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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山西试行企业投资
项目承诺制，我们的新项目从
引进到投产仅用了 42 天。”山
西立讯精密公司负责人涂正德
说。项目快速落地，是山西营
商环境优化的缩影。

山西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
诺制改革试点，在备案类企业
投资项目报建阶段的 28 项审
批事项中，有 7 项政府承诺供
地前服务；3项由政府、企业双
向承诺，政府承诺在供地前完
成相关服务，企业根据相关标
准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承
诺；3 项开工前由企业作出信
用承诺即可；3 项转为政府内
部审批流转；12项要求企业开
工前完成。目前，山西企业投
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缩减约
60%，全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
制改革试点市级层面基本落
地，全省试点项目278个，项目
落地周期缩短三分之一以上。

2017年，山西企业投资项
目承诺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
先后在 10 个开发区和晋中市
全域落地，以企业投资项目28
项报建审批事项为突破口，以
供地、开工、竣工投产为节点，
按照政府统一服务、企业承诺
的方式对报建审批事项实行流
程再造。

此前，山西省在转型项目
建设年暨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
改革试点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
议上，提出了“服务要优化、效能要提升、监管要加强、履
约要严格”四项要求。

山西省发改委主任姜四清介绍说，山西是全国第一
个在全省域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的省份，
这项改革涉及范围广、改革力度深、社会影响大，对优化
全省营商环境、为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探索经验都将
具有重要意义。

2018 年，山西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更上一层
楼。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将进一步简化审批、优化流程，
推行统一清单告知、统一平台办理、统一流程再造、统一
多图联审、统一收费管理“五统一”办理模式。同时，在山
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等5个国家级开发区，率先开展“证照
分离”改革试点，并将于下半年适时在全省推开，用营业
执照一把钥匙，打开“准入”“准营”两扇大门。在此基础
上，山西今年还以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和高平市为试点，
开展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探索用“一颗印章”
管好审批。此外，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让数据

“多跑路”，让群众和企业少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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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气候宜人。前来河北省廊
坊市远村现代农业园区观光休闲的游客
日渐增多。“我们刚刚采摘了瓜果蔬菜，现
在要去温泉水上乐园戏水，然后还要去马
场学骑马……”来自天津的游客王春林对
记者说。现代农业园区的田园风光、休闲
项目和淳朴的民风，吸引了众多京津
游客。

远村现代农业园区仅仅是廊坊市现
代农业与都市旅游有机结合的一个缩
影。经过多年培育，廊坊市以满足京津市
场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积极推进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融
合发展，走出了一条“以农促旅、以旅兴
农”的乡村振兴、绿色发展之路。统计数
据显示，2017 年该市现代农业休闲园区
实现总产值 233.34 亿元，吸引京津等地
游客近千万人次，带动农民 13.25 万人
增收，园区农民年人均收入高于当地平均
水平50%。

廊坊地处京津冀协同中心区，发展都
市农业和乡村旅游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过去，该市主要瞄准京津菜篮子市
场需求抓保障服务，形成了1小时速生蔬
菜供应圈、2 小时鲜活农产品保障圈，每
年有500多万吨瓜菜供应到京津两地市

场，约占全市蔬菜总产量的70%。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环境下，廊坊

市积极实施农业结构调整，推进城乡协调
发展，不局限于一把钥匙只开一把锁的单
一效果，运用系统思维、综合施策、统筹发
展思路，让一把钥匙打开多把锁。比如，
廊坊瞄准京津菜篮子供应展开服务，虽然
取得了很好效益，但发展方式比较单一，
缺乏联动效应。若将农业生产与观光旅
游、休闲度假、田园风光、民俗文化传承等
相结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产销
游一体，就能实现综合效益。

