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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些记忆不会被尘封，尤其是闪
光亮点，让人难忘的同时也记住了这些
不寻常的故事。

镜头一：2017年世界永嘉人大会
2月 5日下午，2017年世界永嘉人

大会在桥头维多利开元酒店隆重召开，
姜景峰寄语海内外永嘉人：内外联动同
舟共济，开创永嘉美好未来。

作为大会“重头戏”，总投资达
185.39亿元的8个招商选资项目举行了
签约仪式，实现了招商选资“开门红”。
大会还颁发了9个年度优秀会长奖、10个
年度优秀秘书长奖、9个先进商会奖、14
个新锐永商奖、6个情系家园奖、15个荣
耀永商奖、1个特别贡献奖。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林建波在会上还向与会嘉宾
详细推介了十几个2017年全县招商选资
重点项目，诚邀广大永嘉人品尝这一道
道美味“家乡菜”。

镜头二：举行“月满溪楼”永嘉百名
会长中秋行活动

9月30日下午，2017年“月满溪楼”
永嘉百名会长中秋圆月行在楠溪江畔
耕读小院举行，从五湖四海而来的近
200 名永嘉籍骄子相聚故乡，共叙乡
情、共谋发展。姜景峰、林万乐、谢崇
福、陈建良、何莉平、林建波等县四套班
子领导出席活动。

作为活动的“重头戏”，6个招商引
资项目在会上签约，总投资达 62.5亿
元，涉及高档住宅、农业休闲、文化创
意、民办教育等领域。同时永嘉县人民
政府与杭州西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
订楠溪江文化旅游开发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共同在合作范围内的楠溪江景
区酒店、休闲营地、文化演出、综合旅游
业目的地、景区开发、商业等项目进行
规划设计、投资参股、建设管理、市场推
广等全面合作，投资规模约为 30 亿
元。会上还举行了永嘉商会党工委成
立授牌仪式，永嘉籍外出流动党员从此
有了党建“娘家”。姜景峰向与会嘉宾
介绍了永嘉近年来发展情况，阐明了永
嘉今后发展思路，永嘉面临着历史上最
好的发展机遇，县委基于永嘉坚实的产
业基础、优越的区位条件、独特的生态
资源，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提出了“一带两城五组团”发展布局，并
谋划了今后五年近 250个总投资 4300
亿元的重点实施项目，全力推进跨江融
合发展、产城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

镜头三：上海永嘉人医疗基金会
（筹）举行成立仪式

1月 8日晚上，上海永嘉人医疗慈
善基金会（筹）成立启动仪式在上海永
嘉商会召开的年会中举行，企业家们奉
献爱心、慷慨解囊，现场筹集善款
601.9999万元。林万乐出席启动仪式。

现场企业家们捐款氛围非常感人，
短短几分钟就慈善募捐 601.9999 万
元。其中上海永嘉商会会长、飞科集团
董事长李丐腾向上海永嘉人医疗基金
会捐款200万元，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
金波捐款100万元，凯泉集团董事长林
凯文捐款 99.9999万元，把捐款氛围推
向高潮，很好地传递了永商正能量，续
写了永商慈善事业发展史的重彩一笔。

记者 汤海鹏 通讯员 赵训

2017永嘉招商关键词三部曲（下）

“招商业绩”：用堆满荣誉的数据去践行梦想
全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73.1亿元，完成市定任务（57亿

元）的128.24%，完成量和完成率在全市名列前茅。新引进
并开工的项目有81个，其中投资亿元以上的项目23个，投资
3到5亿元的项目3个，投资10亿元以上的项目3个（分别是
总投资15.24亿元的桥头商贸中心、总投资12.18亿元的中国
教玩具之都商贸城、总投资20.27亿元的楠溪源头田园综合
体），3亿元以上500强项目1个（即总投资3.49亿元的华润
燃气小区及工商业燃气工程项目）。“温商领头雁”重大项目回
归、重大（产业）项目盯引落地、省市级正式签约6个月以上的
招商项目落地等年度任务均已完成。

2017年是一如既往一路高歌，虽然市里关于“招商业绩”
评优评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我们回看2017年的成绩单，
依然信心满满。

“月满溪楼”百名会长中秋行

2017年世界永嘉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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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情都希望有个承上启下，
2017年的丰收离不开往年的沉淀和努
力，我们永嘉的招商工作一直走在全市
的前头。

镜头一：温商回归考核一等奖
2016年，我县温商回归招商引资

累计到位资金147.56亿元，考核得分位
列B组5县第一，荣获2016年度支持温
商创业创新促进温州发展先进集体一
等奖。

依据《浙江省支持浙商创业创新
促进浙江发展目标责任制考核实施办
法》相关要求，市国土资源局对 2016
年度支持温商创业创新促进温州发展
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靠前的瑞安市、

乐清市、瓯海区、永嘉县奖励下达新
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125亩，其中：
瑞安市、乐清市各 37亩（农用地 34
亩，其中耕地 26亩）；瓯海区、永嘉
县各 25.5亩（农用地 22.5亩，其中耕
地18亩）。

