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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需要构建
“内外循环”
的生态系统

向改革成效发力，再塑园区新优势
范捷

园区是改革创新的产物，也是先行先试的试验田，园区进一步发展更需要改革创新
作为动力。作为体制创新的“探路者”，园区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再塑发展新优势，
真正成为承担国家使命、率先转型升级、
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

江苏盐城经开区：
将 10 枚审批印章精简为 1 枚
盐城经开区成立于 1992 年，1993 年被
江苏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2010 年底
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国家级经开区。经过
近 20 年的发展，全区初步形成了以汽车及
汽车零部件产业为主导，新能源汽车及零
部件、软件及服务外包、光电光伏及 LED 等
新兴产业为重点，机械装备、纺织服装等传
统产业为基础的产业体系。今年来，盐城
经开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放管服”
改革和政务服务“一张网”建设步伐，推出
一系列深受市场主体和群众欢迎的改革举
措，
激活了全区发展。
在行政审批改革方面，该区深化简政
放权，探索集中高效审批，将原来由 10 个部
门承担的行政审批职责全部划转，将 10 枚
审批印章精简为 1 枚，让曾经企业最怕的多

部门“图章旅行”无处遁形、彻底转变；全面
实现不动产登记全业务、全过程“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涵盖不动产登记所有业务
和交易、税收、登记全部环节，不动产登记
办理环节由 4 个减少为 1 个，申请材料由 9
件精简到 5 件，办理时限由 5 个工作日压缩
到 3 个工作日，压缩 40%；
“ 施工许可证”办
理环节由 22 个减少为 14 个，申请材料由 75
件精简到 52 件，办理时限由 76 个工作日压
缩到 30 个工作日。
在项目招引和管理上，积极推行“投招
基金、基金招投”招商模式，签约专项基金 7
只、总规模 130 亿元，有效助推重大产业项
目落户。建立重点项目动态管理、跟踪服
务机制,健全服务台账，全面推行“三个一”
工作机制，成立区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对

重大项目每天跟踪问效，每周集中会办。
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 67 个、同比增加 59
个，新竣工项目 23 个、同比增加 17 个。列
入市考核的 9 个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37.7 亿
元、占全年计划 75%，
序时全市第一。
借 助 机 构 改 革 ，进 一 步 优 化 营 商 环
境。该区通过推进 2330 改革、最大限度利
企便民的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走在了全
省全市最前列，也为稳步推进全区机构改
革和“三定”工作提供了示范。去年，该区
“三定”方案获得批准，职能机构由 15 个调
整为 11 个、精简 26.67%，派出园区由 7 个撤
并为 4 个、精简 42.86%，体制机制重塑创
新，机构人员优化组合。通过“大部制”改
革，进一步形成了“在一线识干部、从基层
出干部、凭实绩用干部”的鲜明导向。

吉林长春经开区：
93%的事项可实现只跑一次
长春经开区作为 1993 年经国务院批准
的国家级经开区，走过了 25 年的开发历程，
现如今已成长为长春实体经济发展的主战
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2018 年，经开区完
成地区生产总值 692.4 亿元，增长 8%;完成
规上工业总产值 938.9 亿元，增长 10.2%，在
全国 219 个国家级经开区综合投资环境评
价位列第 25 位。2019 年，作为开发区唯一
代表在吉林省国家级开发区改革创新推进
会上进行了典型发言，使“经开经验”向全
省推广。
近年来，经开区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使
得办事效率大大提升。最典型的是“放管
服”改革和“只跑一次”改革，在 577 项行政
审批及公共服务事项中，93%的事项可实
现“只跑一次”：在企业开办、项目建设方

面，建立容缺机制、项目服务“小秘书”制、
开通大项目“绿色通道”、推行领办代办跟
踪服务和项目调度制度等；在日常服务基
础上，创新设立“企业服务日”，把每月的第
一和第三个星期二定为企业服务日，并形
成制度化、常态化。目前，经开区工商局
70%的登记、变更类审批事项均可实现当
天受理、当天发证，经开区这项工作走在了
长春全市前列。
同时，经开区通过制定出台的《长春经
济技术开发区优化营商环境“十八条”措
施》，在提升行政审批便利化、提升企业发
展便利化、提升降低成本便利化等方面实
现了审批时限再压缩 50%以上。
此外，经开区改革创新招商模式，集聚
内外合力。例如：制定符合区情及产业导

向的特色招商政策体系，设立由 100 多人组
成的 11 个专业招商部门，区级领导带头承
担招商任务，出台招商激励办法，构建了内
外联合的招商大格局；重点强化以商招商、
联合招商和中介招商，即借助企业对外宣
传经开、推介经开，借助与海关、商务等上
级部门的业务往来，建立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的合作机制，引进上下游产业配套项
目，以及借助第三方运营主体，构建“载体+
智 库 + 资 本 + 全 程 服 务 ”的 全 产 业 招 商 模
式。如今，经开区瞄准孵化器、加速器、产
业集聚等关键环节发力，吸引落位科技型、
创新性、税源型企业近 100 个，初步实现了
“引入一个平台，带动孵化一批企业”的目
标,预计 2019 年全年可形成产值 20 亿元，税
收近亿元。

