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争2022年，把山东建设成为服务全国、
面向世界的沿海开放新高地。围绕这个目标，
山东正全力打造精简高效的政务生态、富有活
力的创新创业生态、彰显魅力的自然生态、诚
信法治的社会生态。通过实行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受理、通关一体化改革等举措提高贸易
便利化水平，全面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
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与国际接轨的开
放型经济法治环境，同时在市场配置资源新机
制、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全方位开放新格
局、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等方面开展体制机制
创新。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工作

近年来，按照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并重，
省商务厅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试点开发区积极
借鉴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按照“1+N”模式
务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工作，探索推出了
职员制改革、行政审批事项联审联批和网上办
理、“一支队伍管全部、一支队伍管到底”的
综合执法改革、创新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人
员管理公司化等创新措施。

在职员制改革方面，东平经济开发区实行
竞聘上岗制，突出招商和经济发展职能，优化
设置内部机构和岗位，实施绩效工资制，在开
发区内部制定“倾斜一线、以岗定薪、优绩优
酬”的薪酬分配制度。职员竞聘上岗后，逐级
签订聘用合同，聘期三年，期满后重新竞聘上
岗。同时，建立科学公正的考评体系，实现重
奖重罚，拉开收入差距，并体现在干部使用和
评先树优上。

莒南经济开发区筹备成立综合行政执法中
队，整合16个专业领域行政执法，积极做好机
构、职能的深度融合，充实执法力量，提高
执法水平，保障执法能力，完善执法联动机
制，形成基层联合执法的强大合力。曲阜经
济开发区内建立了项目“一会制”决策(审批)
制度和并联审批制度，优化了审批流程，精
简了审批环节，推行了“集中办公、统一受
理、并联审批、联席会议、限时办结、电子
监察”的运行机制，部分行政审批事项和社
会服务事项可网上办理，加快了审批过程的
便利化。

为破解土地、资金、招商等制约开发区发
展的难题，临淄经济开发区推行“管委会+公司
+基金”运营模式，为临淄经济开发区量身打造

了淄博金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开发运营平
台，专业化、市场化推进园区开发建设。青州
经济开发区积极探索创新，引进PPP投融资模
式，通过整体外包、合理确定收益回报、建立
风险分担机制等方式，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开发
区建设。

省商务厅指导各海关特殊监管区立足区域
产业优势和发展实际，自行或创新复制自贸试
验区经验。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创新批量中规进
口汽车通关监管流程，与中国平行进口车电子
商务平台海淘车网合作打造国内首家汽车口岸
电商平台，通过海淘车互联网交易平台，将可
直接对用户开具销售发票，实现“港口直
销”，实现渠道扁平化，让利消费者。烟台保
税港区省内首创“路铁联运”业务，企业每年
可节省物流成本200多万元。

全面深化政府职能转变

“放得更活、管得更好、服务更优”，
“放管服”改革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理
念，体现了政府自身建设的完整性，是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工作的深化。事实上，经过多年的
探索，我省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方面也取得了
显著成效。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关键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山东
把精简权力存量作为“放管服”改革的首要任
务，按照“应减尽减、应放尽放”原则，大力
削权放权。2013年以来，分12批削减行政审批
事项641项，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由7371项精简到
3445项，压减了53 . 3%，市、县级行政权力事项
分别压减了42 . 6%、24 . 2%。经过5年的持续努
力，省级企业投资核准、备案事项减少50%，最
大限度地赋予企业和地方投资自主权。

同时，我省先后制定出台优化市场环境30
条意见，推出注册资本认缴制、先照后证、多
证联办、放宽登记条件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
将231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全面实施
工商登记“三十一证合一”，降低了市场准入
门槛。

在“管得更好”方面，省政府出台了《关
于加强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
推动16个省直重点行业主管部门和17市制定了
本系统、本区域的监管办法。编制公开了各级
政府部门责任清单，省级明确监管制度539项、
市县近5万项，并在修订省政府部门“三定”规
定过程中，衔接削减的权力事项，强化事中事
后监管职责85项，为加强监管提供了制度依
据。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省级
301项、市级平均387项、县级平均270项随机

