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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了潍坊高新区的高效服务，简

化了办事流程，为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支

持，保证了企业资金顺利周转。”潍坊特钢集

团财务经理武法勇不禁感慨。

近日，因进口货物删单重报，潍坊特钢

集团应退的 2435.81 万元增值税（进口）需要

至少一周以上时间才能到账。得知这一消

息，国家税务总局潍坊高新区税务局迅速联

系潍坊海关，通过现场信息互传，仅用半天

时间，就帮助企业解决了申请办理进口货物

增值税未抵扣证明业务。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问题快速

解决、项目快速落地、企业快速达产，潍坊高

新区以“链条式”“双联式”“精准式”服务，

打出了一套服务企业“组合拳”，全力推动企

业做大、做强、做高、做新，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插上腾飞翅膀，为潍坊市建设万亿级城市

再立新功。

“链条式”——“链长”牵头抓服务，
链条围着企业转

企业是科技创新发展的主体、主战场、

主阵地，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角”。

2 月 26 日，投资 150 亿元的潍柴国际配

套产业园二期项目顺利开工，正是在潍坊高

新 区 全 力 服 务 企 业 的 条 件 下 实 现 开 工 奠

基。得益于园区链条式服务，潍柴国际配套

产业园正在潍坊高新区连片成群，为潍坊打

造全国领先的动力装备产业集群积蓄了动

力池。

政策加码，企业减负。为做好入园企业

的减税降费工作，潍坊高新区税务局牵头成

立减税降费链条服务的“链长”，由“链长”牵

头负责组织协调，部门提供业务支撑，合力

推进产业链发展。同时制定进一步加强产

业园区税收服务管理的实施方案，将园区划

分为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园区、单一或相近

行业聚集的园区和多种行业共存的园区，为

园区发展提供全链条式精准服务，先后召开

专题会议 10 余次，解决问题 50 余个。

加减之间，体现的是“链长”服务企业的

具体实招。而这些实招在潍坊高新区企业

经营的各个环节都取得了实效，有效激活了

企业发展动力。

泰科电子（潍坊）有限公司是一家外资

企业，因购买国外软件使用权，涉及到特许

权使用相关税费代扣代缴问题，于是向潍坊

高新区寻求帮助。随后，潍坊高新区派出

“链长”牵头的税收专家顾问团队，为企业出

具“一户一策”税费解决方案，并对代扣代缴

业务全流程涉及操作进行了详细辅导，帮助

企业厘清了登记、税种核定、对外支付备案、

纳税申报等各环节办理要求，帮助企业顺利

解决问题。

“今年潍坊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强

化服务意识，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潍坊高新区

在这方面必须率先抬高标杆、提高标准，打

造潍坊市最优最好的营商环境。科学制定

政策、严格落实政策、及时调整政策，通过实

施服务企业专员制度，让企业少跑腿、数据

多跑路，给企业减少麻烦、多办好事，全面提

高政务服务效率，真正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减费赋能，为区域经济发展发挥好龙头示

范引领作用。”潍坊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宋赤锋说。

潍坊高新区以潍柴产业链、供应链为主

轴，创新开展“链条式”关联服务管理，全面

落实“一户一策”税费解决方案，为入园企业

发展提供全税费种、全链条式税收智慧支

持，在项目规划、立项、企业登记、项目投产

达效的各个环节提供税收服务，形成园区税

收服务监管新格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用税收优惠机

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着力推动企业以

创新引领发展。“在持续聚焦落实各项税费

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创新的基础上，我们不断

创新税费服务举措，变‘单打独斗’为‘拳头

作战’，努力打造优质税收营商环境。”潍坊

高新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李达说。

正是靠不断深化产业园区服务管理改

革，潍柴国际配套产业园吸引了越来越多上

下游企业入驻，实现供应商本地布局投产的

同时，也保障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营造了

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

“双联式”——联动联办一体办,
助力企业“加速跑”

