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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招商精准招商，，谱写廊坊高水平开放新篇谱写廊坊高水平开放新篇

招商引资是推动对外开放、实现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抓
手，是加强项目建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手段，是
推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就必须走好精
准招商之路，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经济
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全省对外开放大会明确
提出，要找准薄弱环节，明晰方向路径，大力实施精准招
商，推进外贸转型升级，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构建高质量
友城网络，增创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新优势。

正是充分认识到精准招商在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廊坊市委、市政府坚持把精准招商牢牢抓在
手上。他们立足廊坊实际，创新招商引资思路和方式，实
施靶向、点位、精准招商，大力开展选商择资、优商引智
活动，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崭新格局，全面提升招商引资
质量和效益。

推进精准招商，廊坊市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精准发
力，优化政策供给，务求工作实效。聚焦“2+1+6”（大
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着力提升“大智移
云”产业首位度，全力打造新型显示、新材料新能源、高
端制造、电子商务、大数据、文化创意六大千亿级产业集
群） 产业体系，出台《廊坊市2018年精准招商工作方
案》《商务系统招商引资政策管理制度》，切实解决招商产
业不明、目标不清、项目不精等问题，科学确定招商目
标，精心搭建对接平台，提高招商实效；出台《廊坊市扩
大利用外资八条政策措施》《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积极吸引外资，开展外资
精准招商，推动一批带动性强的高质量项目加快引进落
地；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意见》《关
于强化利用外资目标考核实施方案》，建立工作台账，加
强督导考核，形成任务明确具体、推进扎实有力、考核奖
惩严明的工作机制。

推进精准招商，廊坊市坚持招商思路创新、招商举
措创新、招商模式创新和招商载体创新。他们制定全市
选商择资工作指南，提出招商引资总体方向、战略举措
和工作目标；建立域外招商联络处，制定《驻外招商联
络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建立国别产业园、商帮产
业园、特色省际合作园等，夯实招商载体⋯⋯一系列务
实举措，廊坊市招商引资工作实现了从“捡到篮子就是
菜”到选商择资、优商引智的转变，龙头企业引领、中
型企业支撑、中小企业快速提升跟进的产业发展良好态
势初步形成。

推进精准招商，廊坊市提高政治站位，推动5·18经
洽会国际化、精准化、专业化，全力打造面向全球、服务
全国、推动全省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国际
交流合作会展品牌，构建河北高层次开放合作的宽广
平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潮
流滚滚向前。廊坊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
划建设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及临空经济区建设、北京城市
副中心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坚持精准招商，
争创新优势，拓展新空间，完善新机制，敞开胸怀迎接四
海宾朋，拥抱世界，谱写高水平开放新篇章。

在创新突破中
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2018年12月19日，廊坊市（北京）投资合作对接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举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廊
坊市“招商创新突破年”活动完美收官，美国奥德赛航空发动机大修、皓宽廊坊大数据产业基地等 6 个高端高新项目签约落
户，项目总投资101.8亿元，廊坊选商择资、优商引智再结硕果。

聚焦“2+1+6”（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着力提升“大智移云”产业首位度，全力打造新型显示、新材料新
能源、高端制造、电子商务、大数据、文化创意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产业定位，大力推进招商思路、招商举措、招商模式和招商
载体创新，廊坊市2018年招商引资硕果盈枝。2018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突破10亿美元，28个外资项目到位。其中，超千
万美元项目7个，到位金额占到全市总量的50%以上。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廊坊市紧紧围绕全市产业定位，坚持靶向招商、点位招商、精准招商，在选商
择资、优商引智中不断提升开放层次、突出招商实效，实现了招商引资的新突破，谱写出廊坊高水平开放发展的崭新篇章。

2018 年 5 月 18 日，由商务部、省政
府主办的 2018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
洽谈会，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
中心隆重开幕。来自全球 5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1422 家企业机构、2079 位嘉
宾相聚廊坊，共享时代新机遇，共话合作
新愿景，共赢美好新未来。

围绕“创新、协同、开放”主题，2018年
5·18经洽会共举办三大板块23项高端论
坛、专题对接和贸易展览活动。在省委、
省政府正确领导下，廊坊市以精心、精细、
精致的工作作风，举办了一届高质量、高
水平、国际化的经贸盛会，成为面向全球、
服务全国、推动全省创新发展、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国际交流合作会展平台。

“深入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构建新时
代对外开放新格局，是廊坊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廊坊市委书记冯韶慧在 2018 年
深圳知名企业洽谈对接会上说，牢固树
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必须把开放
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对外开放
的创新突破中实现选商择资、优商引智，
奋力开创新时代加快建设经济强市、美
丽廊坊的新局面。

构建新时代开放发展新格局，推动
招商引资创新突破，廊坊改变传统的“碎
片化”招商模式，加强招商引资总体设计
和架构重置，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和北京城
市副中心建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廊坊
临空经济区建设重大历史性工程，突出

