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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双鸭山市 2020—2021 冬季招商引资

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双政发〔2020〕 8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直属单位：

《双鸭山市 2020—2021 冬季招商引资活动

工作方案》 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双鸭山市人民政府

2020年 12月 31日

双鸭山市 2020—2021
冬季招商引资活动工作方案

为全面落实省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推进

我市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加快经济转型

和产业升级、推动地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深

入推进综合服务和创新主体培育，全面加强创

新链、产业链、服务链“三链”对接，积极谋

划储备一批市场前景好、投资回报率高、辐射

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强弱项、补短

板、展优长，加快推动全市振兴发展步伐，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尧 时间安排

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开始，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结束。

二尧 组织机构

为确保项目高效对接、洽谈、落地，成立

外出招商领导小组，组长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

任，副组长由市政府各位分管领导担任，成员

由各县（区）、经开区管委会和市直相关部门组

成。同时，各县（区）、经开区管委会主要领导

牵头，组建 9 支招商小分队。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经合局，负责招商引资情

况的汇总、督办、协调和推进。

组 长：郑大光

副组长：魏丙新 冯海军 赵励军 孙 宇

成员单位：

（一）各县（区）。

1.集贤县招商分队。

牵头领导：郭 伟

组 员：李云龙 聂建辉

联络人：胡晓强

主要方向：北京、济南、上海、泉州、南

京、佛山、汕头

主要产业：生猪养殖及肉制品加工产业、

粮食深加工产业、轻质循环油产业、生态旅游

产业、清洁能源产业、风力发电产业、特色种

植产业

拟对接企业：碧桂园集团、山东国瑞能源

集团、中铁物资集团华东有限公司、上海九州

牧居集团、北京农实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雨润

集团

2.友谊县招商分队。

牵头领导：蔡纯意

组 员：王 琪 徐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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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人：段 超

主要方向：上海、佛山、重庆

主要产业：粮食和绿色食品深加工产业、

特色种植产业新能源产业

拟对接企业：上海东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佛山隐雪食品有限公司、重庆鑫源农机股

份有限公司、中林集团、华能集团

3.宝清县招商分队。

牵头领导：徐斌义

组 员：王 鹤 韩宏利 刘大海

联络人：周 志

主要方向：北京、临沂、新乡、“长三

角”、“珠三角”

主要产业：新能源及大健康产业、粮食和

绿色食品深加工产业、现代煤化工产业、绿色

食品产业

拟对接企业：福建中闵集团、广东营养协

会、五芳斋集团、中国水稻研究所、心连心集

团、国之信集团、金正大集团

4.饶河县招商分队。

牵头领导：付殿军

组 员：高胜军 张成亮 冯 健

联络人：韩基锋

主要方向：哈尔滨、上海、苏州

主要产业：秸秆利用产业、新兴农业产业、

生态旅游产业、新兴通信产业

拟对接企业：北京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华为大数据有限公司、苏州物权数字化经营总

