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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田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聊城市发布“双招双引”激

励政策，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支持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记者了解到，该政策执行期为从今
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底，时效为3年。

对新引进的符合山东省十强产业和聊城市
九大产业集群的省域外项目奖励，投资规模1
亿元以上且外来投资占比50％（境外投资项目
外来投资占比10％）及以上的，自正常经营之
日起产生的市县新增财力的100％连续3年全部
奖励给企业，第4年、第5年市县新增财力的
50％奖励给企业。

对新引进的符合山东省十强产业和聊城市
九大产业集群的市外省内项目进行奖励，投资
规模1亿元人民币以上且外来投资占比50％及
以上的，自正常经营之日起产生的市县新增财
力的50％连续5年全部奖励给企业。

对新引进的符合山东省十强产业和聊城市

九大产业集群且投资规模50亿元人民币以上、
外来投资占比50％（境外投资项目外来投资占
比10％）及以上的项目，市政府另行奖励，奖
励金额实行“一事一议”。

对新引进的市域外投资规模3000万元以上
且外来投资占比50％及以上的现代农业项目，
自正常经营之日起项目流转土地租金的50％连
续3年奖励给企业。

对新引进的连续经营一年以上、注册资本
1亿元以上（外币按同期汇率折算），营业
（销售）收入10亿元及以上，在全市年度缴纳
税额2500万元及以上（年度缴纳税额不包括关
税、船舶吨税以及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的总部经济企业，自正常经营之日起产生的市
县新增财力的80％连续3年奖励给企业，第4
年、第5年市县新增财力的50％奖励给企业。

对新引进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
业投资规模1亿元及以上的项目，投资规模50

亿元及以上的十强产业项目、九大产业集群项
目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部机构项
目，对企业投产运营后连续聘用2年以上的高
级管理人员，从聘用起计算，个人经济贡献对
市县新增财力的100％连续3年全部奖励给企
业；高级管理人员股权退出产生的市县新增财
力的50％奖励企业。奖励资金主要用于高端人
才引进和奖励。

对新引进的省域外投资项目第一引荐人，
按照项目外来投资者实际投入总额给予奖励。
其中，投资3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现代农
业项目和外资项目，按照实际投入的0 . 5‰进
行奖励，最高不超过5万元；投资1亿元及以
上、10亿元以下的项目，按照实际投入的0 . 5‰
进行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投资10亿元及
以上、30亿元以下的项目，按照实际投入的0 . 5
‰进行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投资30亿元
及以上、50亿元以下的项目，按照实际投入的

0 . 6‰进行奖励，最高不超过300万元；投资50
亿元及以上的项目，实行“一事一议”，奖励
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对新引进市外省内投资项目的第一引荐
人，按照省域外项目奖励标准乘以系数0 . 5给
予奖励。

对总部经济项目的引荐人奖励，按项目第
一个运营年度产生的市县新增财力的5％给予
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按照“谁受益，谁奖励”的原则，企业奖
励资金由项目所属县（市、区）政府或市属开
发区管委兑现企业，市级负担部分通过财政体
制结算解决。对引进投资规模大、建设时间长
的项目第一引荐人奖励，可根据投资进度分若
干节点分期奖励。

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市级其他扶
持政策规定的，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
持。

聊城市发布“双招双引”激励政策———

连续3年新增财力全部奖励企业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6月 1 0日，聊城市召开县

（市、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座谈会。记者从会上
获悉，4月下旬以来，县（市、区）主要负责人
外出招商38次，拜访企业、机构102家；5月份全
市对接项目179个，占1-5月份总数的84%。

聊城市委书记孙爱军在会上表示，要坚持以
上率下，县（市、区）委书记在“双招双引”工
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县（市、区）委
书记必须拿出抓经济工作80%的精力来抓“双招
双引”，同时要倾注智慧和感情，用心研究，提
前做足做深准备工作，做到重大活动亲自参加、
重要客商亲自接洽、重大项目亲自推动、重点问
题亲自解决。要把正在对接的204个项目盯紧盯
死，全力促进，只要有1%的可能，就要付出
100%的努力，促进在谈项目快签约、签约项目快
落地、落地项目快开工。

精准抓好“双招双引”，不搞“大呼隆”等
形式主义的东西。抓好委托招商，委托国内知名
商会协会开展招商，知名商会协会熟悉企业情
况，与商会协会合作能够大大提升招商效率。要
抓好专业招商，根据产业链按图索骥，准确了解
客商投资意向、投资实力、项目发展前景，有的
放矢地进行招商。

