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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今年以来，宁津县认真贯彻落
实全省、全市“重点工作攻坚年”要
求，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地位和重要作用，紧紧围绕全市新
型工业化强市三年行动，牢固树立
平台思维、融合思维、共享思维“三
种思维”，重点打造产城融合东部新
区、南部科技金融创新区、西部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乡镇绿动能共享园
区“四大核心平台”，以平台引领全
领域发展，破解发展中的各类难题，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开放型经
济发展改革攻坚，在擘画高质量发
展新蓝图中实现了精准破题。

西西部部现现代代农农业业示示范范园园区区一一角角

在宁津县产城融合东部新区，
“四纵三横”道路管网蔚然成型，人
才公寓楼群耸立，迈宝赫健身器材、
斯可馨家具制造、北汽新能源汽车
等一个个项目先后建成投产，新宝
工业、亿达奔克电梯等项目正建设
得如火如荼。

“高质量发展的快节奏不允许
我们在这里按部就班，必须拿出改
革的勇气和魄力。”东部新区调规扩
容之初，宁津县委书记王刚强调。该
县牢固树立产城融合发展理念，创
新规划和资本“两驱动”辩证统一、
城市和产业“双升级”相辅相成的城
市运营新模式，举全县之力推进开
发区扩容升级，一座总规划面积25
平方公里的产城融合东部新区逐步
成形。

该县聚焦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产业布局规划等“多规合一”，进
行“宜工、宜商、宜业、宜居”的产城
融合规划设计，确定了涵盖综合服
务核心、南部产业服务中心，由三条
生态廊道连接综合服务片区和三个
产业片区的“一核、一心、三廊、四
片、U状生态衔接、圈层结构”功能
格局。为保障各项工作高效推进，该
县专门成立东部新区建设指挥部，
实现一体指挥、一口调度，不到一年
时间累计整村搬迁9个村，创造了新
区建设的“宁津速度”。为破解资金
来源难题，该县创新融资渠道，探索

“央企+社会资本+平台公司”新型
合作方式，成功吸引中铁十二局等
社会资本注入，实现了政府没有增
加债务撬动30多亿元基础设施投
资。同时，坚持政府打基础、强配套，
相继启动人才公寓、道路管网等总
投资32 . 6亿元的8个基础设施项
目，医院、商超等公共服务设施，供
水、供电等基础设施统筹推进，解决
了企业用地用电、供气供水供热等
一系列制约项目落地的问题，新区
承载规模可达3 . 5万人。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以平
台引领发展的清晰思路，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优质项目向新区聚集。截
至目前，东部新区落地项目33个，总
投资超过130亿元。全部建成后，新
区可容纳150家企业，年可实现产值
500亿元、利税62 . 5亿元，成为宁津
县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12月3日，腾讯云(德州)工
业云基地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线
发布会在宁津县举行。作为腾
讯云在山东省投资建设的首
个县级工业云基地项目，该项
目将利用腾讯云的技术、资源
优势，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
地，推进产业智能化升级，带
动数字产业经济发展。这是宁
津县运用平台思维推进新型
工业化强县、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又一个缩影。

平台是要素汇聚、资源共
享的高效载体，也是开放型经
济改革发展的重要路径和硬

核支撑。宁津县紧紧抓住消费
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发展
趋势，聚焦实现互联网经济要
素优化，规划建设了总面积
1 . 8平方公里的南部科技金融
创新区，吸引了腾讯云工业云
基地这一“数字新基建”标志性
项目落地。

南部科技金融创新区突出
增强数字、科技、金融等“硬核”
服务功能，围绕特色优势产业
导入腾讯生态资源、品牌资源，
为企业提供“上云”和信息化、
智能化改造服务。同步规划电
商平台集聚区、金融机构集聚

区等，通过数字赋能助力产业
跨界融合，全面激发各类新业
态、新模式，以“平台+生态、产业
+配套、技术+赋能”的良好产业
生态，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双轮驱动”，打造鲁西北地
区的“工业互联网产业基地”。

截至目前，宁津已有2家企
业成功“上云”，新增国家高新企
业8家。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与清
华大学金涌院士合作，成立了
全县首家院士工作站，聚集院
士1名，教授3名，博士后1名，柔
性引进高层次人才34人，有效
破解了科技发展的人才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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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很贴心！选择落地宁
津后，县审批局与我们签订了
代办协议，手续办到什么程度，
随时都有人通知我们，17天后
就开工建设了。”位于东部新
区内的宁津五谷食尚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高利乐对
宁津县的营商环境和惠企服
务很是满意，“我们企业在选
择布局的时候，所期盼的不仅
仅是‘给政策’，更看重的是‘给
力’的营商环境。”

