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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引进

绘就泉城发展蓝图

2016年4月18日，离开济南87年的中国银行

山东省分行终于由青岛迁至济南，再一次回到

它事业起航的地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迁

移。”2017年1月8日在全市经济工作暨“四个

中心”建设推进大会上，市委副书记、代理市

长王忠林这样评价，标志着国有五大股份制银

行均在济南市设立省级分支机构，对于推进济

南金融业发展和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

2016年，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济南市

招商引资工作进入快车道，除了中国银行山东

省分行的迁移，几个百亿级的重大项目也签约

落户济南，为济南后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仅

2016年下半年的成绩就足够光鲜。2016年8月26

日，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现身济南，敲定了

总投资600亿元的万达文体旅游城项目。用中国

首富王健林的话来说，这个项目创造了万达的

三个纪录——— 这是万达集团在全国投资的超大

型项目中唯一一个加入体育元素的项目，是唯

一一个同时规划4个室内板块的项目，也是万达

规划水平最高的项目。而就在这一天，火遍全

球的宜家家居项目也在济南培下了第一锨土。

10月19日晚，总投资92 . 88亿元的济南环境科技

产业园项目正式签约，选址长清区马山镇，总

规划面积1644亩，项目整体建成达产后年营业

收入约36亿元，贡献利税约2亿元。

2016年11月是济南招商引资捷报频传的一

个月。11月14日，继万达文旅城签约落户济南

后又一个大型文化旅游项目华谊兄弟（济南）

电影文化城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约50亿元，

将在济南西城建起一座电影小镇；11月17日，

中铁联运新能源整车全国总部基地落户章丘，

总投资同样50亿元，预计将于2019年全部建成

达效，税收基本稳定在60亿元左右；11月28

日，全球领先的专业服务机构、四大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正式入驻济南，在中海

广场成立济南分所，这是普华永道在中国内地

及港澳地区成立的第21家分支机构，此时全球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济南已有其二。

2016年，济南市投资促进局紧紧抓住重大

项目这个牛鼻子，创新招商方式，加大项目引

进力度，给济南市民带来一次又一次惊喜。前

三季度，济南市省外签约项目287个，总投资

2452 . 8亿元，位居全省第一。其中，总投资10亿

元以上项目42个，投资额2060 . 06亿元，占全部

项目投资总额的84%。

重大项目取得新进展，重点区域也实现了

新突破。2016年，济南市中央商务区招商引资

高地效应凸显，“齐鲁第一高”山东国际金融

中心已奠基动工，中国银行山东总部、长生人

寿区域性总部等项目顺利落户，华润、平安等

知名企业CBD综合开发项目稳步向前推进。高

新区围绕“两城两谷”聚力招商，在机械制

造、融资租赁、生物医药等产业方面引进了注

册资金10亿元的山东豪沃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投资5 . 6亿元的费斯托气动有限公司物流中心及