抽查事项纳入清单，全省开展随机抽查30万余
次，提高了监管威慑力。加强综合监管，将
省级28支行政执法队伍整合为20支，在完成市
县改革试点的基础上，今年批复了各市综合
执法体制改革方案，全面推进综合执法，整
合执法队伍，推动执法重心下移。莱芜市和
115个县(市、区)通过“二合一”“三合一”
组建市场监管局，实现一个领域一支队伍执
法。强化基层监管，在乡镇(街道)全部设立食
品药品监管机构，建立完善乡镇安全生产、
建设工程质量、环境保护、道路交通4个领域
的安全监管机构，提升了基层监管水平。

针对“审批难、办事难”等问题，加强行
政审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省市县三级编
制公开了行政审批事项业务手册和服务指
南，编制公开了省市县三级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收费项目清单。市县普遍建立了政务服务
中心，实行“两集中、两到位”，积极探索
区域化评估评审、并联审批、建设中介服务
超市等做法，简化优化审批流程，大力压缩
审批时限。积极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建成了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的政务服务平
台，全省各级行政许可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
实现网上办理。上半年，省级行政许可事项
网上申请量占84 . 5%，按时办结率达到99%，
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各地探索创新体制机制

济南市探索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和服务新
模式，一方面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市政府部门
由原来的44个减至39个，在“大文化”“大城
管”“大农业”基础上，又实现了“大水务”
“大绿化”“大建设”“大交通”和“大外
事”体制，进一步优化了政府部门的职能配
置。同时，权力下放做到了应放尽放、能放必
放，如将3480多项市级权限中的3250项全部下放
到济南高新区。

另一方面是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济南市运
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打造了全国先进的行政
审批智慧平台，精简审批环节51%，整体办事效
率提速35%。企业经营范围自主选择登记、企业
简易注销登记等改革走在全国前列；企业登记
注册“全程电子化”改革试点启动，在全省率
先实现公司注册登记“零纸张、零见面、零费
用”。投资项目审批实行“一图明流程、一号
通全程、一门管审办、一车办踏勘、一评全共
享”的“五个一”审批模式，累计减少审批环
节5个、压减时限30多个工作日。

青岛前湾保税港区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一带一路自贸
驿站”。截至目前，已在境内外布局70处，形
成了以企业为主体，国家自贸试验区、海关特
殊监管区、国家高新区、开发区为载体，政府
推动为服务体，各国和地区合作为共同体的四
位一体互联互通全球网络。在青岛前湾保税港
区的打造下，自贸驿站发展成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转口贸易综合枢纽和海
陆节点，“一带一路自贸驿站”经济联盟综合
体正在形成。

潍坊综合保税区全面对接自贸试验区，不
断创新通关监管措施，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目前，全区服务社会企业已达1500多家，
报关单票数占全市的40%，无纸化通关率达到
99%。该地全面整合报关链条，高标准建设智
能化信息系统，实现与海关管理系统信息互
通、与青岛机场和青岛港口无缝对接，企业
在潍坊保税区就能开展内陆口岸报关、报
检、订舱、装卸、运输等业务。推行“两单
一审”“低风险快速放行”等通关审核方
式，简化通关随附单证，统一进出境备案清
单。推行“三个一”通关报检新模式，通关
申报事项由143项简化成84项，在济南关区首
批推行区域通关一体化进口业务改革，通关
时间缩减50%以上。

建设沿海开放新高地

综合执法 潍坊综合保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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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召庆

1821，伦敦金融城以信仰启献一个时代；
1 9 3 1，纽约曼哈顿以高度开元一个时代；
1990，上海陆家嘴以前瞻开启一个时代；每一
座金融中心，都雕刻着一个时代的历史轮廓。

汉峪金谷，因势而生，以其博大胸怀，构
建全生命周期资本服务模式。从提供优质的商
务载体，到聚核企业发展各类资源，从构筑企
业上下游产业链条，到为企业发展提供全周期
商务服务，汉峪金谷，以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
为基点，构筑不同于普通商务集群的资本服务
模式，让企业扎根于此，成长于此，壮大于
此，繁荣于此。