出于这样的认识，廊坊开始调整产
业发展思路，规划农旅融合发展路径。
按照“三河一带一纵深”，即潮白河运
河、永定河、大清河三大河系流经区，

环首都绿色休闲农业带和南部纵深拓展
区的总体布局，廊坊立足本地特色做好
全域规划，引导休闲农业健康发展。截
至目前，全市共投入200多亿元，建起
国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园区 14
个，河北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园
区28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点1个，河北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点7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1个，中国最
美休闲农庄1个，河北省最美休闲乡村5
个，河北省美丽田园3个，河北省十佳现
代休闲农业园区1个，省、市级现代农业
园区37个。休闲农业发展投入和产出效
果连续3年居全省首位。

除了建设好休闲农业综合体外，廊
坊市注重开展各种现代休闲农业宣传和

推介活动，与京津两地联手打造了多条
精品农业休闲观光线路，同时积极举办
各种展会展示廊坊休闲农业精品。仅
2017年，廊坊就先后举办了第四届第什
里风筝节、固安县第三届梨花文化节、
第四届永清桃花节、第六届三河健康休
闲旅游文化节等活动，市民们踏青赏
花，品尝地方小吃，让农业综合体与节
庆、会展等活动有机结合，提升了休闲
农业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固安顺斋现代农业园区负责人张顺
斋告诉记者：“顺斋现代农业园区原来是
一家专供北京菜品的产业园区，在园区采
摘的蔬菜瓜果能够在几小时内出现在超市
的货架上。通过转变观念，近年致力于多
业态发展，在园区精心建造了智能观光温
室、生态长廊、亲水景观、私家农场等休闲
娱乐项目，以及农科高新技术展馆、技术研
发中心等科技项目。去年以来，以蔬菜产
销为基础，新开发了观光采摘、休闲娱乐、
农耕体验等，与传统模式融合发展，效果
很好，节假日期间，日均接待游客1500
余人次，年增收20%以上。”

通过农旅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廊坊
市共接待游客1743.97万人次，旅游收入
193.06亿元，旅游业增长幅度再创新高。

河北廊坊利用地处京津冀中心区地理优势，推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农旅融合”走出转型新路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张 迪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青岛崂山日
前在山东省率先出台了直接股权投资资
金管理办法，确定将对崂山区“6+1”战略
性新兴产业实行直接股权投资，培育壮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6+1”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智能制
造、智慧产业、虚拟现实、生物医药、新能
源新材料和微电子以及高端生产性服务
业。崂山区计划到 2022 年，打造完成 6
条百亿元产业链和 1 个高端生产性服务
业产业集群。

“采取直接股权投资扶持新兴产业，
是我们在实践中探索的新办法。”崂山区

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青岛市
计划设立3000亿元新旧动能转换基金，
崂山区政府也相应设立了区级新旧动能
转换引导基金，本意是用财政资金撬动社
会资本，对新兴产业加以扶持。但在实际
操作中，市场化的投资基金更多是以追求
利润为目的，偏重于投资成熟期项目，崂
山区近年来引进的新兴产业项目许多都
是初创阶段，投资风险较大，社会资本投
入较少。因此，政府引导基金在支持初创
期和早期项目方面存在缺位。

面对这个现实，崂山区出台了直接股
权投资资金管理办法。“我们先后调研了

北京、广州等地直投资金操作模式，结合
崂山实际，进一步优化了操作流程。”崂山
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说，该办法共22条，从
2018年8月份起实施，有效期2年，直接股
权投资资金由区财政部门负责预算安排、
资金拨付及风险防控等事宜。区招商引资
和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对业态发展和产业前
景判断把控，在直接股权投资全过程发挥
核心牵头作用。区属重点国有企业代表政
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利用专业优势开展风
险评估、估值、入股谈判、投后管理等工
作。投资方案经区相关会议研究通过后各
部门各司其职，高效组织实施。

崂山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原则上直接股权投资资金对单个项目累
计投资金额不超过1亿元，重大项目投资
金额最高可上浮 30%，投资比例不超过
被投资企业估值的 40%，且不作为企业
实际控制人，投资年限不超过10年。