吸引项目落地，不但要有
硬件吸引力，更要有营商“软实
力”。宁津县认真落实全市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坚决打
赢打好攻坚战、联动战。该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与东部新区
建设指挥部协同联动，在新区
专门设立项目直通处，成立专

业机构、汇聚业务精英，与项目
签订代办协议，提供全程服务，
让落地项目实现“轻装上阵”

“拎包入驻”。
该县紧扣“一次办好”改革

总目标，聚焦聚力“一门一窗一
网一链一次”流程再造，瞄准最
高标准、最高水平，刀刃向内、
自我革命。对重点项目实行容
缺预审，推行“一车式踏勘”、联
席会议、全程代办员制度，实现
服务“送上门”，项目审批全流
程精简审批环节30个，减少审
批要件2 0项，缩短审批时限
50%，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津津政务云指导”全面上线，
将审批关口前移，审批人员下
沉，政务服务延伸至村(社区)，
实现群众办事“大事不出乡、小
事不出村”。目前，已应用于12

个乡(镇)级便民服务中心、62
个村(社区)级代办点，支持127
项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许可
事项，办件量已逾960件。在全
市率先实行“一业一证”改革29
个试点行业全覆盖，市场主体
活力竞相迸发，1—12月份新增
企 业 2 5 1 2 户 ，同 比 增 加
21 . 41%；个体工商户3572户，
同比增加2 . 73%。

疫情期间，宁津县积极推
行“网上办”“不见面审批”，并
坚持问需企业、精准发力，先
后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平稳
健康运行的实施意见》《加强
企业用工保障的意见》等文
件，从金融、社保、税费、用工
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政策扶持。
今年以来，共计为企业减、免、
降税4 . 2亿元。

在宁津县西部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占地2000多亩的金硕
生态产业园内，一座座标准化冬
暖式大棚整整齐齐，棚里的蔬菜
琳琅满目，产业园负责人范新民
喜上眉梢，“目前园区内有大棚
300多个，工人600多名，还同步
开发了生态采摘、室外拓展等项
目，年综合收入能达到2000多万
元，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
心，也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
展、农村繁荣的关键所在。为解
决农业产业布局小而散的问
题，宁津县坚持以工业化理念
发展现代农业，规划了占地8 . 1
万亩的西部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改革创新多元合作模式，通
过龙头带动实现产业链条延
伸，辐射带动14处乡镇特色产
业园区，形成了“一心多元”的
现代农业新格局，推动了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让农
民“上链”增收，实现了产业、企
业与农民共生共长。深入实施

“数字乡村”战略，投资4000万
元，与浙江大学山东农研院合
作建设了全国首个县级现代农
业科创中心——— 民天农谷现代
农业科创中心，配套建设“农业

双创孵化基地”，为科研成果转
化、创业梦想实践提供空间支
持，为探索“数字乡村”宁津经
验提供强有力的平台支撑、智
力支持和科技支撑。5月21日，
全市乡村产业振兴现场会在宁
津县召开，宁津获评市级农业

“新六产”示范县。
宁津县是中国实木家具之

乡，是山东省三大优秀家具产
业集群之一，家具产业已成为
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途
径。然而，在近年来生态环保和
安全生产的双重压力下，“小散
乱污”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为
此，宁津县投资13亿元，规划建

设了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的
5个乡镇绿动能共享园区，汇聚
“小微企业”变身“发展雁阵”。充
分运用共享思维，在园区集中建
设多层厂房，上新环保设备，企
业共担成本，助推小微企业绿色
发展，让小微企业在环保大考中
实现了凤凰涅槃、逆势转身，也
为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加了新
渠道。12月22日，省内首个县级
家具行业商会在宁津成立，该商
会的成立，将有助于全面整合行
业资源，加强家具产业链企业信
息交流、资源共享、平台共用、
供需对接，形成抱团取暖、合作
共赢的新格局。

以产城融合推进园区扩容升级

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数字赋能产业跨界融合，构筑新型工业化“主阵地”

工业化理念破解“三农”难题，焕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打造惠企便民“硬招牌”

鸟鸟瞰瞰家家具具绿绿动动能能共共享享园园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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