部、上海孟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5.尖山区招商分队。

牵头领导：赵 彤

组 员：邹长存 邵长旺 齐剑萍 张国辉

联络人：潘 雪

主要方向：“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山东、安徽、江西

主要产业：机械加工制造产业、资源再生

循环产业、服装加工产业、绿色食品加工产业、

旅游产业

拟对接企业：中节能东方建材设备有限公

司、九州牧居管理机构、山东盛泰服装厂、佛

山冠牌管业有限公司、佛山市正通汽车销售公

司、凯盛光伏材料有限公司、龙翔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6.岭东区招商分队。

牵头领导：迟国君

组 员：王崇峰

联络人：李春鹏

主要方向：上海、山东、佛山、贵州

主要产业：温泉旅游产业、石墨及新材料

产业、现代农业、特色种养殖、医疗养老产业

拟对接企业：上海浅深投资有限公司、广东东

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山久长青智慧云

科技有限公司、湖北裕国菇业股份有限公司

7.四方台区招商分队。

牵头领导：邓小冬

组 员：李东潮 王绍岩

联络人：史凤先

主要方向：济南、滨州、威海、北京、深

圳、佛山、晋城

主要产业：新材料产业、粮食和绿色食品

深加工产业、现代煤化工

拟对接企业：山东凯润能源集团公司、深

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加工研究所、北京正大饲料有限公司、中共

山西天泽煤化工集团股份公司委员会

8.宝山区招商分队。

牵头领导：周传来

组 员：张 慧 李井江

联络人：李珊珊

主要方向：潍坊、常州、无锡

主要产业：新材料产业

拟对接企业：利尔德通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亿涵实业集团、无锡兴华机械有限公司

9.经开区管委会招商分队。

牵头领导：赵励军

组 员：刘建发 刘玉琢 于学斌

联络人：陈迎迎

主要方向：北京、青岛、无锡、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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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业：石墨及新材料产业、医药和汉

麻产业、粮食和绿色食品深加工产业、现代煤

化工产业、生物制药产业

拟对接企业：佛山冠牌不锈钢有限公司、

中健集团、深圳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国储能源有限公司、哈药总厂、青岛洛维集

团石墨新材料

（二）市直部门和单位（14家）。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市经合局、市林草局、市粮食局、

市经开区管委会、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市政

府驻哈尔滨办事处、市长三角合作服务中心、

市珠三角合作服务中心

（三）承担指导性任务和指标的部门、单位

（11家）。
市教育和体育局、市民政局、市自然资源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

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政府外事办、市金融

服务中心、市电商服务中心、市职教集团

三尧 目标任务

（一）市政府主要领导每月外出（或参与线

上）招商活动次数总和不少于 1次。

（二） 各县 （区） 政府主要领导每月外出

（或参与线上）招商不少于 1 次。

（三） 各县 （区） 每月外出 （或组织 10 人

以上线上） 招商次数不少于 4 次，新形成合作

线索不少于 2 条，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酌情邀请

客商实地考察调研。

（四）各县要在冬季招商工作中完成签约项

目 2 项（可组织网上签约）；各区和市经开区管

委会要完成签约项目 1 项（可组织网上签约）。

（五）各县（区）要进一步明确重点发展产

业，继续编制完善客商资源库、产业链库、谋

划项目库，根据“三库”深入谋划符合当地实

际、切实可行的建链、强链、补链项目，谋划

项目不少于 3个。

（六）承标市直单位冬季招商活动期间提供

有价值招商线索不少于 3 条。

（七）承担指导性任务和指标的部门、单位

冬季招商活动期间提供有价值招商线索不少于 2
条。

（八） 各县 （区）、各承标部门和单位要深

入研究“专班+园区”“目标+考核”典型经验，

创新招商引资机制，建立专业化、市场化招商

引资队伍，在确保完成 2020 年招商引资目标任

务的基础上积极谋划 2021 年招商引资工作。

（九） 新闻媒体要定期报道招商引资工作，

形成招商引资氛围，助力全市招商引资工作。

（十） 营商部门要根据招商引资项目台账，

抓好招商项目落地跟踪服务工作。

四尧 招商重点领域

各县（区）、各承标部门和单位要立足本地

区域条件和资源禀赋，结合发展实际，结合我

市“六大产业链条”，着重于煤制烯烃、煤制芳

烃、煤制乙二醇和煤制甲醇等重点现代煤化工

产业，打造黑龙江省东部煤化工基地核心区；

着重于以粮食作物、绿色蔬菜为原料的粮食和

绿色食品深加工产业，带动开放型农业发展，

推进现代农业一体化进程；着重于以石墨、玄

武岩资源为核心的新能源应用、锂电池、玄武

岩新材料等为重点的石墨以及新材料产业，推

动我市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着重于现代文

化旅游、生态旅游、红色旅游等生态旅游产业，

加快把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着

重于优化我市种植结构，打造一批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实施、高速度建设的特色种植产业，推动

