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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吉林省
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有效推进“六稳”
“六保”及
远程招商各项工作，1-4 月份完成实际
使用外资 2.99 亿美元，总量居全国第 15
位，同比增长 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 16.4
个百分点，在全国排第 6 位，富奥翰昂汽
车零部件、大合生物、一汽丰田发动机、
安费诺金事达电子系统、富奥威泰克、
安沃高新生物制药、华润万家物流配
送、威伯科汽车等一批外资大项
目资金到位。

创新方式 有效开展网络招商活动
吉林省全面推行网络招商，在全国率先开
展网络对接、视频洽谈、云端签约。年初以来，
各地区洽谈推动项目 1134 个，其中，网上平台
对接项目 520 个、视频洽谈 252 场、网上签约

吉林省利用外资逆势增长

项目 152 个，统筹推动疫情
防控、招商引资两不误、双
促进。
精选 500 个重点洽谈推
动和 500 个重点谋划包装项
目，制作二维码、译成英日韩
语、印成项目册，通过链接知名
网站、知名中介机构业务渠道推
广、新媒体对外宣传等多种方式，
扩大网上项目对接会知名度，吸
引更多的投资商浏览网
站，开展网上项目对接，及
时提供并发布相关信息。
吉 林 省 省领 导 坚 持 亲 力 亲 为 、实 地 调
研 ，先 后 与 德 国 巴 斯 夫 、法 国 电 力 、美 国 嘉
吉、泰国正大企业视频洽谈，积极推动重点
外资合作项目，其中，美国嘉吉 7 万吨饲料精
补料项目已经签约，丰田公司丰越扩能和发
动机公司扩能技术改造项目新增投资并全
面启动，法国电力集团清洁供暖项目即将签

订合同。

格拉默经营许可等困难和问题得到协调解决。

精准帮扶 有效坚定企业投资信心

优化环境 全面提升服务企业质量

本报讯 日前，
由黑龙江省政府主
办，省商务厅、省网信
办、省电视台、各市（地）
政府承办的“约惠初夏 龙
江购物节”启动仪式在哈尔滨
银泰城购物中心举行。同时，还
通过大 V 账号及龙广交通、女性、
高校、爱家四套频率直播账号进行 10
小时
“广播+新媒体”
直播带货。