生产基地等一批体量大、成长性好的优质项

目。临空经济区则发力先进制造业、高端物流

业和泛航空产业，引进了总投资30亿元的瑞士

皮拉图斯通用航空、15亿元的平安华业金融电

商物流园等一批先进制造和高端物流项目。临

近2016年尾巴，济南西客站片区又迎来好消

息，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将在此落地，总规

划面积约10平方公里，将建成集教育、科研、

制药为一体的山东医疗新高地。

如今的济南，正从一个以泉城广场为市中

心的单中心城市，向包括西城、高新以及未来

唐冶在内的多中心城市发展，随着一个个招商

项目落地建设，一张泉城发展蓝图正逐渐明晰。

体制、环境创新

成就济南投资品牌

“这个项目让我们见证了‘济南速度’。”在

万达文旅城签约仪式的致辞中，万达集团董事

长王健林不禁感慨，体量如此巨大的项目，从

重新启动到签约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肯定

的背后是投资促进局招商队伍锲而不舍的坚持。

“和万达谈的那段时间，即使方便面和盒

饭也吃得香。”一位参与万达项目签约的投资

促进局公务员回忆说，为了赶时间、提效率，

他和同事们把谈判现场当成了“家”，常常上

午开完专题会，还来不及吃几口盒饭就忙着去

汇报、做对接，晚上加班加点赶材料更是成了

常事。五六十次的协调会、专项会，厚达29页

的最终协议换来对济南营商环境、发展潜力的

一张沉甸甸的“赞成票”，而万达项目签约

后，还不等享受轻松，投资促进局的招商引资

队伍又投入到下一个项目当中。

这股干劲不仅来自干部队伍的思想觉悟，

更得益于创新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2016年济

南市健全完善重大招商项目推进机制，筛选确

定全市55个重大招商项目，采取市领导包挂、

部门分工负责的推进机制，着力破解难题，加

速项目落地。同时，开展社会化招商，委托德

勤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全市投资环境进行营

销策划，对重点产业进行包装，以市场化、专

业化力量推动招商引资；开展驻点招商，与市

政府驻沪办紧密合作、高效对接，以上海为核

心辐射长三角重点城市，瞄准金融等重点产业

招商引资。

“借力打力”，济南市招商引资还使出妙

招，借助活动开展招商，先后赴美国、德国、

新加坡、香港及北上广等境内外重点区域开展

招商推介，组织参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山东

之夜、2016绿公司年会、新加坡—山东经贸理

事会第19次会议、2016香港山东周、中国国际

智能制造大会等活动，成功促成了浪潮、重汽

等本土企业与思科、西门子等国际知名企业的

深度合作。

“一个口子引进、多头跟进服务”，济南

市投资促进局成立后，各县区和省级以上开发

区参照市里的模式，成立相应机构，落实人员

编制，全市形成了上下对口、统筹协作的招商

引资工作新格局。在鼓励创新的风气下，各开

发区也各显神通，发挥出自身优势。高新区率

先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实行大部制，推行全员

KPI考核；济南新材料产业园则在管理、用人

和财税等三方面进行改革，充分激发和调动各

方积极性，为济南全市招商模式创新提供了有

益借鉴。

除了体制机制改革，近一年来，济南全力

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也成为项目加速落地的有

力保障。为提升服务意识，协调解决项目引进

和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2016年济南市

委、市政府建立了重大项目会见工作机制，成

立了重点产业发展“五人领导小组”，并先后

出台被誉为“金九条”的《济南市加快区域性

金融中心建设促进金融业发展若干扶持政

策》、《济南市加快物流业发展若干政策》等

一系列含金量高的扶持政策。而济南市投资促

进局则充分发挥能动性，将优惠政策落到实

处。一方面，优化外资审批流程，实行外资审

批“容缺受理”、“一口受理”、“绿色通道”、

“代办服务”等举措，为企业“撤路障”、“亮

绿灯”，缩短项目审批时间，另一方面定期组

织业务处室深入基层一线调研，积极听取投资

方、县区业务部门的意见建议，联系相关单位

部门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

硬条件完善了，软服务也不能落后。2016

年，济南市投资促进局组建济南市招商引资专

家智库，聘请31名专家学者，为项目引进提供

专业咨询服务。多管齐下，济南市“投资服

务”品牌已经打响，打造“投资洼地”和“发

展高地”已初见成效。

聚焦重点领域

实现未来发展新突破

成绩单再漂亮也已成为“过去式”，2017

年号角已经吹响。“围绕招商引资，要在招大

引强上下功夫，确保‘四个中心’建设项目源

源不断，围绕项目建设，要创新项目建设推进

管理机制，集中力量抓好一批事关全局、支撑

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全市经济工作暨“四

个中心”建设推进大会上，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王文涛提出新的要求。而新的目标也已经明

晰，济南市明确，2017年，济南全市招商引资

工作要保持2016年的增幅，计划引进市外投资

1362亿元，增长15%，实际到账外资18 . 5亿美

元，增长6%，为此，济南市将聚焦六大领域寻

求新突破。

聚焦重大项目引进求突破。引进项目依然

是2017年工作的重点，为此济南市将开展政策

招商，编制招商引资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各县

区、高新区重点发展产业，制定招商实施路

径，引导招商主体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同时

将发挥“四个中心”建设扶持政策的引导和驱

动作用，吸引更多优质资源集聚；实施产业招

商，将借助德勤制作的《济南投资报告》和

《济南市招商引资对策建议》，聚焦智能装

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金

融商务等重点产业，引进一批重大项目；依托

重大活动招商，充分利用（厦门）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山东—新加坡经贸理事会、山东

