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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媒体优势 做好产业服务
——《中国企业报》集团年度优秀企业展播
《中国企业报》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中国企业报》集团新疆有限公司：

以媒壮企打造产业联盟新模式

发挥区位优势 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报》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津公司”
）成立于 2017 年，是《中国
企业报》集团子公司，设有党团、工会、办公
室、全媒体产业联盟、中国企业园区国际合
作联盟等机构。自成立后依托一报、一刊、
一网、
一馆的全媒体新闻、
信息平台，
以权威
信息＋精准传播＋有效互动，
逐步转型为新
型传媒企业，
实现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同
步发展。
作为文化事业单位要产生社会效益，
同
时还要产生经济效益，
一个没有良好经济效
益的企业很难有良好的社会效益。2017 年，
天津公司与河北区政府、
天津交互企业商会
等单位合作在津成立国内首家 ICID 国际交
互产业（京津冀）365 体验馆，馆内全年系列
展出国家权威部门评选出的“100 座中国最
具投资潜力城市”
“100 个中国最具投资潜力
园区”和 100 项优质的“千里马”项目，最终

《中国企业报》集团新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疆公司”
）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在新
疆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
自
成立伊始，公司秉承《中国企业报》
“面向企
业，
为企业服务”
的宗旨，
坚持
“不忘初心、
方
得始终”的精神，致力于为政府和企业搭建
沟通和合作的政企服务平台。
公司成立至今，
主要的工作领域集中于
为政企合作构建合作桥梁和平台，
由于公司
与新疆各地区市县一级政府形成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拥有较好的政府部门资源，在多
个县获取了政府产业结构升级的综合服务
协议和意向。
去年 11 月，公司对霍城县的产业发展
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不仅给县委县政府提交
了产业优化升级的初步建议，
还针对霍城县
一年一度的“薰衣草国际旅游节”提供了一
份较为详细的方案，
并应县委书记的邀约准

以选择优质企业、
项目投资合作实现轻资产
集团化管理运营。截至目前，
累计接待国内
投资考察团队和企业家 8000 余人，为天津
市招商引资 3.88 亿元。
《中国企业报》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的改
制是中央媒体在全国首家地方改制成功的
鲜活案例，
为地方媒体改制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2018 年、2019 年荣获“天津市‘111’优
秀企业家”
称号，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联合北京人寿共同以最大诚信合同方式为
天津捐赠 3 亿元团保。中央政治局委员、天
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亲笔批示：
“非常感谢，
难
时一金顶千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
次到现场进行经验交流座谈并对其创新求
实先行媒体改制，
以媒壮企打造产业联盟的
新思路、大战略给予高度评价。作为媒体
人，同时又是国企改制的参与者，跨越性的
思路让天津公司迈出了创造性的一步。

《中国企业报》集团山西公司：

中企创星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三大动作”
进企业 “四维联合”
求共赢
《中国企业报》集团山西公司（以下简
称“山西公司”
）秉承集团办报使命，是集团
派驻山西的机构，其目的旨在服务山西企
业，服务山西企业家，助力山西招商引资的
全面升级。
目前，晋商联盟委员会、山西融媒体中
心、事业创新委员会形成《中国企业报》集
团山西公司的“三驾车”。
晋商联盟委员会旨在围绕山西转型发
展，聚集全球晋商晋企倾力打造跨行业、开
放 性 、智 库 型 的 全 产 业 链 深 度 交 流 合 作
平台。
山西融媒体中心拥有《中国企业报》山
西报道、中企山西矩阵和中企晋商矩阵，可
通过多种方式对企业进行品牌宣传打造、
项目推广，
并打造企业之间合作平台等。
事业创新委员会拥有律师、策划、运营
等精英团队，可针对相关企业，充分发挥人
才资源、政策资源、科技项目管理等优势，
与企业密切合作，通过开展服务、交流、联
谊、引导等活动，
推动企业间互利合作。

备了霍城县县域经济发展课件；
完成了巴楚
县产业优化升级提纲性文件，
与乌苏市以及
特克斯县签署了协议，
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
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
与上海力盛赛
车达成合作意向，
沿丝绸之路一线重要节点
城市举办 X-RACING 中国汽车跨界拉力锦
标赛和城市汽车文化节活动；今年 5 月和 6
月，
两次对塔城地区额敏县进行实地考察和
调研，
就额敏县产业优化升级与
“十四五”
项
目 规 划 作 了 详 细 汇 报 ，得 到 县 领 导 充 分
认可。
公司未来的工作重点领域仍是坚持为
政府和企业搭建沟通桥梁和合作平台，
利用
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丰富资
源，
积极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和
县级政府招商引资牵线搭桥，
为
“一带一路”
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
贡献。

此外，山西公司已与央企投资协会、浙
江省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上海中和正道、
福建省闽商资本联合会携手，构筑起四大
联合体。
专业的律师团队，为企业保驾护航；厚
重的文脉人脉，为企业提供强大的舆论支
撑；国内外智库级别的专家团队，为企业把
脉咨询；专业的融媒体机构和央媒的独有
平台，领先发布；精准地解读投资政策，强
力提升园区发展水平。同时，品牌化的会
展业公共信息平台，为区域招商引资提供
广阔天地。
山西公司将矢志遵循“菜单式选择，个
性化设计，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以“政策
解读+专题研讨+案例讨论+参观考察”为实
践，为企业提供最具实效的服务，让企业活
力倍增。
古话云：
“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身
处转型综改潮流中的山西人杰地灵，未来
可期，
《中国企业报》集团山西公司愿与有
识之士携手合作、共赢未来！

以推进中国城镇化发展为己任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新型城镇
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
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中央的重大
发展战略，城镇化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
引擎。中企创星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简称“中企创星城”
），紧跟时代步伐，以推
进城镇化发展为己任，在实施中央的重大
发展战略中贡献力量。
中企创星城由《中国企业报》集团与创
星城联合成立，专注于用市场化手段推进
高质量城镇化运营建设，通过专业务实高
效的城镇运营，发挥城镇化建设的生力军
作用。创星城是全国工商联城市基础设施
商会特色小镇发展委员会主任单位，具有
优秀的策划团队、强大的资金联盟、完备的
产业后盾、丰富的社会资源和雄厚的投融
资能力，具有近二十年的专业城镇运营经
验，在全国十余个省（自治区）成功运营建
设了多个城镇化项目经典案例。
中企创星城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
一是产业资源优势。公司与中科院纳

米所合伙运营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江
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纳米应用技术研究
所，可以无缝对接中科院纳米所顶级科学
家、公共实验平台以及其他国内外领先的
技术产业资源。公司还拥有文旅、体育、魔
术、演艺、会展、航空等众多 IP 资源合作单
位。
二是资本资源平台优势。公司与国开
金融、天府基金、长安信托等多家大型资本
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
三是专家资源和人才优势。公司有国
家级专家顾问团队和产业专家团队 30 多
人。公司内设政策研究、项目策划、科技金
融、产业定位、项目设计建设管理等部门，
形成了由尖端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
中企创星城业务范围聚焦于城镇化相
关的城市、城区、产业园区、特色小镇、美丽
乡村、综合田园、旅游景区、城乡融合体建
设等项目。服务内容包括战略定位、策划
规划、产业布局、系统招商、金融平台打造、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整体推进和经营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