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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经开区出台《马家浜
小镇客厅招商引资政策》

破园区发展瓶颈 补齐补强产业链
范捷

园区因改革开放而强。近年来，各大园区围绕高水平开放合作、产业优化升级、国际
化创新驱动、行政管理体制、城市综合治理等方面实施重点改革，积累了一批先进经
验在全国复制推广。

江苏镇江经开区：
打造
“集成改革”
新名片
2010 年 4 月，镇江经开区升格为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18 年，经开区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 665 亿元，在商务部对国家级
经开区综合考评排名中位列全国第 22 位、
全省第 6 位，同时在简政放权创业创新环境
评价排名中位于全省开发区前列。
“速度快到超乎想象。”高温合金项目
经理郭磊说道。据了解，项目落户镇江经
济技术开发区以来，从立项到拿到施工许
可，再到正式开工建设，一期主体结构建成
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样的高效率正
是由于经开区近年来持续加大改革力度、
拓展服务深度、改善营商环境的结果。
聚焦行政审批，探索“放管服”集成改
革，经开区为全省开发区实现“一层全链”
管审批和加强“一个中心”管集成提供宝贵
经验。系列成果受到了新华网、凤凰网等

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经验做法获全省推
广，并获中编办、国家商务部和法制办的批
示肯定。
“一层全链”管审批。按照省政府《关
于公布国家级开发区全链审批赋权清单的
决定》相关要求，镇江市政府于 2017 年 9 月
正 式 赋 权 镇 江 经 开 区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175
项。截至目前，已赋权到位或实际承接办
理的事项共 162 项，累计办件 28685 件，平
均每月 1200 件，办件量位居全省开发区前
列。此外，经开区在全省“3550”改革的基
础上，探索推行“2332”改革，企业开办、不
动产登记、申领施工许可各阶段审批时限
平均压缩 68%，其中申领施工许可阶段所
涉事项即办件占比达到 47%，除涉及“多评
合一”、并联审批和多图联审的事项外，其
余事项均在 3 个工作日内办结。

“一个中心”管集成。作为全区系统化
集成中心——集成指挥中心，
是全区第一时
间进行信息研判、
信息反馈、
信息调度、
考核
评价的平台。实际工作中经开区形成了
“一
个中心”管集成的放管服集成改革格局：组
建集成工作体系、融合集成工作资源、畅通
集成信息来源、
建立集成高效模式。
与此同时，2018 年底经开区开展新一
轮招商体制机制改革，提出关于信息项目
体制流程、招商绩效考核机制、招商统筹服
务管理 3 个方面 16 条新要求，进一步提升
招引工作成效。
经开区深入推进改革，进一步激发了
市场活力，自 2018 年以来，区内新开业企
业 2062 家，同比增长 30.9%；核准备案产业
类项目 242 个，投资总额 412.45 亿元，同比
增长 24%。

黑龙江哈尔滨经开区：
赋予
“先行先试”
的创新基因
成立于 1991 年 6 月的哈尔滨经开区,发
展两年后就晋升为国家级开发区，是国务
院批准的首批国家级开发区之一，经过 20
年的创业发展，区域功能至臻完善，经济实
力快速攀升。通过不断的机制体制创新，
强化政策扶持力度，改善投资环境，提高优
质服务水平，吸引了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
入区投资兴业，现已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
开发区之一，被国家商务部认定为“真抓实
干成效明显开发区”
,已发展成为全省最大
的现代产业集聚区。在 2018 年度商务部对
全国 219 家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考核中
排名第 18 位。
推动改革再深入、实践再创新。区内

行政审批实行承诺制，就是企业有些非关
键性要件不全时，不耽误办审批，只需要写
承诺书，承诺在一定时限内补齐，审批部门
进行后续监管。经开区在推进落实工程项
目承诺制试点工作中，其工业项目的审批
时限将由 19 个工作日减少到 9 个工作日，
审批要件由 90 件减少到 41 件。
同时，
在审批大厅里企业提交的材料还
可以进行
“内部流转”
，
企业给前置部门提供
的材料，
到下一个环节可以不用提供。比如
某企业在办审批时，给前一个部门提供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那么到下一审批环
节，不用提供该许可证的原件或复印件，因
为该材料可以在大厅
“内部流转”
。

强投资稳增长，创新招商机制。近年
来，为确保大项目顺利落地，经开区不断创
新升级招商方式，一方面依托产业优势，开
展产业链招商，即依托哈南现有的高端装
备制造、绿色食品、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大
主导优势产业，充分发挥雄厚的产业基础，
理清产业链上下游，瞄准目标，补齐补强产
业链；另一方面，做好定向、靶向招商，即以
新区规划、政策和产业基础为引领，精准招
引目标项目，促进项目落地；重点瞄准世界
500 强、央企、国内外行业龙头和领军企业，
引进一批优质、高端，特别是对哈经开区产
业关联度大、转型升级带动强、产业特色明
显、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项目。