镜头二：永嘉捧回三个先进
在 2017年 3月 10日召开的温州市

全力推进企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大会
上，我县荣获“2016年度支持温商创业
创新促进温州发展先进集体”、“2016
年度温州市扩大有效投资工作先进单
位”、“2016年度市重点建设工作树标
杆、促发展立功竞赛先进集体”等三个
先进集体荣誉。

表彰先进当仁不让

在招商局领导班子的精心筹划
下，派出得力干将帮助商会筹备，时
间往往不少于十天半月，2017年两个
外地永嘉商会的成立也是招商业绩的
载体，因为有了组织就有了更多永商
回归的可能。

镜头一：青海永嘉商会成立
2017年 7月 11日，青海永嘉商会

成立庆典大会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永
嘉籍企业家、青海正悦商源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夏克当选为首届会长。
县委书记姜景峰出席会议并寄语商会：
主动作为、强化服务，当好桥梁纽带，凝
聚各方合力，助推家乡发展。

会议还举行了招商回归创业项目
签约仪式，“茗岙田园综合体”项目由青
海带路商贸有限公司和茗岙乡政府达
成投资意向协议，项目规划占地面积约
2000亩，总投资 3亿元，功能定位为农
业观光、休闲养生、生态旅游、摄影写
真、斗牛竞技、整村民宿、四星级酒店、
停机坪等综合农业于一体的农业休闲
观光旅游区。“梦想小镇”项目由青海天
桥实业集团和金溪镇政府达成投资意
向协议，项目占地 800亩，预计投资总

额 20亿元，拟打造融“秀丽山水、人文
景观、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康体养生、
小微创业”于一体的梦想小镇。

镜头二：广东永嘉商会成立
2017年 10月 9日下午，广东省浙

江永嘉商会宣布成立，县委副书记、县
长林万乐到会祝贺。卡丹路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孙小飞为会长，邦一集团叶黎
明为党支部书记兼执行会长。

会上，永嘉县贸易回归领导小组办
公室、永嘉县桥头镇人民政府与广东省
浙江永嘉商会签订贸易回归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粤港澳合作促进会文化娱乐
委员会与广东省浙江永嘉商会签订合
作协议。

2017年永嘉县招商工作总体呈现
稳中向好的态势，成功签约的 19个招
商项目，总投资额达 322.39亿元，投资
总额、平均体量分别是2016年的2.8倍
和2.9倍。全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73.1
亿元，完成市定任务（57 亿元）的
128.24%，完成量和完成率在全市名列
前茅；带动完成民间投资 240亿元，占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 68%，高出全市 6
个百分点。

服务商会促进回归

强化运作，提供优质服务

一是强职能，建立在外永商党支
部。为规范招商机构设置、强化招商
工作职能、理顺在外商会党建工作，县
招商局增设商会党建科，全面负责异
地商会及党建活动。深入商会调研党
建工作，建立在外永商党支部及入党
积极分子信息库，壮大商会党组织和
后备力量。 二是创新推出了“互联
网+督办”制度。利用全市首个电子
政务督办系统，将招商选资工作列入
专题督办内容，实行“一周一推进、一
月一通报、一月一排名”，创新运用了
五个短信提醒、五种颜色预警的管理
机制，真正让快节奏、讲落实成为各
地、各部门开展招商工作的常态。三
是实施部门挂钩招商项目。研究制定

《2017年永嘉县重点部门挂钩帮扶招
商项目工作方案》（永委办传〔2017〕18
号），将 16 个重点部门挂钩帮扶招商
项目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实行“一
个项目、一套人马、一抓到底”的帮扶
机制，确定专人负责，研究制定具体工
作方案和推进措施。

谋篇布局，夯实招商基础

一是抓重点招商项目库建设。
2017年推出36个重点招商项目,建立
完善项目筛选评估机制，重点推进招

商洽谈项目和签约项目前期工作，做
好已包装项目的审核优化，按照展望
型、成熟型等分类建档。二是永商信
息库的建设。重点抓住了在外永商目
标群体，排查在外永商实力和回归意
愿，通过搭建永商信息服务平台，采取
小分队点对点的招商、以商引商、领导
结对招商、联络处驻点招商等方式获
取在外永商信息。针对招商选资目标
群体量身定做推介项目和推介方式，
县领导主动探访外地永嘉商会，利用
商会成立大会、换届、年会等契机，进
一步收集在外永商信息，全面引导永
商回归永嘉的发展。三是抓准重点项
目的签约。针对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
的短板，重点盯引一批带动能力强、辐
射作用大的招商项目，加快推动城市
品质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2017年，
我们签约了19个招商项目，总投资额
达322.39亿元，是去年的2.8倍，平均
单个投资额是去年的2.9倍。

优质服务，吸引内外永商

一是开展走访慰问永商活动。利
用春节、重阳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县四
套班子领导走访慰问异地商会会长、
永嘉籍知名人士家属190余名。二是