据悉，目前崂山区已初步确定了4个
投资项目，计划投资金额约2亿元，项目
主要集中在微电子、文化等领域。“直接股
权投资相比政府无偿资助和引导基金支
持企业的方式，更有利于精准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崂山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政府无偿拨款补助扶持产业和企业的方
式，一般都要设定相应条件，比如产值、固
定资产投资额等。但是，一些成长周期较
长、未来前景较好的初创类企业，很难符
合条件。“现在改为股权直接投资，有利于
初创期新兴产业做强做大，并且作为股东
直接参加企业决策机构，也有利于随时掌
握企业运营情况，降低投资风险。”

青岛崂山以直接股权投资方式扶持新兴产业
形成6条百亿元产业链和1个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环境下，河北廊坊

市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和乡村旅游。按照“三河一带一纵

深”的总体布局，引导休闲农业健康发展，廊坊实现了

一把钥匙打开多把锁的综合效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74号） 有关要求，根据《关于2017—2018年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和能效领跑者遴选有关工作的通

知》（国管节能〔2017〕112号），经各地区、各部门初选推荐和国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复核验收，完成了2017—2018年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遴选工作。现将184家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名单公布。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北京市
北京市西城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南区办公楼）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人民政府

北京工业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市中关村医院

首都图书馆

天津市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天津市武清区地方税务局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市第十四中学

天津市海河医院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

河北省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北大学

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平泉市行政中心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山西省
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晋城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

祁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第三后勤服务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呼和浩特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内蒙古工业大学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省抚顺第一监狱

辽宁省锦州市康宁医院

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蒙古族高级中学城西分校

辽宁科技学院

吉林省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行政中心

吉林省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省延吉市延河小学校

吉林省白山市妇幼保健院

吉林省梅河监狱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齐齐哈尔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东北农业大学

大庆市萨尔图区月亮湾小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嘉定区司法中心

上海市市级机关合署办公区（市政大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东方体育中心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江苏省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无锡市市民中心）

苏州市吴江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吴江区行政中
心）

南京鼓楼医院

江苏省南通中学

浙江省
浙江省行政中心

柯桥区人民政府（行政中心）

浙江大学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宁波国际航运服务中心

安徽省
安徽省政务大厦管理中心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县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省淮南市寿县第一中学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福建省
厦门市湖里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省肿瘤医院

福州市鼓楼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厦门大学

江西省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省肿瘤医院

吉安市行政中心

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

江西省体育局

赣州市章贡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山东省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德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德州市行政中心综合办
公区）

肥城市机关行政事务管理局（合署办公区）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山东省龙口第一中学

威海市立医院

临沂市科技馆

河南省
河南省省直机关综合办公楼（郑东新区合署办公
区）

河南省鹤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合署办公区）

郑州大学

河南省新乡市第一中学

河南艺术中心

湖北省
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宜昌市公安局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省崇阳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太和医院

武汉市江滩管理办公室

湖南省
湖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浏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湖南农业大学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

广东省
广东省揭阳监狱

东莞市行政办事中心

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2017—2018年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名单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政府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来宾高级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产医院

海南省
海南省公安厅

文昌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三亚市中医院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

重庆市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重庆市江北区行政服务中心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市开州中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青杠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综合办公区（合署办公区）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

四川省
成都市市级机关第一办公区

遂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省宜宾市第四中学校

四川省骨科医院

乐山市精神卫生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

贵州省
贵阳市云岩区机关后勤中心

贵州师范大学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
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中学

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云南省昆明市市级行政中心

红河学院

西藏自治区
西藏大学

陕西省
陕西省人民政府机关新城管理中心

西安市行政中心(政府办公区)

西安市鄠邑区机关大院

西安交通大学

安康市紫阳中学初中部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甘肃省
兰州理工大学

青海省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西宁市水井巷小学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机关后勤服
务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局

银川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一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

银川文化艺术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委区政府办公区

新疆大学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高级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党政服务中心

兵团第十一师第二中学

石河子大学

中央国家机关及下属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工程院

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哈密地区支行

北京交通大学

江南大学

四川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国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