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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第三届商博会将在福州举办
本报讯 近日，从福建省商务厅获悉，
福
建省第三届商博会暨全闽乐购“万福·跨年
购”
促消费活动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
有序组织开展。
第三届商博会以
“双循环背景下促消费
新动能”为主题，将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12 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本届商博会招商招展、宣传推介等前
期筹备工作已经先行启动。展销活动组织
等进行公开招投标，11 月 4 日发布公告，
11 月 25 开标。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宣传推
介成效、营造促消费活动氛围，释放市民消
费潜力，2021 年 12 月 1 日-2 日，2021 世界
美发大会将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2
月 2 日-4 日，2021 中国预制菜产业大会暨
中国（福州）国际预制菜产业博览会将在福
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2 月 10 日-12
日（第三届商博会期间），2021 第九届中国

企业家发展年会、中国（福州）茶生活博览
动、促销活动三大版块开展，不仅为市民带
会暨“福茶杯”福建省（百姓茶、放心茶）茶
来一场年终岁末的消费盛宴，
还将发布相关
叶大赛和 2021 中国（福州）宠物水族产业
惠企便民政策以及重要商务信息。主题活
博览会将同期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
动板块内容包括：
行。
举办启动仪式。进行万福启动视频、小
第三届商博会将坚持政府搭台、企业
程序、吉祥物发布，万福授牌，领导、嘉宾致
唱戏，上下联动、多方参与，立足于搭建平
辞，宣布 2021 年“全闽乐购”跨年购暨第三
台、宣传推广等公益性工作，打造“万福” 届商博会活动正式启动并巡馆。
商 旅 公 共 品 牌 ；做 大 做 强 福 茶 、福 酒 、闽
发布重要政策信息。重点发布 2022 年
菜、闽货等闽品，宣传福建优品，促进“全 “全闽乐购”
重点工作安排，
老字号、步行街、
球买闽货，闽货卖全球”；持续推动促消费
绿色商场、福茶、福酒、闽菜等政策举措。
工作深入开展，打造更多“闽”字号消费品
开展“全闽乐购 ”推介授牌活动 。主
牌，创新融合提升大众品质消费，进一步
要是总结推广“全闽乐购”促消费行动典
激发释放消费端，激发全闽年终岁末消费
型经验做法，进行首批福建省特色步行街
热情，推动相关闽货闽企运用市场化手段
授牌、第六批省级老字号授牌、福酒授牌、
不断扩大销售，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作
闽菜馆授牌、第三批省级商务特色镇授牌
出更大贡献。
等。
第三届商博会将围绕主题活动、展销活
举办推介对接会。围绕万福商旅伴手

礼 、福 茶 、福 酒 、闽
药、食 品、农 特 产 品 等
开展推介对接活动，促进
闽品销售。
开展省家政、餐饮服务业
升级竞赛系列活动。为推动福建
省家政、餐饮等服务升级，发掘人
才，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弘扬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助力家政、餐
饮消费信心稳步提升、消费潜力进一
步释放、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满足人民
对生活服务消费日益增长的需求，让服务
消费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力量，福
建省商务厅拟于今年商博会前，以“全闽乐
购 福（服）满人家”为主题组织开展全省家
庭服务、餐饮烹饪职业技能竞赛，并在商博
会期间为竞赛颁奖。
（陈连荣 傅大煌）