引导外资企业用足用好国家“稳外资”政
吉林省依托《关于共同建立依法服务保
策，疫情后，吉林省连续出台进一步做好利用
障外商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借助长
外资工作的实施意见、促进商务领域企业平
春中院知识产权保护法庭、外商投诉工
稳 健 康 发 展 18 条 和 稳 外 贸 、稳 外 资“ 双 9
作机制、外企协会和“12312 外资服务
条”，将国务院、国家部委及该省出台的 52 个
热线”
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年初以
文件捆绑打包送政策上门，充分发挥政策推
来，巴斯夫、康乃尔、格拉默等外资
动作用。
企业审核资质、补办材料、外汇融
集中解决重大项目立项、土地、环评、审
资等多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批、税收、股权变更等 132 个问题。为屈臣氏、
疫情期间，吉林省深入松
为充分激发释放消费需求，稳定促进商贸流
旺旺、康控集团等外资企业开具民生保供资质
原、白城、延边等地走访法国
通业发展，推动全省迈上经济复苏快车道，黑龙江
运输证明；为一汽丰田发动机、世倍特等一批
电力、益海嘉里、韩正人参
出台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开展搞活流通促
重点外资企业协调解决复工用口罩 10 万只，
等重点外资企业和项目，
进消费系列活动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 明确支持
有力保障了外资企业的复工复产。
实施“一对一、点对点”服
促消费、优惠让利促消费、创新模式促消费、银企合
吉林省组织召开“吉林省外商投资企业新
务 ，帮 助 企 业 理 清 投 资
作促消费、激发活力促消费、鼓励购车促消费、文旅惠
年座谈会”，梳理汇总审批、降费等方面诉求， “三笔账”，消除企业投
民促消费、5G 手机促消费等促消费方向，在全省范围内
巴斯夫施工许可、乐天采矿审批、康乃尔融资、
资顾虑。
（张卓敏）
从供需两端实施一系列搞活流通促进消费活动，以扩大
消费稳就业稳增长,引导推动广大居民开启正常生活消费
方式。
黑龙江省通过“省市资金引领、金融机构出资配合、商家
打折促销”方式，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举办以“惠生活、慧消费、
荟优品、汇龙江”
为主题的
“约惠春天 龙江购物节”
系列促消费
活动。本次购物节活动，持续至 6 月 30 日，主要包括“全民
High 购”线下商超实体店促销、
“云上 High 购”电商让利惠民、
平方公里中日产业园，锁定日本智能制
出口贸易额分别为成立前的 2.9 倍、
“马力十足”
汽车促销三个组成部分。
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健康医疗
5.2 倍和 1.8 倍。
线上，
龙江电商购物节将在阿里本地生活、
苏宁易购、京东、
等产业开展招商。规划建设中韩“两城
未来几年，沈阳片区将全面贯
车好多、
美团点评、
小康龙江、
37
秒易淘、
邮乐网、
毛豆、瓜子等电
双园”项目，中方项目启迪科技城落户
彻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坚持
商平台开展同步线上促销和
“家政有约
·
网上对接”
活动，同时举办
沈阳片区，
“ 镜像”项目将落户韩国首
制度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
数十场网红直播带货活动，
大庄园、
飞鹤、
北大荒、
九三、
完达山等
尔。充分借助“一带一路”和“中东欧
聚焦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和东北
龙头企业同步参与。还将在抖音平台开展
“一起来电
约惠初夏”
17+1”合作机制，广泛开展与国际商协
亚区域开放合作，深入开展首创
龙江带货官直播带货活动，组织 3 百多家电商企业入驻抖音平台，
会合作，建成自贸之窗，成立国际商会
性、差别化改革探索，着力打造自
搭建抖音小店，开展“约会初夏 龙江购物”超级话题挑战赛，组织全
总部基地，先后与 24 个国家和地区的
贸区升级版。一是要对标国际最
省各县（市、区）长拍摄短视频，
介绍推介家乡好物。
25 家商协会签署合作协议，与 500 余个
高标准、国内最开放地区，高水
线下，
全省
13
个地市
238
家零售企业参加实体店促销，
其中，百
企业、商协会及商务团组进行商洽。
平编制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
家商场
（购物中心）
85
家、
大型超市
99
家、
专卖店
54
家，
采取让利打
三年来，沈阳片区深入贯彻落实党
区深化改革开放方案，制定自贸
折、豪礼赠送、积分返利、家电以旧换新等多种方式开展促销。
中央、国务院赋予的改革试验任务，全
区升级版路线图。二是积极争
通过“约惠初夏 龙江购物节”系列活动，释放被抑制、冻结的消
面完成省总体方案涉及沈阳片区试验
取、主动承接更多国家事权、省
费需求，培育壮大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在常态化疫
任务 115 项，复制推广全国自贸区改革
级事权以及重点领域试验试
情防控前提下，
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经验涉及沈阳市任务 104 项。优化涉税
点 ，争 取 更 大 改 革 自 主 权 。 三
基础性作用。
（张卓敏）
事项办理程序、国有企业“内创业”模式
是加强沈阳片区与桃仙空港及

黑龙江电商购物节
释放消费新需求

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发挥开放新优势
挂牌三年来，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
片区（以下简称沈阳片区）聚焦推动东
北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这个核心任务，
充分发挥自贸区创新开放优势，赋能沈
阳先进装备制造业，助推沈阳产业转型
和结构升级，为新时代东北振兴做出有
益探索，提供有用经验。
沈阳片区的开放创新，拓展了先进
制造开放窗口。一是推动中欧班列高
效运营。2019 年沈阳中欧班列开通运
行数量超过 200 列，占东北地区 50%以
上，华晨宝马、沈阳机床、新松机器人、
米其林轮胎等近 40 家企业产品和配件
搭乘沈阳中欧班列，降低物流成本 20%
以上。二是建成沈阳综合保税区桃仙
园区。投资 28 亿元用 11 个月完成沈阳
综合保税区桃仙园区建设，2019 年 4 月
封关运行，目前已进驻沈飞民机、沈飞
国际等项目 30 余个。三是搭建沈阳网
上开放通道。围绕国家跨境电商综试
区建设，建成并上线运行跨境电商公共
服务平台，开通保税备货（1210）跨境电
商模式。沈阳国际快件监管中心去年
11 月正式运行，日通关能力 105 吨，居
东北地区首位。运行以来通关国
际 快 件 33.6 万 件 ，重
1132 吨。