河北秦皇岛经开区：
建立精准台账解决突出问题
1984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秦皇岛经
开区成为全国首批、河北省首家国家级经
开区。30 多年来，秦皇岛经开区经历了从
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巨大跨越，先后获得
“中国创造力开发区”、
“最佳投资环境开发
区”、
“最具发展潜力园区”、
“河北省经济发
展先进开发区”、
“ 全国首批民生改善典范
开发区”、
“国家绿色体系制造园区”等多项
荣誉称号。建区以来，经开区不断优化服
务举措，创新服务内容，深入推进行政审批
改革，
全力打造优质的投资环境。
首先，
经开区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构建
发展新优势的战略任务，
进一步做实、
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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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细“政策+资金+服务”的创新模式，建立
了全省首家政府引导型企业服务平台——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泰盛企业服务平台，
通过建立精准帮扶台账，
为企业解决突出问
题。通过建立“服务专员”机制，帮扶创新
型、
成长型企业，
实施
“一对一”
服务。
同时，经开区围绕主导特色新兴产业，
鼓励开展创新研发和服务，通过走产业高
端化之路，打造独具特色的高科技、高附加
值的产业园区。该区采取“政府引导、企业
唱戏”方式，通过制定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建立专门服务机构、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建
立产业协会等有效措施，将人力、物力、财

力等各种优质资源配置到新兴产业，满足
企业发展需求，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信息、
技术、资金、人才支持，激发企业创新发展
内生动力，
推动新兴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此外，经开区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以
及移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开发建设“幸福
开发区”工程。通过建设 1 个大数据平台，
开发 4 类终端（个人 APP 端、企业 web 端、政
府管理端和线下服务端），打通 3 个群体（个
人、法人、公务人员）间的数据互联，横向聚
合区内相关企业及服务，纵向打通政府部
门政务服务通道，实现了政务、民生、产业
同步发展、互利共赢。

园区快速发展面临的问题
受国家政策引导，许多二三线城市均
有意向投入到人工智能+园区的建设中，
但需要警醒的是，在“一窝蜂”的热潮中，
产业园区的定位、产业内容的选择、主导
产业的培育方向是否和所在地区的城市
主体产业发展定位、市场社会需求、经济
适应度以及人才资源相匹配？既要避免
“空心园区”的新一轮产生，造成土地、投
资、技术等要素的闲置与浪费，还要克服
“小马拉大车”的急功思想。
当前产业园区的建设，除了要冷静思
考、前瞻性规划，切莫冲动跟风建新外，更
应当利用现有老旧产业园区进行更新改
造，释放“二次活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盘活周边的公共事业建设，有效降低新投
入成本。同时，产业园区的良性发展更需
要注重产业生态系统的搭建，形成“内外
循环”
两条路径。
园区生态系统：
“内循环”搭建
产业支撑搭建：致力打造形成产业综
合体。
当遇到招商引资、产业布局、企业培
育等困难时，部分产业园区往往会改变最
初的整体业态设计方向，引入与产业链不
相关的企业，而短期的利益却往往会损害
长期的效益。
企业结构搭建：建设“大小企业”均衡
的生态系统。
企业结构上，既不能都是大企业，也
不能都是小企业。这样既能保持经营业
态的稳定，也能起到内部孵化加速的作
用。这就需要园区在空间的设计上有预
先规划。受“双创”政策的引导和“共享办
公”的新思潮影响，很多产业园区在建设
初期采用工位式的办公楼宇设计，这对于
初创企业是适用的，但是产业园区却忽视
了一点——企业会“长大”。当初创企业
快速成长，甚至成为独角兽企业时，
“共
享办公”的方式显然不满足于企业的需
求，由于硬件条件的缺失，导致培育出的
优质企业外流，既不利于产业园区发展
的稳定性，也对还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
发展不利。
园区生态系统：
“外循环”搭建
受国家政策导向，近年各地对于新一
代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物医药、智能制
造等等领域关注度持续升温，均旨在打造
高质量产业园区，对于本土新兴企业较少
的地区而言，促使产生了新一轮的“挖企
业大战”。
一方面，各地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
优惠手段吸引其他地区企业入驻当地产
业园区。另一方面，当地政府通过不断让
利的政策以留住本地园区内的企业。
“挖
企业大战”加剧了政策优惠力度的比拼
“内耗”，逐渐偏离了市场导向，不仅折损
了实际的经济收益，更是让企业依赖于政
策扶持，
缺乏自身革新动力。
事实上，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
下，产业园区的运营一定要摒弃区域化、
封闭化、孤立化的模式，既要有“迎进”企
业入驻的实力，更要有“送出”企业往更适
合地区发展的胸怀与高度。产业园区将
自身融入到区域协同发展中，将产业发展
层级性地传递辐射到周边城市及园区，才
能不断助推相关产业的升级革新，融入到
一个更大更广的产业集群中。而产业园
区时刻保持着“忧患意识”，在运营、管理、
服务等方面不断与时俱进。
（来源：同济发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