山东龙口经济开发区
助力企业
“争标”升级

本报讯 近日，ISO/TC 256 颜料、染料和体质颜料
国际标准化委员会第十二次年会在山东龙口召开，这
是首次在县级地区召开的年会。会上，由天蓝颜料
（山东）有限公司主导制订的 ISO 788《群青颜料》
国际标准，获得 ISO/TC 256 颜料、染料和体质
颜料国际标准化委员会认定，
正式对外发布。
作为山东龙口经济开发区的一家民营企
业，10 多年来，天蓝颜料始终着眼于科技创
新，瞄准群青市场规范，靠着一流的科研团队
和世界一流的全自动生产线，其研磨及煅烧
控制系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18 年，制订
发布了 GB/T35962-《群青》国家标准，填补
了群青无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的历史空白。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
流企业做产品。标准是行业的标竿和领头
羊，在市场竞争中拥有更多话语权。龙口经
济开发区以园区改革为突破口，引领企业加
大科研投入和科技创新，以争创行业、国家、
国际标准为目标，
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激励企业积极争创国家标准和国际标
准，龙口经济开发区聚焦产业发展，强化政策
扶持引导，鼓励企业着眼引进共建、扶持提升
设。同时，联合省发改委、住建厅等 12 家
建设，在居民步行 15 分钟可达范围内，丰
个社区”系列活动除了走进福州市桂溪、
和本土培育三个层面，构筑“金字塔”型技术创
省直相关单位，指导福州市、厦门市积极申
富便利店、菜市场、早餐店、维修店、家政服
鳌峰洲等十一个试点社区之外，还将结
新体系。在服务上，实施“牵手计划”聚焦企业
报，并成功入选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
务点等便民业态，一站式满足居民生活和
合周末、节假日等节点，以多种形式陆
技术需求、科技项目需求，积极践行一线工作法，
圈试点城市。另一方面是全国首创建设开
服务消费需求。
续走进福州 100 个社区、村居，让广大
着力突破企业技术难题、发展升级瓶颈；不断优化
发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小程序。依托移动互
据悉，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就
居民了解“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共
营商环境，实行“容缺”办理和网上办理，让数据网上
联网搭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平台，打造导
是要在居民步行 15 分钟左右的范围内，
同完善社区服务，推动城市居民
跑，让企业少跑腿，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企业向标
航、领券、消费三大功能模块，实现实时定
建设可以满足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
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准迈进的步伐。除了天蓝颜料，道恩集团所属道恩高材
位、精准导航、覆盖全省，让社区居民在家
消费的多业态集聚的社区商圈。举办
活 动 现 场 ，同 时 开 展 了
发布国际标准 2 个、国家标准 30 个以及行业、团体和企业
门口附近实现便利消费，满足日常生活需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进百个社区”活动，
第三届商博会暨全闽乐购
标准 20 多个；所属的特弹、钛业、海尔新材料等公司均制定
要。
旨在助力福州充分发挥试点先行先试和 “万福·跨年购”促消费
发布了国家标准。
（李希平）
陈安生表示，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示范引领作用，打造福建省“一刻钟便民
活动宣传推介，
既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的有效
生活圈”幸福样本，持续打响“全闽乐购” 吸引了广大市
举措，也是一项民心工程、民生工程。福建
品牌，积极回应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
民踊跃参
省商务厅将按照福建省委、省政府和商务
往。
与。
部部署要求，持续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启动仪式后，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进百

福州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进百个社区活动
□ 陈连荣 傅大煌
11 月 20 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进百
个社区启动仪式在福州市东二环泰禾广场
举行。活动由福建省商务厅指导，福建省
贸促中心、福州市商务局、晋安区商务局等
单位联合主办。福建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
陈安生出席活动并致辞。
陈安生指出，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是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畅通国民经济循
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
重要抓手。按照商务部工作部署和福建省
政府要求，福建省商务厅牵头组织积极推
动该项工作开展。一方面是及时转发国家
政策文件，安排专项资金，指导各地开展建

潍坊市商务局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湘约世界

湖南聚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
□ 本报记者 伍鹏程
通讯员 向尚婷
近日，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
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行动方案
（2021-2023 年）》，提出“扩大开放
九大专项行动”24 项重点任务，力
争 2023 年 全 省 进 出 口 总 额 突 破
7000 亿元。湖南省商务厅日前对
《行动方案》进行解读。
湖南省商务厅表示，打造内陆
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
神的现实举措，是服务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主动作为，
是服务“三高四新”战略、扎实推进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力支撑，是
服务创造高品质生活、满足人民对
高品质生活向往的有效保障。实施
《行动方案》，有利于在重点领域推
进更深层次的改革，有利于形成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
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

《行动方案》树立
“中部争第一、
全国争进位”
目标，
全面提升开放型
经济规模、质量、效益，推动实现主
要指标年均增速高于内陆地区平均
水平，总量在全国排位稳步提升，
走
在内陆地区前列。到 2023 年，湖南
省对外贸易年均增长 15%以上，进
出口总额突破 7000 亿元，外贸依存
度突破 14%，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突
破 35 亿美元，外商再投资突破 300
亿美元，内联引资突破 1 万亿元。
三年累计对外实际投资额 60 亿美
元以上，对外承包营业额 90 亿美元
以上。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改革试点任务全部完成，重点领域
深层次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更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基本建成。
为此，
《行动方案》围绕对接重
大开放战略、对接产业链供应链、建
强开放主体等“扩大开放九大专项
行动”，提出 24 项重点任务。一是
实施重大开放战略对接专项行动。
对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国
家区域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发展新
优势。二是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对接
专项行动。对接产业链提升外向
度，对接重点产业扩大招商引资，
推