省—三菱企业集团战略合作交流会、中国（山

东）国际医疗健康高峰论坛、香港山东周等重

大主题活动，策划组织重大专业招商推介活

动，开展精准招商；探索社会化招商，济南市

将研究出台社会化招商奖励办法，鼓励中介招

商和以商招商，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激发招商

新活力。

聚焦重大项目推进求突破。项目引进只是

招商引资第一步，促进落地达效才是最终目

的，未来一年济南市将抓紧项目推进机制，促

进在谈项目快签约，充分发挥领导会见机制和

重大招商项目推进办法的作用，积极促进济南

国际医学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签约落地；抓紧

主动服务，促签约项目快落地，秉持“投资促

进就是投资服务”的理念，主动靠上服务，全

力推进万达文体旅游城、济南环保科技产业

园、华谊兄弟（济南）电影文化城等重点项

目；抓紧策划包装，促项目库梯次储备，加强

项目库建设，抓好项目包装，强化项目储备，

策划推出几批全市重点招商项目，形成重点项

目储备一批、签约一批、推进一批的梯次推进

格局。

聚焦重点片区项目求突破。不仅要把中央

商务区招商作为工作重点，加大宣传推介力

度，提高该区域的知名度和关注度，加快华润

CBD综合体、平安CBD综合体、绿地超高层等

项目的推进速度，密切与安邦、中国跨国公司

促进会等知名企业的对接，推动意向项目尽快

转化成落地项目；还要充分发挥高新区、明水

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园区载体作用，强力引进一

批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拉动能力强的优

质项目，提高产业聚集度，放大园区的规模效

应、集约效应和带动效应。

聚焦外资招商求突破。2016年济南市被列

为开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

区，迎来难得的对外开放新机遇。2017年济南

市投资促进局将突出重点任务，落实好承担的6

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改革任务，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优势；突

出重点政策，研究出台更加有利于外商投资的

政策，加大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突出对德

招商，依托德国产业对接课题研究，用好济

南—德累斯顿产业办公室、德国中小企业联

合总会山东联络办事处等平台，加强对德招

商力度；突出重点领域，抓好以并购重组为

主的利用外资模式，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以海外

上市的形式吸收外资，同时，推动好神思和

IBM、微软“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孵化平台”

等重点外资项目。

聚焦专业招商求突破。组建市级专业招商

平台，创新用人和激励机制，采取社会化招

聘、企业化管理的模式，走专业化、精准化招

商路子。加强对重点招商产业、招商区域的研

究，不断提高招商针对性。围绕项目的策划、

洽谈及引进，有针对性地开展分层次、分类别

的专题培训，进一步提高招商队伍的专业能力

和综合素质。

聚焦考核督查求突破。制定新的考核办

法，把七大平台公司纳入考核范围，适当增加

世界500强、央企、知名民企等项目的分值比

重，加大对各招商主体和市直有关部门的考核

力度，实施新的奖惩措施，激发各方积极性和

主动性，确保招商引资实效。切实发挥大督查

作用，会同市委、市政府督查室，及时调度情

况、督促进度、解决问题，对整改情况跟踪问

效，确保项目尽快落地建设。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正

如王文涛所说，快速发展的济南正处在滚石

上山、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作为济南三大

重点工作之一的招商引资工作也面临着新的

挑战，2017年等待济南投资促进局这支年轻

队伍的将是更多的考验。而这支队伍也会以

更旺盛的斗志、更大胆的闯劲、更扎实的工

作，在“一年有势头”的基础上实现“两年

有看头”的阶段性目标，不断把“四个中

心”建设推上新的高度。

核心提示：1月20日，山东省发改委下发《2016年全省招

商引资情况通报》，在这份成绩单中，济南市2016年新增招

商引资项目120个，项目累计签约合同投资额1994 . 04亿元，

排名全省第一名。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济南市招商引资创新改革的魄力，

2015年底济南市成立投资促进局，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一支

年轻化、高学历、专业化的招商干部队伍迅速集结完毕，干

部队伍平均年龄仅有38岁。年轻干部能否挑起济南市招商引

资的大梁，全济南市对这支新兴力量充满期待。

而这支队伍也没有让市民失望，2016年以来，市投资促

进局紧紧围绕“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中心任务，

以“投资促进年”活动为抓手，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各项工

作，1到11月，济南市共引进市外投资1079 . 01亿元，同比增

长24 . 22%，实际到账外资104 . 93亿元，同比增长17 . 25%，高于

全省平均增幅11 . 69个百分点，招商引资顺利破题起势，实现

了“一年有势头”。

2016香港山东周期间，济南与华润集团就中央商务区综合开发签约

济南招商引资破题起势实现“一年有势头”

总投资93亿元的济南环境科技产业园项目签约落户长清

2016年11月14日下午，华谊兄弟（济南）电影文化城项目签约仪式

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第19次会议——— 济南签约现场

魅力济南（福州）投资合作恳谈会

济南—香港新型城镇化项目合作圆桌会

总投资600亿元的万达文体旅游城项目签约落户济南新加坡—济南服务业合作圆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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