“五个精准定位”，大力开展引资、引技、
引智，通过优化招商总体框架，提升招商
引资水平和实效。

廊坊市坚持顶层设计，出台了《廊坊
市关于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意
见》和《廊坊市 2018 年精准招商工作方
案》，明确招商总体思路和方向，编制全市

招商引资工作指南和招商实施细则，聚焦
全市“2+1+6”产业定位，加快构建选商择
资、优商引智的精准招商新格局。

——精准定位主导产业。从全产业
链视角分析产业发展需求，制定了全市招
商指导目录，引导外资投向以“大智移云”
为首位产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
务业，打造新型显示、新材料新能源、高端
制造、电子商务、大数据、文化创意六大产
业集群。各县（市、区）及廊坊开发区结合

自身实际,进一步明确了招商重点，细化
并完善了产业链招商目录。

——精准定位招商标准。坚持高端
取向，紧盯央企、京企、大型民企和世界
500 强，引进发展前景好、资源消耗少、
财税贡献大的项目；坚持科技引领，紧盯
高新技术和科技创新企业，引进地区总
部、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坚持绿色环
保，紧盯绿色低碳循环标准，引进低能
耗、高科技、无污染项目。

——精准定位招商重点。加强与美
加、欧盟、日韩、港澳台及“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精准定位重点国家；
选择与廊坊产业契合度较高的城市实施
攻坚，精准定位重点区域；分析目标区域
产业转移趋势和企业外迁动态，确定主攻
龙头，精准定位重点企业；加强与中科院、
清华、北大、中关村软件园等科研院所合
作，精准定位重点院校。

——精准定位招商载体。以全市
14 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和现有重点企业、
相关部门以及中国电子协会、苏商商会、
浙商商会、徽商商会、深商商会等国家级
和地区商、协会组织为依托，充分发挥其
载体、客户、人脉等优势，形成招商引资
有机整体。

——精准定位招商路径。明确以京
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以及国内行业百强
为重点的国内招商路径；以“一带一路”沿
线、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以及境外招商机
构等为重点的国外招商路径；以各县域、
开发区主导产业为重点的县域招商路径；
以来廊考察企业为重点的客商招商路径。

创新突破 选商择资、优商引智构建精准招商全新格局

2018 年 11 月 22 日至 27 日，廊坊市
商务代表团远赴德国、意大利开展系列
商务考察和项目洽谈。短短 6 天时间
里，他们马不停蹄、夜以继日，向海外客
商全方位推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廊坊临
空经济区和 2019 年 5·18 经洽会，并与
德国、意大利客商就产业合作进行深入
对接洽谈，让世界看到了廊坊全方位扩
大开放的胸怀和信心。

这是一次加强友谊之旅，这是一次
开放推介之旅，更是一次拓展合作之
旅。在河北省（德国）经贸推介洽谈会
上，廊坊市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世

图兹集团在信息产业创新应用等方面开
展战略合作等4个项目成功签约。

“全面提高新时代对外开放水平，实现
更广领域、更高层面、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就必须全面提高精准招商的质量和效益，
为新时代加快建设经济强市、美丽廊坊提
供强大动力。”廊坊市市长陈平如是说。

提高招商引资质量效益，力求招商
引资实效，是廊坊强力实施靶向、点位、
精准招商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内资招
商，他们突出北京、上海、深圳、大连、西
安等大城市；外资招商，他们突出德国、
意大利、美国、斯洛伐克、荷兰、以色列等

国家和地区。同时，通过 5·18 经洽会、
“9·8”厦洽会、深圳高交会、广交会等会
展招商和小团组招商、委托招商等方式，
努力引进高端高新项目。

——利用会展平台开展精准招商。
在2018年5·18经洽会上，他们有6个重
点项目在省签约仪式上签约，包括 2 个
外资项目和4个内资项目；有9个政府类
合作协议、40 个内外资重点项目在市会
上集中签约，包括外商投资项目 7 个，总
投资 3.8 亿美元，国内合作项目 33 个，总
投资 658 亿元。在 2018 年年初举办的
北京重点产业投资招商活动中，韵达集
团北方区域总部等 4 个优质项目签约，
总投资 34 亿元。在上海智能制造暨现
代服务业投资合作对接会上，签署上海
中饮巴比集团建设北方食品生产基地等
3 个项目合作协议，总投资 7.5 亿元。在
厦门招商活动中，台湾文创产业园等 4
个项目落户廊坊，总投资超过40亿元。

——创新招商载体开展驻点招商。
根据新常态下招商引资新形势和新要求，
廊坊市积极“走出去”招商，在与廊坊主导
产业关联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与相
关龙头企业、商协会等合作设立招商联络
处，开展针对性、时效性更强的驻点招
商。2018 年，他们分别在深圳、北京、香
港、德国慕尼黑以及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
发分别设立了廊坊市商务局招商联络
处。利用招商联络处的资源优势，先后在