积极开展招商考察。县领导亲自赴北
京、上海、广东、青海、湖北、广西等地
考察招商，接待客商85批次880多人，
陪同客商实地考察78次，召开招商项
目对接或洽谈会议 96 次。三是召开
世界永嘉人大会。2017 年年初邀请
国内外近 400 名知名永商、知名人士
参加世界永嘉人大会，现场签约 8 个
重点项目，总投资达185.39亿元。四
是开展世界永嘉人联谊总会新生代联
合会。2017 年该局又创新开展新生
代联谊活动，在全市最先成立新生代
联合会，近 80 名永嘉新生代参会，增
进了友谊，共聚了青春，共同打造充满
真情、友情、乡情的永嘉新生代之家。
五是召开“月满溪楼”——百名会长中
秋座谈会。近200名永嘉籍骄子相聚
故乡，共叙乡情、共谋发展，现场签订
了 6 个项目，涉及高档住宅、农业休
闲、文化创意、民办教育等领域，总投
资达62.5亿元。

因地制宜，创发展新优势

要依托永嘉自身条件的基础，借
助区域比较优势，做好融合发展的文
章。一是与旅游相结合。我县重视旅
游的发展，力求形成全域景观、全域旅

游的格局，全面地提升楠溪江旅游的
整体档次和水平。招商工作借着这股
东风，加大旅游项目的对接招引，签约
楠溪江山地景区、茗岙田园综合体、楠
溪江云崖溪谷、楠溪江景区枫孤溪区
块等 9 个涉旅招商选资项目，达成总
计 173.6 亿元的合作意向，尤其是 10
月份与浙旅集团签订了总投资 60 亿
元的投资框架协议，注册资本 1 亿元
的合资公司正在抓紧设立，加快使投
资商的“意向”变为了“事实”。二是与
森林休闲养生相结合。借助全省首个

“中国长寿之乡”的品牌效应，抓住全
市唯一省级森林休闲养生试点县的先
发优势，创新开展国有森林公园PPP
模式改革，让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森
林资源保护开发，实现森林、养生、旅
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努力打响永
嘉的休闲养生品牌。三是与“零土地”
招商结合。2017 年，把贸易回归、总
部回归、基金回归作为重点，出台实施
具体的招引政策。10月底，我县成立
了贸易、基金企业、建筑业、总部经济
回归项目服务小组，由县领导亲自挂
帅，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共同
推进项目的服务建设。11月，我县签
约了温州园正投资、温州嘉银投资、温
州瑞崟投资、伯利恒基金、温州浙南石
油化工（总部园）等5个“零土地”投资
基金项目。

2017年永嘉新引进并开工的项目
有 81个，其中投资亿元以上的项目 23
个，投资3到5亿元的项目3个，投资10
亿元以上的项目3个（分别是桥头商贸
中心、中国教玩具之都商贸城、楠溪源
头田园综合体），3亿元以上500强项目
1个（即华润燃气小区及工商业燃气工
程项目）。“温商领头雁”重大项目回归、
重大（产业）项目盯引落地、省市级正式
签约 6个月以上的招商项目落地等年
度任务均已完成。

2017年永嘉落实省"5213"行动计
划，完成省级盯引促签约项目 5个（分
别是温乡城一期项目、楠溪都府度假酒
店项目、宾利游乐设施生产基地项目、
中资长源运动农业风情小镇项目、“雁
楠•逸园”项目），完成省级签约促开工
项目 2个。该县“温商领头雁”重大回
归项目成效显著，苏州海星海事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傅正浩投资的年产 60
万只舰船及海洋工程配套产品项目、在
外永商李加行投资的浙江佳行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
2个亿元以上“温商领头雁”重大回归
项目落地。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引进的年
产60万只舰船及海洋工程配套产品项
目主体工程开工建设。该项目被列入

“2017年度浙江海洋经济发展重大建
设项目实施计划”，位于乌牛街道岭下
工业园区，总投资5.2亿元，总用地面积
72亩，功能定位为高科技舰船及海洋
工程配套装备加工基地、研发中心大
楼、销售物流中心和检测中心为一体的
综合性产业园，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国
最大船舶照明灯具生产基地、我市规模
最大海事配套产品生产基地。

2017年以来，永嘉县领导带队赴
北京、上海、广东、青海、湖北、广西等温
商资源集中区域开展招引活动，实行

“一对一”精准盯引、有效对接，已促成
茗岙田园综合体、金溪梦想小镇和楠溪
江云崖溪谷等项目的成功签约，推动了
温州园正投资、温州嘉银投资、温州瑞
崟投资、伯利恒基金、温州浙南石油化
工（总部园）等基金企业、总部经济的回
归，并与中建六局、首旅集团等世界
500强企业、大型国有企业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与广东省浙江永嘉商会签订
了贸易回归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任务完成只有更好

闪光亮点层出不穷

新闻链接>>>

永嘉招商赢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