动全球采购和湘品出境。三是实施
开放主体提升专项行动。壮大外贸
实体企业队伍，
培育本土跨国企业，
对接用好商协会资源，增强开放主
体实力。四是实施国际市场开拓专
项行动。深化国别(地区)研究和对
接，
优化国际市场布局，
促进内外贸
一体化。五是实施贸易方式升级专
项行动。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持续扩大
进口，推动进出口提质增效。六是
实施新业态新模式拓展专项行动。
大力发展外贸新业态，优化外贸综
合服务，培育外贸发展生力军。七
是实施开放平台建设专项行动。高
标准建设湖南自贸试验区，高水平
打造内陆地区会展高地，高质量建
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高效
率推进“五好”园区建设，提升开放
平台综合实力。八是实施外联通道
畅通专项行动。打造国际物流大通
道，
打造五大国际货运集结中心，
推
进口岸提质升级。九是实施市县联
动开放专项行动。推动市州差异化
竞相开放，强化开放强市强县带动
作用，
实现联动发展，
提升全面开放
水平。

湘企助力布基纳法索“百万稻米计划”
□ 向尚婷
湘非农业合作又传喜讯。11
月 18 日，中布农业合作备忘录签约
仪式和布基纳法索农业“百万稻米
计划”合作洽谈会在长沙举行。布
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中控国经集
团有限公司、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袁氏种业高科技有限公司四方
签订中布农业合作备忘录，将联合
成立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农业合
作中心和西非农业产业合作推广中
心，推进中布农业产业园合作及高
产水稻推广项目，助力布基纳法索
早日实现年产百万吨稻米“总统计
划”。

会上，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阿
达马·孔波雷指出，中国在解决粮
食短缺和安全问题上取得了显著
成 就 ，湖 南 的 杂 交 水 稻 技 术 从 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期待通过本
次签约，各方通力合作，助推布基
纳法索农业“百万稻米计划”结出
丰 硕 果 实 ，彻 底 解 决 当 地 粮 食 短
缺问题。
据了解，湖南是农业援外大省
和强省。1973 年以来，湖南先后承
担了中国援助非洲、亚洲、拉丁美洲
和大洋洲 44 个国家的 39 个农业项
目，推广农业先进技术 210 余项。
特别是杂交水稻已成为湖南令人骄
傲的一张国际名片。

根据备忘录，湖南建工集团等
四方共同运营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
馆农业合作中心，以及西非农业产
业合作推广中心，协助布方完成农
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现代产
业示范园规划建设以及相关行业技
能培训，
在智慧村庄和智慧田园、智
慧智能农机产业链、农机装备创新
研发中心和冷链配套等优势项目上
与布方企业开展合作。
“本次签约是一个新的起点。”
湖南建工集团董事长蔡典维表示，
将以此为契机，与布方在更多领域
加强合作，深度参与当地经济社会
建设，
为布基纳法索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作出更大贡献。

□ 本报记者 马 刚
通讯员 高永杰
今年以来，潍坊市商务局聚焦商
务职能职责，把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
点放到办实事、开新局上，持续深入
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
力疏堵点、破难点、解痛点，全心全意
办好民生实事。
真心助企，诚心解难，做企业的
“知心人”。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抓发
展”理念，成立服务企业办公室，28
位服务专员联系服务 50 家企业、2 个
项目，对企业反映的个性化问题，指
派专人上门指导、跟上服务，对共性
问题建立主动回应机制，积极帮助企
业排忧解难，已累计收集解决问题诉
求 233 个，办结率 100%；组建稳外
贸、稳外资、促消费 3 个服务企业专
班，对全市外贸进出口 150 强、零售
额 100 强 和 616 家 外 资 企 业“ 一 对
一”包靠服务，已帮助 106 家外资企

业解决问题 125 个；已举办“政策大
宣讲、业务大培训”活动 97 场、6800
余人次参加培训；围绕外贸、外资、开
发区、跨境电商、零售业等 5 个方面，
推动潍坊市委、市政府出台 7 个政策
文件，强化助企发展的政策支撑；开
展“学党史、悟思想、为民服务办实
事”等主题党日活动，现场协调解决
企业困难问题。
全心为民，暖心服务，做群众的
“贴心人”。强化商务为民导向，主要
负 责 人 带 头 ，组 织 开 展 社 区“ 双 报
到”、文明出行、文明站点包靠、疫情
防控等“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志愿
服务活动，党员到社区“双报到”10
次、104 人次，32 名党员干部包靠市
区 46 家大型商超，督导发现问题 40
多个，已整改 34 个、正在整改 8 个；
组
织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 20 余项，更
好地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在全市
商贸流通领域开展“诚信兴商宣传
月”
“微笑服务”
、文明用语等活动，提