深圳、北京、上海、德国及斯洛伐克举办了
10场专题招商活动，吸引了1000余家企
业积极参与，总投资204.5亿元的33个项
目签约落户廊坊。

——建立联络机制开展总部招商。
他们建立与落户廊坊的世界 500 强企业
间的沟通联络机制，促进以商招商。同
时，加强与境外世界 500 强、知名跨国公
司对接，2018 年以来先后有华润集团、
三一重工、中交建集团、中国普天集团、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中南高科产业集团、
中钢冶金集团、新华集团、宏远控股集
团、碧桂园控股集团、国美集团、红星美
凯龙集团、新加坡吉宝置业、意大利维龙
集团、德国 MTU 集团、江森自控有限公
司、新加坡企发局、印度软件集团、宜家
中国、中钢冶金、中国动漫协会等近百批
次商务团组和企业来廊投资考察，对接
洽谈合作项目。

——做大产业平台开展园区招商。
大力推动 14 个省级以上开发区组织开
展成系列、成批次的靶向招商、点位招
商，以及推动园区入驻企业“以商招商”，
全市各县（市、区）、廊坊开发区共举办各
类招商活动 100 余次，签约项目 100 余
个，投资达500亿元。

同时，廊坊市还全力推动德国产业
园、中欧香河机器人产业园等国别产业
园，深商产业园、苏商产业园等商帮产业
园，中关村互联网文化创意产业园等特
色省际合作园建设，其中 4 个产业园入
选省重点扶持特色产业园，成为廊坊开
展园区招商，吸引高端高新项目、提高招
商引资质量效益的新亮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加快推进时
期，廊坊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号角已经吹响。

“我们将全力抓好对外开放，做好招
商引资、园区建设、5·18 经洽会三件大
事，加快推动廊坊向对外开放强市迈
进。”廊坊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克
俭介绍，在 2019 年招商引资工作中，他
们将全面深化国际经贸交流合作，进一
步拓展对外开放的范围和层次，完善对
外开放的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推动新
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商务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商务工作增比进位、
创先争优，为新时代加快建设经济强市、

美丽廊坊提供强力支撑。
新的一年，廊坊市将进一步推动招

商引资转型升级发展，运用大数据、“互
联网+”理念，细化完善全市产业招商地
图。抓好投资信息收集工作，盯住目标
企业，锁定重大项目，通过以商招商、中
介招商等方式不断拓展招商渠道。进一
步创新招商结构，围绕打造六大千亿级
产业集群，鼓励外资重点投向以“大智移
云”为首位产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产业带
动力强的高端产业项目。

突出招商的实效和精准度。他们
将持续抓好招商模式创新，深入开展以

商招商、以产业链招商、以龙头企业带
动招商，实现整链条、整园区招商。在
充分发挥目前 5 个招商联络处和数个
招商代理作用的同时，继续在全国乃至
全球建立招商联络处。总部招商加强
与境外世界 500 强、知名跨国公司及国
际组织、区域性组织的对接，推动企业
和机构到廊坊设立国际总部、区域总部
和功能性总部。

突出招商重点促进产业聚集。在招
商引资中突出招“大”，紧盯世界 500强、
央企、行业前 10 名的国内外知名企业，
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选好商、招大商、
引强企，开展集群式、链条式、板块式招

商，提高针对性和时效性；突出招“特”，
把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作为招商引资的
主攻方向，提高相关产业的互补性和契
合度，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突出招“新”，
大力引进“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电
子商务、物联网等新型业态项目，促进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各产业融合发展。

坚持全面开放打造 5·18 经洽会国
际品牌。突出办会标准国际化、活动安
排国际化、展览展示国际化、嘉宾邀请国
际化，打造国际化高端交流平台。坚持
精准定位、精准定需、精准组织、精准招
商，聚焦全省中心工作，打造选商引智国
际平台和产能合作促进平台，力促办会
主体专业化、总体策划专业化、会务保障
专业化、展览组织专业化，打造保障一流
服务水准的国际经贸盛会。

（文/图：薛良、曹立杰、刘向）

廊坊市聚焦“2+1+6”现代产业体系，推进精准招商。图为廊坊市委主要领导
带队到深圳市华为集团总部洽谈考察。

廊坊市政府主要领导率廊坊商务代表团赴德国、意大利开展系列商务考察和项
目洽谈，4个项目成功签约。图为“河北廊坊—德国项目洽谈会”活动现场。

20192019 年年，，廊坊市全面加大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廊坊临空经济区精准招商力度与实廊坊市全面加大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廊坊临空经济区精准招商力度与实
效效，，全力打造廊坊未来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廊坊未来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新引擎”。”。图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效果图图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效果图。。

坚持靶向招商坚持靶向招商、、点位招商点位招商、、精准招商精准招商，，廊坊在选商择资廊坊在选商择资、、优商优商
引智中不断提升开放层次引智中不断提升开放层次、、突出招商实效突出招商实效。。图为廊坊区位图图为廊坊区位图。。

一年一度的一年一度的55··1818经洽会经洽会，，已成为面向全球已成为面向全球、、服务全国服务全国、、推动全省推动全省
创新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国际交流合作会展平台高质量发展的国际交流合作会展平台。。

力求实效 靶向招商、点位招商提升精准招商质量效益

明确目标 增比进位、创先争优掀启高水平开放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