沈 阳 片 区 的 创 新 试 验 ，丰 富 了 国
资国企改革路径。沈阳市作为全国国
资国企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利用自贸
区先行先试创新优势，推动国有企业
改革创新。形成了混改管理层持股推
动国资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应急转贷
等 7 项国资国企领域制度创新案例，占
全 省 国 资 国 企 制 度 创 新 经 验 60% 以
上。其中，基于全要素价值分享模式
的国有企业“内创业”模式，入选全国
第三批“最佳实践案例”，沈阳机床集
团通过支持员工创业创新、孵化企业，
相关领域生产效率提升 70%，员工收
入实现翻番。东药集团 2018 年成功实
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当年净利润同比
增长 64%，纳税同比增长 49%，员工人
均收入比混改前增长 62%。目前，随
着北方重工、中兴集团等沈阳重点国
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全市
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外
部董事制度、经营层市场化选聘加快
推开。
沈阳片区的项目集聚，搭建了产业
合作国际平台。结合沈阳先进装备制
造业发展实际，沈阳片区搭建以日韩为
主、面向东北亚开放的国际产业合作平
台。引进日本欧力士集团投资建设欧
力士自贸企业公馆，针对日本金融科
技、文化创意、国际商贸等重点领域
开展招商引资。规划
建设 2

2 项经验在全国推广，飞机行业内加工
贸易保税货物便捷调拨、出入境人员综
合服务一站式平台等 2 项全国首创经
验，获得国家部委认可；形成了全省推
广的制度创新经验 40 项。这一系列制
度创新成果充分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企业加速集聚、迅速成长。目前，沈阳
片区入驻了航天科工、招商局集团、国
电投等 16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分支机构，
500 家金融、类金融机构和 3000 余家科
技企业。沈飞 A220 工厂投产运行，新
松公司成为全国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
发展试点示范，东软医疗产品销往全球
100 余个国家和地区。2019 年沈阳片
区全口径税收、实际利用外资、进

沈阳港联动，促进自贸区与空
港 、内 陆 港 资 源 互 补 、优 势 叠
加、融合发展，努力推动沈阳开
放创新平台向更高层次跃升。
四是加强与大连片区、营口片
区联动，与全市乃至沈阳经济
区内的开发区协同发展，强化
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改革，实
现改革举措有机衔接、系统集
成，推动辽宁自贸试验区创新
试验和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
平，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新动力、新
经验。
（张卓敏）

本报讯 孙小妞 2003 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辽宁宝山生态涂料
有限公司工作，从一名普通员工发展为公司高管。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她改进了 230 余种产品性能，开发了 120 个新产品，获得了三项技
术专利。她组织研制的新产品为企业新增 2000 多万元,成为该企业
新的销售增长点。
而在辽宁新洪源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党委成立了以党委书记、党
委委员牵头的创新小组，带动公司研发创新工作，申报国家专利 180
项，
已授权专利 102 项。
“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这是中国（辽宁）
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党建引领民营企业振兴发展的新路径。
通过组织融合、工作融合、情感融合，营口片区实现了党建工作与
自贸区建设双赢双促进。
营口片区为企业搭建技术平台、人才平台，举办《中韩文化经
贸交流会》，给域内企业搭建进出口平台，企业服务中心党支部平
均每年组织 5 次以上域内企业举办用工洽谈会。连续两年，组织
域内 10 几家企业参加中国大连海外学子创业周，帮助企业申报
“百千万人才工程”
等等。
第一个“0”是实现企业开办
目前，区内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这与营口片区积极工作
步骤的全面革新，创新建立了企
密不可分。营口片区及时了解企业抗“疫”复工需求，为企业
业开办全流程、全链条、零门坎、
进行“一对一”管家式服务，向企业提供防疫物资，促进银企对
零收费、零时限的实时办结工作机
接，破解融资难题。该片区还延伸了公交线路，解决“出行
制。在注册登记方面，除国家明令
难”的问题，完善企业给水、道路、电力等配套设施，帮助企
规定的前置审批要求外，一律实行
业解决闲置厂房，举办 3 次线上企业专场招聘会，帮助 50
先照后证、证照分离、准入准营；在办
余家企业招聘人才。
理时限方面，部门通过政务信息平台
自疫情发生以来，营口片区共帮扶 130 余家企业，解
获取营业执照等信息后联动预审、1 小
决复工复产难题 30 个。在据不完全统计，全区非公企
时发照、同步推送相关信息，后续审批
业在战疫行动中，共捐款 283 余万元，捐助抗疫物资折
减要件、减流程、减时限。
合人民币 100 余万元。
（张卓敏）
第二个“0”：调整优化了工业用地项
目现有审批流程及时间节点，部分重点审
批环节前移至土地交易环节期间。
“ 工业
遗失声明
用地项目进行仿真审批，让项目实现落地
即开工，
为项目建设争取了宝贵时间。
”
嘉兴尼希米通用紧固件有限公司（原名：
“30”，指压缩一般经营性用地项目正
嘉兴希斯伦通用紧固件有限公司）遗失企业境
式施工许可手续办理时限，实现了 30 个
外投资证书一本（证书号：3300201400173），
工作日办结。为了推行建设项目容缺承
现声明作废。
诺制审批，该区对社会投资类建设项目实
商务部机关党委周锡琦不慎丢失工作证，
施“容缺办理+信用评价”管理，形成了清
证号：
270023，
卡芯号：
50125，
特此声明。
单管理、承诺即办、失信惩戒、担当负责的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李燕不慎丢失工作证，
容缺承诺审批制度。
证号：
250056，
特此声明。
目前，全区新签约落地亿元以上重大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王振富不慎丢失
项目158个，
大项目
“顶天立地”
、
小项目
“铺
工作证，
证号：
230133，
特此声明。
天盖地”
的态势正在稳步形成。 （张卓敏）