加大招才引智力度，省对市招才引智考核主
要有高层次人才和人才平台建设两项指标。各县
（市、区）、各有关部门要狠抓平台引才，对申
报国家、省人才平台项目的要大力支持，狠抓项
目储备，既要抓好今年项目申报，也要筛选储备
一批优质备选单位和人选，对照申报标准查缺补
漏、不断提升。要狠抓产业聚才，深入了解九大
产业发展需求和企业需求，给予扶持政策，积极
帮助企业引进人才，也鼓励企业自主引才。多与
先进地区、高层次科研院所建立联系，采取柔性
引才、中介引才、异地孵化等模式，提高引才的
实效。

“双招双引”

不能搞“大呼隆”

□记者 高田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6月 1 0日，在聊城市各县

（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聊城市委书
记孙爱军表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要统筹布
局，一体推进。

乡村振兴要抓紧启动示范片区建设。据介
绍，目前，聊城市筛选了28个乡镇的262个村
庄，计划打造成27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其中有
19个片区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具备启动条件。孙
爱军要求，要抓紧组织实施，尽快开展工作。其
他8个片区，要抓住当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
的机会，进行适当调整。示范片区建设要用好土
地增减挂钩政策 ,收益用于社区建设、产业提
升、片区打造。

在脱贫攻坚中，孙爱军要求，保持清醒认
识，决不能掉以轻心，甚至有撤摊子、甩包袱、
歇歇脚的思想。当前，“两不愁”虽然基本解决
了，但是“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要认
真落实“四不摘”要求，下足“绣花”功夫，做
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住房安全方面，要抓
紧排查遗漏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对瞒报、遮掩
等情况，严肃问责。

据了解，聊城市将追加1000万元危房补助资
金，与前期补助资金合计为2000万元，为每户D
级危房贫困户补助1万元，做到有一户、报一
户、改一户，以此把所有的存量贫困户危房问题
彻底解决。

聊城危房改造资金

追加1000万元
D级危房贫困户补助1万元

□ 本报记者 高田

6月4日，在2019山东聊城（北京）“双招
双引”重点项目推进恳谈会上，聊城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连臣与北京京奥港集
团董事长王子华签订了古漯河乡村振兴片区项
目合同。这次恳谈会共洽谈推进项目15个，计
划投资总额500多亿元。恳谈会现场签约6个合
同项目、2个协议项目，签约额205 . 9亿元，成
果丰硕。

聊城市委书记孙爱军带领各县（市、区）
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此次恳谈会。
其间，孙爱军带队考察了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
限公司、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会见了拟投资
建设汽车综合试验场、大运河假日世界、世界水
城小镇和田园水乡、运河城区段旅游轨道交通
等项目的企业家，并就项目建设进行了深入洽
谈推进。有关县（市、区）、市直部门和有关

企业也提前洽谈对接，确定了一批合作项目。
在恳谈会现场，计划投资100亿元的古漯

河乡村振兴片区项目落户聊城高新区，该项目
主要对高新区韩集乡及周边区域进行整体提
升，建设内容为古漯河生态旅游度假区、田园
综合体、现代农业产业园、生态宜居农村新型
社区等。

聊城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连臣还与北京启
迪万博幸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向明签订了
高新区清华启迪孵化器项目，计划投资20亿
元，主要建设生物医药科技企业孵化中心、研
发中心、中试车间、生产车间等。

聊城开发区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黄广鹏与
山东昊宇冶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立群签订
了先进高温金属结构材料精深加工及精密配件
项目合同，该项目计划投资3 . 5亿元，建设年
产100万片航空涡轮叶片、15万只人工关节精密
件的现代化生产基地。

聊城市明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于
瑞祥与申康医院管理集团总经理杨霞签订了北
京中鸿智造医疗健康研发中心项目。据了解，
该项目位于聊城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主要建
设内容为医疗健康研发中心，引进参股15家医
疗及相关企业、研发机构等，将在项目建设期
内逐步引入落户到聊城国际医疗健康研发中
心。其中包括深圳桑谷医疗科技公司、大族三
维医疗科技公司、韩国ATGEN医疗公司中国
分公司等企业项目，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微型
无创手术机器人系统等院校合作项目，长江学
者孙立宁等医疗设备专家工作站。

5月30日，聊城市“双招双引”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市委组织部与市商务和投资促进
局联合下发了《2019年度聊城市高质量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考核实施方案（试行）》，确定考核对
象为11个县（市、区）的党（工）委书记、县
（市、区）长（管委会主任），考核总分200

分，其中招商引资120分，招才引智80分，考核成
绩直接计入2019年度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
考核结果，按照考核结果得分排名，确定“一等”

“二等”“三等”“四等”，对前三等的县（市、
区）按照正向激励办法进行奖励。对考核排名
前两位的县（市、区）党（工）委书记、县
（市、区）长（管委会主任）给予表扬，对考
核排名后 3位且没有完成任务的县市区党
（工）委书记、县（市、区）长（管委会主
任），由市领导同志进行约谈。市委书记孙爱
军多次在会议上强调招商引资奖励考核力度要
加大，奖要奖得眼红心热，罚要罚得心惊肉跳。