如何稳外贸、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

为缓解进出口企业的压力，潍坊高新区再创

新招，由税务和海关联合实施“征退联办、关

税联动”出口退税服务管理新模式，使企业

由原来的“多头跑、多头找”，变为“进一门、

全办好”，实现征退“一体化”。同时建立海

关、税务协作机制，加强海关税务之间的信

息共享，为企业定制退税个性化服务，提升

出口退税办理速度，真正让企业少跑路，效

率服务“加速度”。

通关便利化是提高速度和效率的关键举

措。为此，潍坊高新区和潍坊海关共同研

究，持续压缩通关时间，进行无纸化审核、审

批，实行“随报随批、随批随退”，这一服务举

措使歌尔出口货物从运抵口岸到办结海关

手续平均仅需要 1.53 小时，全程不超过 24 小

时。2020 年，园区办理出口退税 23.58 亿元。

“出口退税‘双联式’服务，实现海关、税

务联合，退税效率大大提升，极大缓解了资

金压力，为歌尔在全球竞争的关键节点创造

了条件。”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滨表

示，这一项项落实到位的政策，不仅是“锦上

添花”，更是“雪中送炭”，助力企业在创新之

路上加速疾驰。歌尔将抓住 5G、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发展机遇，深耕微电子、光学、声学

等前沿领域，抢滩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

减税降费，为企业降低了成本，增加了

动力，让更多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有更

多的精力和财力去升级制造工艺，攻坚研发

创新技术。

“我们一直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

务发展’的理念，用我们的真情服务、高效服

务，为企业排忧解难，全力支持企业快速做

大做强。”潍坊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副主任赵文君说。

“精准式”——精准施策化解，
直消企业难点堵点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作为潍坊首家上

市企业，华丰股份的成功上市离不开潍坊高

新区量身定制的税费政策服务套餐。在上

市筹备阶段，企业财务管理制度需要全面梳

理和完善，潍坊高新区组织税收专家顾问团

队开展上门服务，及时辅导企业处理上市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涉税难题，为华丰成功上市

提供了“硬核”智力支持。

一系列服务“大礼包”的落地见效，让企

业的发展信心和后劲越来越足。“税务部门

的精准服务，让我们在上市过程中少走许多

弯路，让我们能有更多精力抓好企业高质量

发展。”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华

东说。

企业的需求，就是我们服务的着力点和

突破点。潍坊高新区针对企业在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精准施策、精准服务，

推出“可视化办税”“阶梯式服务”等创新举

措，依托“钉钉”平台建立视频办税通道，办

理变更登记、常规申报等业务，同时对办事

大厅分为“5 分钟办结事项”“15 分钟办结事

项”“复杂事项”三个层级，实现业务办理阶

梯分类、快慢有序，真正把服务精准送到企

业的心坎上。

同时，为解决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手续复

杂、耗时较长的问题，潍坊高新区聚焦企业

实际办事需求，真正实现说“一”不“二”，绝

不让企业跑“二”次腿。制订出台了《潍坊高

新区无差别“一窗受理”一次办好改革实施

方案》，将原来由经发局、住建局等 10 个涉

及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单位的 91 项事项

全部集中至这一区域，提供无差别“一窗受

理”服务，实现政务服务“一看就懂，一填就

准，一审就对，一次办好”，助推项目落地提

速增效。

“杭州高新区（滨江），直播电商区域发展

指数，全国第一！”