沈阳市浑南区：疫情防控与招商引资两不误
4 月，沈阳东博热工热处理产业园二
期项目、沈阳芯源微电子高端晶圆处理设
备产业化基地项目、沈阳中保力石科技保
税仓储加工中心项目、东软医疗国际化医
疗设备研制基地等九个重点项目，集中在
沈阳高新区、自贸区顺利摘牌拿地，掀起
浑南区项目招商建设新一轮热潮。
从邀约投资方洽谈，到土地摘牌，仅
用了 10 天时间，创造了项目发展的“浑南
速度”。
今年以来，沈阳浑南区、沈阳高新区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集中力
量推动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1-4 月全
区亿元以上的开复工项目已达到 119 个，
总投资 1279.5 亿元，当年计划投资 316.4
亿元，开复工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13.3%。
2019 年起，沈阳浑南区、高新区、自贸
区三区开启了融合发展、协同发展的模
式，充分发挥了行政区、高新区、自贸区各
自的比较优势，取得了“1+1+1＞3”的效
果。三区相融形成的体制机制比较优势
不断释放，正在激发区域发展新活力。三
区建立了一体化发展的联席工作机制，重
大工作和重点问题一体化解决。行政区
发挥支撑优势，为高新区和自贸区发展做

好服务支撑；高新区主要发挥科研和产业
地”。在环境协同上，将加快“浑南企业会
优势，积极引进产业优质项目；自贸区主
客厅”的建设，加大制度创新、商事制度改
要突出制度政策和创新优势，推动了区域
革、营商环境建设力度。在招商协同上，
开放优势的形成和良好发展环境的打造。
将实施联合招商，共建共享招商平台，共
三区相融推动了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同推进各类产业园区建设，加速重大产业
正在形成区域发展环境新洼地。三方共
项目快速集聚。
享“放管服”改革的各项审批创新举措及
为加强产业链招商，实施精准招商、
审批政策，有效提升区域审批服务和营商
补链强链招商，浑南区招商局及各产业
环境的整体竞争力。
促进办对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
三区相融带来的政策红利不断显现，
药与健康医疗三大主导产业进行梳理，
正在形成区域发展新优势。三区实现项
以产业高端化、集群化发展为目标，选取
目用地全区统筹，大大提高了对企业和项
了 10 条优势产业链，制定了 383 个产业
目的吸引力。
链目标库项目，并将所有项目“上墙”管
“四协同”进一步提升浑南区国家中
理，进行“销号式”招商。疫情期间充分
心城市中心区综合发展实力。下一步，将
利用网络工具，积极开展云签约、云招商
探索三区在产业、政策、环境、招商等方面
等活动，不见面也招商，不碰头也洽谈，
的协同发展机制，发挥自贸区和高新区各
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疫情造成的损
自优势，提升浑南区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中
失补回来。
心区的综合发展实力。
保证企业注册“零时限”
“零门坎”
“零
在产业协同上，将通过规划有效衔
收费”；工业项目落地即开工；房地产项目
接、用地统一供应、产业集中引导、政策相
土地摘牌后 30 个工作日办结施工许可。
互迭加等多种方式，有效发挥各自的比较
沈阳浑南区、沈阳高新区为减轻企业负
优势，互相支持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产业
担，创新审批模式、再造审批流程，创建了
融合发展。在政策协同上，将务实开展政 “0030”审批服务模式，进一步缩短了投资
策互鉴，将自贸区形成的可借鉴经验在高
项目企业开办时间、压缩了工程建设项目
新区全局先行先试，打造高新区“政策高
审批周期。

营口自贸试验片区：
经济效益和党建工作双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