比较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着重于引

进汉麻加工、生物医药等医药和汉麻产业，打造

一批高端汉麻加工和生物医药项目。同时，还要

着重于“互联网+”暨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着重

于引导我市畜牧业生产由单一追求数量向数量、

质量、效益、生态等多元化方向转变，促使我市

产业集聚，尽快形成全产业链竞争能力。

五尧 招商重点区域

坚持内资外资、境内境外招商并进，要紧

紧抓住“双深”合作、“两山”合作的有利契

机，深入挖掘“珠三角”地区一切招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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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积极拓展与“长三角”“环渤海”以及西部

地区的经贸合作，推进我市产业项目不断发展

壮大。同时，加强对港澳台、日韩、欧洲等重

点地区和国家的招商引资活动，积极参加省政

府组织的赴重点地区招商活动，各县 （区） 要

认真提出招商需求，提前开展联系对接，提高

招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六尧 创新招商活动方式方法

（一）要推动以商招商。发挥企业商会和企

业家在信息、人脉、品牌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帮助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积极引进一批优质高效项目。

（二）要主攻龙头企业招商。紧盯中国 500
强、大型央企、国企和上市公司，全力突破引

进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层次高、创新能力强、

扩张和带动潜力足的龙头型、基地型项目，向

引进外来战略投资者要发展。

（三）要抓好委托（中介）招商。认真执行

《黑龙江省商务厅委托招商奖励办法 （试行）》

（黑商规 〔2019〕 3 号） 内容，精心选择在国内

同行业和重点省市业内具有良好信誉、较强组

织招商工作能力和较高社会知名度，以及拥有

丰富的企业和人脉资源的行业协会、企业联合

会、专业招商机构等进行委托 （中介） 招商，

发挥委托 （中介） 招商的专业优势，推动委托

（中介）招商取得更大成效。

（四）要强化产业链招商。坚持一二三产业

齐抓，围绕既有主导产业，谋划好上、下游配

套项目，瞄准目标企业，主动上门对接，按图

索骥开展精准招商活动。

七尧 工作要求

（一）强化领导，落实责任。各县（区）和

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 2020—2021 年冬季招商活

动，各县 （区） 和相关部门要分别制定冬季招

商活动方案，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分解目标任

务，落实工作责任，明确完成时限。要进一步

健全党政一把手联系大企业、大集团制度。各

级领导干部要深入挖掘各方面资源，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联系老关系、结识新伙伴，以自身

的信誉和担当赢得投资企业的信赖。

（二）整合资源，强力推进。各县（区）和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招商项目库和客商资源

库并与市级对应资源平台建立有效链接，实现

信息互动、资源共享，确保全市招商引资工作

一盘棋。要依托前期联系和对接的线索，认真

研究选择对接企业，通过推介洽谈，让更多的

大企业、大集团了解双鸭山，增强对双鸭山投

资项目的信心。

（三） 优化环境，改善服务。各县 （区）、

各经济管理部门和窗口服务单位要在冬季招商

活动中强化环境建设，把对企业的服务措施落

实到位，彻底摒弃“权力”意识，树立“服务”

意识。市纪委监委要对“不作为”“乱作为”

等影响招商项目审批落地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努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人文环境、服务环

境、法制环境。

（四）扩大宣传，营造氛围。各新闻宣传单

位要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宣传全市冬季

招商活动，通过开设专版、专栏、专刊等形式，

及时报道冬季招商活动进展情况，宣传推广好

的经验做法，在全市营造出人人关心经济建设、

人人研究招商引资、人人维护发展环境的浓厚

氛围。

（五）加强考核，监督落实。市经合局负责

此次活动的整体协调、综合情况、考核成效等

工作，对各县（区）、各承标部门领导带队上门

招商、接待客商来访，形成线索、签约、产业

链谋划、简报新闻等情况进行统计，实行“红

绿灯”管理，对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目标的标

识绿灯管理；对当月没完成工作预定目标，标

识亮黄灯进行警示；累计 2 次标识黄灯警示的

予以红灯警告，并将考核结果定期报市委、市

政府，在全市进行通报。各县（区）、相关部门

要在 12 月 20 日前将冬季招商方案、专班设立

情况、冬季招商活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报市经

合局。12 月 23 日起，每周五下班前报送本周

《市 （县 〔区〕） 领导带队开展冬季招商活动台

账》，每月 3 日前报送上月冬季招商活动总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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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招商引资签约台账》 和《冬季招商引资线

