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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全域创新

区商务局：
高质量推进招商引资“一号工程”
招商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
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初始源头，
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和
“生命线”
。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围绕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区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发展的“一号工程”和
推动经济发展的
“第一抓手”
，
在招商引资路径上不断探索创新，
交上了亮眼答卷。
作为全区招商引资工作的统筹和牵头部门，区商务局围绕杭州市招商引资综合考评各项指标和我区打造
“全域创新策源地”目标，统筹部署，积极谋划，高
质量高水平招引大项目、发展大产业，
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态势中展现商务排头兵的实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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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签约

双招双引成效明显

全市考评名列前茅

今年以来，区商务局积极谋划“招商
务 的 75.26% ，同 组 排 名 第 一 ；1- 8 月 ，
两张图”
“产业链精准招商”方案规划，落 “152”工程项目中阿里巴巴全球总部以
实“驻点招商”，利用“双招双引大比拼” 及网易严选 2 个项目已取得施工许可
对目标任务进行科学分配，双招双引取
证，开工率同组排名第一；亿元以上产业
得良好成效，1-8 月，我区在杭州市招商
项目招引同组排名第二；产业个性化项
引资综合考评中位居前列。
目杭州市全年目标 16 个，我区半年度申
报 27 个，已认定通过 11 个；
“ 大好高”项
1-7 月，我区实际利用外资数完成
目梳理申报 6 个，
“ 小而美”项目梳理申
省口径 7.82 亿美元，完成杭州市下达任
报 21 个。

围绕我区产业规划，区商务局还积
极谋划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 3 条精准招商产业链方
案规划。目前，区商务局已经会同省级
智库，针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产业链
进行调研规划设计，形成了初步方案。
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产业链方案也
力争在 9 月底前完成。

会同专家做好产业链发展谋划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招商引资是一场硬仗，各大城市间的竞
争已呈白热化。当前余杭正迈上追求高质
量可持续快发展的征途，对招商的需求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对项目的渴求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
■全区大比拼 吹响冲锋号

双创周期间招商洽谈

商事窗口业务办理

注重体制机制创新
经济要发展，招商引资是关键，项目
双进是支撑。一个重大项目，就是一个
产业“磁石”，一旦落实落地，未来就可能
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为此，区
商务局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合拳。
■主动招商 提升招大引强水平
招商的“牛鼻子”，要“一把手”牵。
今年以来，一把手带队赴北、上、深、广等
地对接各类知名企业，1-8 月区商务局
共对接招商项目 280 余批次，新接触项
目 175 余个，获取了大量的招商信息和
渠道，有力推动字节跳动等一批大好高
项目落户。
区商务局组织了两次土地招商活
动，借助“线上+线下”联动方式打通万
科、碧桂园、招商、融信等 150 余家开发
商与我区平台、镇街的信息沟通渠道。
■精准招商 聚焦重点目标产业
为强化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加
大资源整合和产业招商力度，区商务局
细化了全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职责分工，成立了数字经济招商组、生
物医药招商组等六个招商组，统筹协调
全区招商引资工作，牵头重大项目招商

厦洽会上，
与客商洽谈推介

牵住招商
“牛鼻子”

洽谈。
区商务局会同专业机构开发“产业
导引图”
和“招商目标图”
，将全区招商资
源和招商目标企业网络化、便捷化、数据
化。
“两张图”
整体架构基本完成，力争今
年年底前正式上线。
“产业导引图”
将全区各类资源通过
网络手段整合到一张电子地图中，更好
地对外招商；
“ 招商目标图”则利用大数
据手段抓取和梳理一批招商目标企业，
结合“一把手”
招商、驻点招商、小分队招
商等，锁定重点招商目标，进行聚焦突
破、重点发力，
实现
“精准招商”。
■驻点招商 承接产业“溢出效应”
区商务局牵头落实的余杭区驻北
京、深圳招商已于 5 月正式启动。4 个月
来，区商务局协助驻点招商的 7 名同志
通过多渠道收集资源，借助余杭商会、驻
京办、第三方专业机构，梳理重点企业，
点对点走访，筛选有效招商信息，逐步建
立起资源库和关系网，助力余杭驻点招
商快速打开了局面。
截至目前，驻点招商人员共走访接
待企业机构 460 余家，收集各类有效招
商信息 220 余条；陪同或介绍企业项目