孙爱军在恳谈会现场表示，聊城正处于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关键时
期。聊城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为广大
投资者提供全方位、便利化、人性化的服务，
真正让聊城成为一方投资宝地、生活佳地、创
业福地。

聊城市加大招商引资奖励考核力度

聊城（北京）“双招双引”恳谈会成果丰硕

□ 本报记者 李梦 孙亚飞

6月11日，记者从“江北水城 双招双
引”大会筹备组获悉，从5月13日启动会议筹
备到目前，报名参加的企业已达1100多家，既
有制造业强企，也有零售大鳄，还有创投风投

领域的风云人物。大会组委会介绍，受会场规
模所限，此次大会计划邀请300多位客商，目
前，大会组委会已启动筛选程序。组委会负责
人表示，聊城将拿出最大的诚意、最贴心的服
务，以“店小二”的姿态服务客商，满足他们
参加“江北水城双招双引”大会的愿望。

聊城大学发挥人才集聚优势，通过校友渠
道邀请30余名成功人士参会，其中有知名高校
的教授，有从聊城大学走出去的企业家。他们
带着成功，带着希望，带着对聊城发展的真知
灼见而来，为聊城的发展助力加油。

参会者可以通过大会组委会电话（0635—
8260235）报名，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聊城
快讯”报名。北京启迪控股集团通过聊城在北

京的客商联络报名参会，又通过电话确认报名
事宜，让组委会感受到浓浓的诚意。据了解，
启迪控股集团有意在聊城投资孵化器项目，助
力科创型中小微企业快速成长。此次报名参会
的客商中，还有来自北京的中科创享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他们先后创立了中科创新园，脉点
科技、中科产业园等科技服务平台，在国内率
先提出了科技成果转化4 . 0理论，建立了科技
成果转化的O2O服务体系。

据了解，山东罗克佳华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已经在东昌府区落地，东昌府区以政府购买服
务形式，搭建起了集“智慧环保”“智慧城
管”“智慧住建”等板块的智能执法平台，山
东罗克佳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玮也在这次

“双招双引”大会的参会之列。
来自省内的拟参会企业包括创泽智能机器

人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科技项目孵化，在高新技术企业孵化、投融
资、企业管理、市场运营等方面拥有较丰富的经
验。

长三角和成渝地区的客商与聊城素有往
来，也是下一步聊城走出去招商引资引智的重
点区域。上海创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明材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睿信自动化有限公
司等企业有意向参加此次“双招双引”大会。

面对踊跃参与报名的客商，大会会务组迅
速启动筛选程序，展开信息核实与参会人员接
洽对接，安排服务事项，为大会做好周密服务。

1100余家企业报名参加

“双招双引”大会客商筛选程序启动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近日，记者从聊城市农业农村

局获悉，在聊城市解放思想大讨论中，有关“推
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培植壮大龙头企业”“大
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方面的意见建议较为
集中。针对这些意见建议，聊城市农业农村局迅
速研究、制订措施、明确责任、强化落实，以工
作提升推动乡村振兴，努力在全省争创一流。

据悉，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加快建设精品粮
油、绿色蔬菜、生态林果、健康畜禽、特色水产
五大现代高效农业产业集群，同时开展农业“新
六产”示范县、示范主体创建，重点抓好30个农
业“新六产”示范项目。围绕优势种养产业，聊
城强化加工专用型农产品标准化原料基地建设，
新发展一批净菜、精菜加工企业，大力发展中央
厨房型企业，引导企业向精深加工、加工副产物
综合利用方向发展。

为打造县域特色现代高效农业产业集群，聊
城市农业农村局支持各县（市、区）发展特色产
业。其中，东昌府区发展都市农业、休闲观光农
业；临清发展中华鳖等特色产业；莘县做大做强
“中国蔬菜第一县”品牌；东阿加快黑毛驴全产
业链融合发展；茌平发展圆铃大枣产业，推广
“耿店模式”；冠县围绕鸭梨、苹果、大樱桃等
建设特色经济林果产业区、大棚设施栽培产业
区；阳谷以凤祥集团为龙头发展肉鸡产业；高唐
壮大锦鲤产业，规划发展“一带、一园、一
心”。

加快建设现代高效

农业产业集群

□孙亚飞 杜银时 报道
时风集团致力于服务新农村建设，在同行业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制造优势、研发优势、市场优势、管理优势和品牌牌优势，做到

“用工艺装备保证产品质量，用工艺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图为时风大型收割机奔驰在聊城麦田，为农户抢收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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