索项目台账》，遇有节假日提前报送，至活动结

束，重大情况随时报送。联系方式：市经合局

招商一科；电话：6129019、15246897517；邮

箱：syszsjzsk@126.com。

附件：1.双鸭山市（县、区）领导带队开展

冬季招商引资活动台账

2.全省冬季招商引资签约台账

3.全省冬季招商引资项目线索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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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
清理规范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

双政规〔2021〕 1 号

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中

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重塑我市营商投资新环

境，按照 《关于清理规范省政府部门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项的通知》 （黑环办发 〔2019〕 17
号）精神，市政府决定，清理规范 61 项市政府

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其中，规范 49
项，申请人可以按照要求自行编制，也可以委

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

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取

消 11 项，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转化

1 项，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改由审批

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

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做好清理

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落实工作，加快

配套改革和相关制度建设，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保障行政审批质量和效率。要进一步完善中介

服务的规范和标准，指导监督本行业中介服务

机构完善相关制度，规范中介服务机构及从业

人员执业行为，细化服务项目、优化服务流程、

提高服务质量，营造公平竞争、破除垄断、优

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

展，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

附件：规范、取消、转化的市政府部门行

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表

双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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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市本级行政规范性文件

制定主体的通知

双政办发〔2020〕 25 号

各县 （区） 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和在双中、

省直有关单位：

为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保

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政

府公信力，根据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

实施意见》 （黑政办发 〔2019〕 37 号） 要求，

结合我市机构改革和法律、法规授权情况，经

市政府同意，现将我市市本级行政规范性文件

制定主体予以公布 （详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

通告如下：

一、自通知公布之日起，各制定主体要严

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

自文件公布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报送备案。

二、各类临时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

公室，部门的内设机构、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

的行政执法机构不得以本单位、本机构名义制

发行政规范性文件。

三、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实行动态管

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修改、

废止及机构改革情况，对制定主体及时进行核

实清理和增减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附件：双鸭山市市本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

定主体

双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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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鸭山市人民政府

2.双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3.双鸭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4.双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5.双鸭山市经济合作促进局

6.双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7.双鸭山市科学技术局（双鸭山市外国专家

局）

8.双鸭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9.双鸭山市公安局

10.双鸭山市民政局

11.双鸭山市司法局

12.双鸭山市财政局 （双鸭山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办公室）

13.双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4.双鸭山市自然资源局

15.双鸭山市生态环境局

16.双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双鸭山市

人民防空办公室）

17.双鸭山市交通运输局

18.双鸭山市水务局

19.双鸭山市农业农村局

20.双鸭山市商务局

21.双鸭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2.双鸭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3.双鸭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4.双鸭山市应急管理局（双鸭山市地震局）

25.双鸭山市审计局

26.双鸭山市市场监管局（双鸭山市知识产

权局）

27.双鸭山市统计局

28.双鸭山市粮食局

29.双鸭山市医疗保障局

30.双鸭山市林业和草原局

31.双鸭山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32.双鸭山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33.双鸭山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双鸭山

市政务服务局）

34.双鸭山市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35.双鸭山市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

36.双鸭山市国家密码管理局

37.双鸭山市国家保密局

38.双鸭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39.双鸭山市残疾人联合会

40.双鸭山市档案局

41.双鸭山市公务员局

42.双鸭山市新闻出版局

43.双鸭山市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