团队赴余杭考察 49 批次，涉及企业或项
目团队 160 余家（个）；在谈重点项目 33
个，拟落地 20 个，协助推进已落地项目
11 个。
■
“嵌入招商”重大活动抢抓机遇

前段时间，随着 2019 年全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在未来科技城梦想小
镇的启动，余杭迎来了全国乃至全球聚
焦的
“高光时刻”
。
为服务保障“双创”活动周，我区成
立以区商务局为组长单位的“招商引智
组”，重点做好嘉宾“一对一”对接服务，
开展“余杭之夜”活动，组织小分队开展
嵌入式招商三项重点工作。招商引智组
组织全区 400 多位干部、菁航计划学员
参与接待工作，开展一对一对接服务，服
务嘉宾 500 余名，包括 114 位参会重要嘉
宾和 169 个参展项目 406 位参展嘉宾。
“菁航计划”
学员及全区五大平台资
深招商专员，组成了 240 多人的专业化
招商队伍，推介余杭营商环境，宣讲人才
产业政策，共对接项目 300 多个，70 余家
企业表达出投资、合作意愿，近 25 个项
目有望落地，新希望集团、光珀科技总部
等 15 个项目已签约。

今年 4 月，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区 2019 年
度大党建工作会议暨“三大比拼”动员会精
神，区商务局召开“双招双引”大比拼活动工
作推进会，对“双招双引”大比拼活动进行再
部署、再明确、再推进，在全区面上吹响了
“双招双引”
的冲锋号。
通过比拼活动，进一步激发全区上下招
商引资、招才引智的激情和热情，不断增强
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拼劲和干劲。一、二
季度我区共 47 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
300 多亿元，尤其是第二季度，我区有 36 个项
目集中签约，数量是常态化集中签约以来最
多，质量也有明显提升。
■最多跑一次 聚焦三服务
今年以来，区商务局认真贯彻落实营造
优良营商环境的要求，配合开展好“三服务”
活动，商务窗口积极探索服务企业新模式，
推出了新“四项举措”，稳步提高服务质量，
不断提升办理效率。

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优化强化电话咨询功能，通过网络 IP 电
话的功能，同一时间可 4 人同时接听同一号
码，切实降低办件退件率，为企业减少办件
时间；推出预约办理，大力推行网上、电话预
约打证服务，企业上传资料后通知窗口预先
打印，现场可立即领取，无须等待；深入推行
现场代办、容缺受理，为企业节约补件时间；
服务前置、预先审件，着力减少企业跑现场
次数。
■强化产业链 产业氛围浓
在招大引强的同时，我区注重紧扣自身
实际的产业链招商，从我区加快推进的 3 条
精准招商产业链举措中可见一斑。一个能
上下游互相配套的、具有较大市场规模的产
业链体系，往往具有较强的产业集聚能力，
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运行成本。
以人工智能产业链精准招商为例，我区
明确了招商路径，重点发展基础层、技术层
和应用层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中下游三大领
域,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链精准招商“531”主要
领域，即五大基础行业、三大技术行业、十大
应用行业，力争到 2025 年，将我区打造成为
全省人工智能产业链招大引强高地、全国人
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全球人工智能高端人才
聚集地，将余杭区建设成为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杭州）的核心区。

北京、深圳驻点招商人员与客商洽谈

翻篇归零再出发
下一步，
区商务局将继续依据“全域创新
策源地”建设的总体目标，按照“三城一区一
带”规划布局，
以“高质量、
可持续、
快发展”为
要求，
以推进产业创新发展为目标，
高起点谋
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在招商领域再
上一层楼。

土地招商发布会

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利用
“双招双引大比拼”
和后
“双创周”
的
虹吸效应，紧盯产业链引擎性项目招引，下大
力气补齐产业招商特别是优质制造业招商短
板；
着力画好产业导引和招商目标
“两张图”
，

砥砺前行谋新篇
谋划好三大产业链精准招商方案；结合驻点
招商开展情况，积极服务保障，扩充驻点团队
项目信息渠道、做精招商推介活动、探索招商
飞地模式，尤其是结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
略，在上海增设创新促进中心，承接发达地区
产业“溢出效应”；强化重点签约项目服务保
障，对集中签约未落地项目，进一步加大督查
推进力度，围绕挂牌、拿地、开工三大节点，倒
排计划，加快推进，确保可供地项目年底前完
成供地，
已拿地项目年底前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