全生命周期资本服务模式，一个以资源整
合为手段的金融中心发展模式，呈现于齐鲁智
慧谷的核心汉峪金谷。

战略先行

以历史趋势绘制宏伟蓝图

2015年，“十三五”规划中有关深化金融
改革的论述，显示了中国进一步构建与其地位
匹配的大国金融战略意图。依循“十三五”规
划，中国大国金融战略正在逐步构建落定。

济南，地处国家四大经济区交会处，南连
长三角城市群，北接京津冀经济区，东融环渤
海经济圈，西邻中原崛起之地，在南上北下、
东联西进的财富流转中稳居核心。

1901年，德国“德华”银行成为当时济南
的首家外国银行；1904年，济南开埠，交通银
行、朝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以及法国与比利
时合办的义品放款银行纷纷抢滩，济南开始了
金融逐梦。2015年，济南明确提出了打造区域
性金融中心，并相继出台一系列金融政策和行
动计划。2016年7月，济南市委十届十一次全会
将“区域性金融中心”修订为“区域性产业金
融中心”，进一步明确了济南金融中心建设的
目标定位。2016年8月2日，国务院在关于《济
南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批复中，正
式肯定了济南作为“环渤海地区南翼中心城
市”的国家地位。

经过百余年的探索与努力，济南正一步步
向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靠近。

济南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1991年国务院
批准设立的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一直以来
都是济南市乃至山东省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自主创新的重要载体和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发
挥着经济创新的示范力量。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高新区
管委会围绕国家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

建设，积极构建政府资金引导、市场化运作的
多元化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以“科技+金融”模
式发挥金融产业、总部经济集群效应，实现产
业与金融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对标未来

以前瞻规划铸造产业载体

因循资本时代发展大势，承启济南金融经
济未来，汉峪金谷，应势而生，与已经建成的
北区舜泰广场，规划中的航天科技城，汉峪金
谷C区共同组成高新区中心区智慧谷的核心，
成为打造TBD“智·人、智·产、智·城”智慧立
方的支撑。

汉峪金谷踞守经十路黄金走廊，总投资约
260亿元，规划占地约670亩，总建筑面积约420
万平方米。它是一个复合型的金融中心项目，
融合5A写字楼集群、旗舰商业、总裁官邸、各
类型酒店于一体，形成一个比肩一线城市金融
中心，向世界开放的现代金融产业航母。

汉峪金谷，由全球排名前五的国际著名建
筑设计巨头——— 德国GMP建筑师事务所担纲城
市设计，由悉地国际CCDI负责城市设计深化，
容纳全球先进规划设计理念，将景观、业态、
建筑、功能科学结合在更开放的环境中，集全
功能业态于一体，成就一个能够自我生长、可
持续发展的城市互动空间。

汉峪金谷以凤凰路为界，划分为两个区
域，以西为A区，以东为B区。A区功能以金融
办公和配套商业为主，规划建设39栋高层、超
高层楼座，包括一栋高度为339米的超高层地标
性建筑；B区功能以商业、大型购物中心和休

闲娱乐为主，并建设有大型商业综合服务区。
为支持金融中心发展，提高区域交通可达

性，汉峪金谷在地下规划上进行了大胆创新，
因地制宜建设1 . 8万个车位的大型停车场和独特
的环路系统。通过地下环路与百万平方米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相结合，联通各大区域地块，并
瞻前预留轨道交通站点接口，接驳规划中的R3
线、M3线、M7线，形成完整连续的空间系
统，为未来地下空间开发、区域综合运营能力
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技金融

以产业聚核驱动企业发展

汉峪金谷是省市政府重点打造的环渤海南
翼区域性科技金融中心，山东省和济南市“十
三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也是高新区构建以
“两城两谷”为核心的产业布局，全面促进产
业增能扩产、提质提效的重要支撑之一，项目
的定位目标是建设“创·融 创·产 创·城”的
三维新型城市发展空间。

依托高新区的科技创新资源和现代金融产业
资源，汉峪金谷着力打造区域性金融创新与科技
创新的承接大平台，承担起金融商务、总部办
公、商业服务、科研办公等重要职能，为济南市
区域性产业金融中心的建设起到人才聚集、资本
聚集、科技聚集、研发聚集关键作用。