升商贸服务水平。
尽心担责，用心干事，做发展的
“带头人”。立足商务工作实际，确定
了“冲刺全省第一梯队”目标，深入开
展作风整顿，
倡树争一流导向；
组建局
考核办公室，
对全局工作量化赋分，
一
天一考核，一周一分析，一月一奖惩，
形成比学赶超、
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
开展
“聚焦实干转作风、
对标一流提标
准”攻坚提升活动，通过“我是科长怎
么干”
竞争性演讲和人员
“双向选择”
，
构建“人岗相适”的选用机制，机关中
层以上干部全部做出履职承诺；全员
深入各县市区、重点企业，疏通“堵
点”
，
畅通
“增长点”
，
负重奋起，
实现各
项指标企稳向好，
好中加固。
今年 1-10 月，潍坊市利用外资
量增质优，同比增长 49%；外贸进出
口稳步向好，单月进出口额自 5 月份
以来连续 6 个月突破 200 亿元，屡创
历史新高；限额以上零售额增幅居山
东省第 1 位。

潍坊高新区：
“先机”强引领 发展“走在前”
□ 本报记者 马 刚
通讯员 张守峰
今年以来，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深入实施机
关党的建设“先机”行动，实施服务企
业、科技创新、
“双招双引”
、城市精细
化管理等 10 项具体行动，取得了明
显成效。潍坊高新区利用不到全市
1%的土地，完成了 1/7 的税收收入、
1/10 的生产总值，规上工业企业利
润率、利税率均居全市第 1 位。
宇太智能科技公司作为首家入
驻位于潍坊高新区的潍柴国际配套
产业园 1 号厂房的企业，从项目签约
到厂房交付、企业进驻，仅用了 150
天。为解决园区配套问题，潍坊高新
区经发、住建、城管、工程监管等单
位，召开现场调度会 93 次，解决各类
问题 562 个，短短 5 个月便平地起园
区。为了节省时间，大多数人员在工
地吃盒饭。这成为高新区践行快速、
高效、领先速度，倾情倾力服务企业
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典范。

潍坊高新区作为牵头实施
“先机”
行动十大行动的部门、
单位，
更是认真
履职尽责、
全员全力争先，
取得了显著
成效。在服务企业行动中，全区统筹
推进总投资 1835 亿元的 224 个重点
产业项目，
突出打好 20 个省市重大重
点项目建设攻坚战，选派 611 名专员
联系服务 684 家企业、26 个项目。在
科技创新行动中，该区在全市唯一获
批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省科
学技术奖最高奖、
省国际合作园区，
培
育隐形冠军企业 34 家、瞪羚企业群体
90 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04 家、全
市唯一的省级独角兽企业 1 家，以及
具有行业领先地位、
打破国际垄断、
实
现国产替代的核心技术和拳头产品
21 项，国字号创新平台 11 个。在“双
招双引”行动中，今年前三季度，全区
签约立项省外过亿元项目 38 个、总投
资 323.6 亿 元 ，新 增 省 外 到 位 资 金
103.04 亿元；新引进科研院所合作平
台项目 6 个，
7 家企业获批市引才育才
成效突出科技创新平台、数量居全市
首位。在幸福民生保障行动中，累计

投资 57.3 亿元，办好四大类、63 件民
生实事，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持续提
升；
新城街道实施
“三大工程”
，
深入践
行“人民至上”，持续增厚幸福民生。
在深化改革开放行动中，市场监管局
创新推动企业证照“三联办”改革、持
续赋能市场主体的做法，被评为今年
潍坊市首批改革典型案例。在安定祥
和促进行动中，
加强政务热线办理，
推
进平安高新建设，有力保持了和谐稳
定。疫情常态化防控、安全生产大排
查大整治、
环保攻坚等行动，
均取得了
积极扎实进展。
以“十大”行动为牵引，今年前三
季度，该区工业增加值、规上工业利
润、规上服务业营收、限上社零额、内
资到位数等指标居全市首位，项目建
设每月皆夺全市冠军，招才引智在全
市力拔头筹。目前，该区已拥有世界
500 强企业 1 家、中国 500 强企业 2
家、中国制造业 500 强 3 家、中国民
营企业 500 强 2 家以及 43000 多户
市场主体，成为企业蓬勃生发、持续
壮大的
“丰饶田野”
和
“热带雨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