浙江嘉兴经开区：
“最多跑一次”
改革迈向纵深
2010 年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嘉兴经开区属于比较年轻的“新兵”。
升级之初,经开区在全国国家级经开区方
阵中排名仅接近 60 名。近年来,嘉兴经开
区不断争先晋位,发展势如破竹。在 2018
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
核评价中，嘉兴经开区在 219 家国家级经
开区中，综合排名第 13 位，利用外资排名
第 8 位。这项考核结果正是近两年嘉兴经
开区不断深入改革，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见证。
对自身的改革一直就未间断。经开区
很早就意识到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在优化营
商环境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积极构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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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亲、
亲中守清”
的新型政商关系，
倾力当
好服务企业发展的
“店小二”
。全面深化
“最
多跑一次”改革，完善提升“无差别全科受
理”
、
企业开办
“一日办”
等创新做法，
积极践
行“承诺制”、
“全程代办制”，努力实现一般
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
“最多 90 天”
。
得益于多项改革措施，
经开区项目推进
不断提速。数据显示，2018 年 1 月至 11 月，
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5.88 亿元，
同比增
长 9.7%；2018 年全年，共推进大明金属、晶
晖国宴中心、国际创新园等 30 个项目开工
建设，尤其是英国 RPC 集团爱博思高端包
装项目、
新加坡面包新语等一批新项目实现
当年签约、
当年开工。

改革不停步服务无止境。接下去,经开
区将进一步从软硬件两方面入手,推进“最
多跑一次”改革继续迈向纵深。一方面,该
区将着力完善智慧化服务大厅的升级改
造。通过升级,建立智慧服务系统,将行政审
批服务大厅的电子显示屏、满意度评价器、
叫号机等相关电子设备整合到同一个系统
平台上运行。
同时，经开区还将加快政务服务网建
设,并以此为依托,推行“一证通办”
,从社保
事务、不动产登记等民生服务入手,全面推
行证件数据、证明类信息的互认共享,逐步
实现“刷脸通办”
,并逐步实现全流程网上办
理,真正将
“现场办”
变为
“网上办”
。

开发区财政局、发改局、马家浜小镇
管委会等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大力推进
嘉兴马家浜健康食品小镇客厅招商引资
的若干政策（试行）》
（以下简称《招商引资
的若干政策》
）。
据悉，
《招商引资的若干政策》适用于
入驻嘉兴马家浜健康食品小镇客厅，符合
小镇客厅功能定位，且签约经营期限 10 年
（含）以上的相关企业，主要涉及知名酒店
类，品牌餐饮类，展销、体验类，文化、创意
类，
以及其他功能服务配套类企业。
根据《招商引资的若干政策》，引进酒
店按四星级及以上标准管理运营，并在开
发区注册登记且纳税的，不仅可以享受前
三年租金全免、后两年租金减半的房租补
助政策，其实际装修费用超过 500 万元的
酒店还可给予装修总额 20%的装修投入
补助，
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招商引资的若干政策》对知名餐饮类
企业的补助力度也相当可观。根据政策，
租赁面积大于（含）500 平方米的规模以上
知名餐饮企业给予第一年租金全免、第二
年租金减半的补助政策；面积大于（含）
1000 平方米的，
可以享受两年租金全免。
此外，
签约入驻马家浜健康食品小镇客
厅的企业博物馆及展示馆，
企业
“工厂店”
，
贸易代理企业，
新设立（或新引进）的主题创
意类书店、博物馆等业态，新设立（或新引
进）的电子竞技、
网咖、
众创空间、
孵化器运
营商等业态，
以及小餐饮、
娱乐、
超市、
休闲、
运动等配套小型服务类企业均可根据不同
规模享受不同程度的政策补助。

临港新片区“1+4”产业政策
纵向支持关键领域发展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了“1+4”
产业政策。纵向政策，分四大重点产业，
共 40 条措施，集聚发展集成电路、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和航空航天。它们有一点相
同——产业内都存在受制于人的“国内空
白”和“卡脖子”技术。
在新片区离不开基于 GPS 的导航软
件。这套卫星定位系统就是西方国家
“卡”得死死的核心技术。所幸，此领域在
国内已非“空白”，中国自主建设的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正逐步发展。不久前，成功发
射过北斗导航卫星的中国科学院微小卫
星创新研究院启用了临港卫星研制基
地。院长龚建村说，借着新片区的大力政
策支持与优质营商环境，临港卫星研制基
地将孵化出更多航空航天产业科创企业。
在 临 港 新 片 区 ，人 们 还 能 看 到 更 多
为“ 松 松 脖 子 ，填 补 空 白 ”所 做 的 努 力 。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智能制造成套装备亮
相新片区，其生产的新能源变速器正是
国 内 该 领 域 的 独 苗 ；力 图“ 突 破 关 键 领
域、关键环节卡脖子技术”的临港新片区
生命科技产业园揭牌，15 个生物医药重
点项目签约……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自贸区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松就曾
提到，新片区要“聚焦卡脖子关键领域，坚
持‘四个论英雄’”。新片区定位特殊经济
功能区，正是要积极对接国家需求，结合
上海实际，追求高质量发展，争取在“卡脖
子”领域取得突破。落到具体层面，就要
求管委会对症下药，在关键领域、重点产
业落地针对性的政策，提供企业各自切实
需要的服务。在这点上，管委会做了充分
的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