根据高新区的发展定位，汉峪金谷明确了
“一个目标，两个融合，五大平台”的发展主
线。

一个目标是指，着力打造以高科技产业和
以金融业为主导的新兴服务业产业集群，促进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实现金融产业助推
实体经济的发展目标。

两个融合是指，在前瞻规划，前瞻招商，
前瞻运营的前提下，实现“产城结合”与“产
融结合”。

产城结合，即以项目开发为依托，拓展产
业发展空间，并以产业为驱动，实现城市更
新。汉峪金谷既汇聚产业、企业、商务，又云
集配套商业、休闲娱乐设施，甚至景观绿化、
交通停车等都和产业环境有机融合，各类城市
要素水乳交融，展现出一个能够自我生长、可
持续发展的产城互动空间。

产融结合，即实现高科技产业与金融的互
动结合。汉峪金谷以“科技+金融”模式，着力
发展产融联合业态，广泛吸纳产业金融资源，
实现产业与金融良性互动，为上市企业和拟上
市企业提供深层次金融服务，充分发挥金融对
科技的强大助推作用，打造以科技产业为龙头
的现代产业集群。

五大大平台是指，在高新区管委会的支持
下，着力打造金融总部聚集平台、金融服务保
障平台、科技产业创新平台、创新人才培育平
台、现代商务服务平台五大平台，建设全生命
周期资本服务平台。

目前，汉峪金谷已签约金融、类金融机构
和企业总部30余家，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济南市银行电子结算中心、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山东省国投、铁投集
团、中华联合财险、中国电建、晨鸣集团、山
东广电、济南广电、山东高速轨交集团等金融
及总部机构均已成功进驻，资本规模超千亿
元。未来，汉峪金谷创造的产值将超2000亿

元，利税将超80亿元。

科学运营

以服务配套助力企业腾飞

汉峪金谷按企业总部需求构建一流硬件体
系，如首层10米挑高精装大堂、LOW-E双层镀
膜玻璃、太阳能光电利用、国际品牌高速电
梯、电子卡进入系统、智能化楼宇管理系统和
停车系统等等。

汉峪金谷规划有29万平方米的商业区，集主
力商家、主题餐饮、运动健康、文化休闲等为一
体。汉峪金谷基于提升项目乃至高新区的商务接
待标准，于2016年6月15日正式签约德国凯宾斯基
酒店，落位在339米超高层内，计划于2020年开
业。此外，金谷还引进了四星级的怡东酒店和酒
店式公寓，满足多层次商务接待需求。

汉峪金谷为优化服务软环境，与绿城集团
实现战略合作，由中国物业第一品牌——— 绿城
服务提供园区全方案物管服务；同时，为实现
高端“智慧园区”管理，汉峪金谷着手启动
“金谷通”APP，融合政府审批及政策查询、
中介服务咨询、投融资渠道资源、企业项目交
流等职能，打造为企业服务的多元化、智能
化、全方位的共享发展平台。

人才高地

依托政策聚拢人力资本

为支持汉峪金谷科技金融中心的发展，实
现以科技金融助经济转型发展，市委、市政府
和高新区管委会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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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5150’引
才倍增计划实施细则”“济南高新区促投资稳
增长20条政策措施”“济南高新区聚人才稳增
长20条政策措施”等政策相继出台实施。

产业扶持政策涵盖金融产业、总部经济、智
能制造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融资租赁业、电子
商务产业等多方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政策引导
体系；针对高端人才，建立实施引才激励制度，
鼓励企业“筑巢引才”，实施专业园区人才定制
服务，加大创新人才扶持力度，搭建高层次创新
平台，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引才创新体系。

随着汉峪金谷的建成运营，必将显现出强
大的城市经济吸附能力，成为一座国际化、现
代化、人文化、生态化，能实现城市繁荣、拉
动区域发展、充满活力的科技金融新城。

汉峪金谷，立足于城市面貌建设的高科技产
业金融中心，将齐鲁精神与黄河文明融入城市景
观，用钢筋水泥建筑夯实一部源远流长的金融史
册，勾勒下一个百年地标，城市人文高度。

为何大企业总部偏爱汉峪金谷？
“全生命周期资本服务模式”成为“吸金石”

济南汉峪金谷效果图 为汉峪金谷配套建设的峪悦里商业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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