日前，中国市场学会等单位发布《直播电

商区域发展指数研究报告》，公布了直播电商

区域发展指数百强地区。在榜单中，杭州高新

区（滨江）夺得桂冠——直播内容消费指数、直

播商品消费指数、产业促进指数三项指标均为

满分。

于此而问，作为“数字经济第一城”中的

“直播产业第一区”，杭州高新区（滨江），因何

领跑全国？

头部聚齐 提挡产业规模

杭州高新区（滨江）是全国电商行业的重

要极，在产业规模上更具重量级。

近年来，随着直播这个“点火器”的助燃，

杭州高新区（滨江）内电商产业发展愈加迅猛

——短短几年，直播模式和电商属性高度结

合，催生形成的直播电商，迈向“千亿”时代。

今年2月，罗永浩带着“交个朋友”签约落

户杭州高新区（滨江），为园区增加了抖音系头

部主播——“抖音一哥”与“淘宝一姐”（薇娅）

正式成为邻居。

国内四大头部MCN机构首次聚齐，颇有

意义。而此前，杭州高新区（滨江）范围内已集

聚了包括谦寻、宸帆、君盟文化等在内的顶级

头部机构，以及直播平台头部达人薇娅、烈儿

宝贝、雪梨等。

头部齐聚，是杭州高新区（滨江）直播产业

最鲜明的特征，并成为推动直播产业高速增长

的中坚力量。

《2020年直播带货趋势报告——主播影响

力排行榜Top100》显示，2020年 6-12月，薇娅

的总销售额达 225.39亿元，高居榜首，比之第

二名高出近90亿元。杭州高新区（滨江）的头

部主播优势十分抢眼。

据统计，杭州高新区（滨江）115家摸底企

业中，MCN机构占 66家，以头部 4家（淘系谦

寻、宸帆、君盟，抖音系交个朋友）为例，2020年

总 GMV 达 433 亿元，营收 42.2 亿元，亩产近

500万元。

完整产业生态链已构成

“数字滨江”领跑浙江，为直播产业发展提

供了适宜生长的土壤。

近年来，杭州高新区（滨江）直播孵化园区

从自发生长向全链条、精细化孵化模式发展，

直播企业从“点状发展”转为“块状成长”。

去年6月，“直播电商产业基地”揭牌，“直

播产业联盟”随之成立。

杭州高新区（滨江）意欲打造直播产业集

群，就此产生的虹吸效应，变得越来越强。

据统计，园区直播生态链企业，目前已经

超过150家，其中60%分布在互联网小镇。

而罗永浩们选择杭州高新区（滨江），就是

看中了园区内的直播电商生态。

“直播生态链上游为品牌商、供应链，中游

为直播机构和服务商，下游为电商平台。”在互

联网小镇负责人看来，淘系和抖音系头部机构

齐聚，腰部和中小机构快速成长，并持续迭代，

架构起了杭州高新区（滨江）直播产业的良性

生态链。

作为直播电商的起家之地，直播电商产业

基地已形成高度集聚的上中下游产业链。直

播产业联盟已汇聚品牌商、供应链、MCN 机

构、服务商、平台等共计 90余家公司，空间载

体覆盖6个产业园区。

“数字经济第一区”内力强劲

风口之下，直播电商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成了动

力所在。

杭州高新区（滨江）出台的《关于扶持直播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也明确提出“鼓励直播

产业企业利用园区内企业 5G、云计算、物联

网、大数据、区块链、VR/AR、人工智能、高清

影像（8K及以上）等创新技术，研发落地示范

应用项目”。

在此基础上，风马牛西虹公社推出了 10
个大中型直播场、176个小型直播间，联合中国

移动、华为实现了双 5G、高速有线、无线网络

信号的全楼覆盖，并逐步将 5G技术融入直播

产业当中。

而直播电商的加速，“反哺”硬件、软件、云

计算以及大数据等，也已有之。比如园区内企

业视见睿来和灵长智能，为直播提供VR技术

和集成设备。

另如宸帆，自身已拥有一支 60余人的AI
团队，积累了超3000GB的数据。

当然，杭州高新区（滨江）亦有计划——让

直播与园区内优势产业深度协同，在智慧医

疗、智慧环保（新能源产品）、智慧物联、智慧互

联、人工智能等领域，打开并加速部分B端制

造业ToC的通路，共同孵化创新的商业模式，

开拓直播+新业态，共同打造千亿级智慧经济

产业。

未来，杭州高新区（滨江）将抓住以直播为

代表的新一轮互联网风潮，推动直播产业化与

直播电商催化实体经济双轮驱动。

本报讯 近日，东莞松山湖功能区大朗镇举行

第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仪式，43个重大

项目迎来集中签约、动工，投资总额达87亿元。

据悉，这些项目涵盖第三代半导体、新一代信息

技术、5G等新兴产业领域，以及多个产业配套、乡村

振兴和基础设施项目。其中，投资规模为 6 亿元的

光达半导体材料生产项目（光达制造·大朗科技

园），主要研发和生产半导体材料；格仕乐 5G 通信

设备生产项目，主要从事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五

金制品以及通信发射机箱体、电子产品等；超快激

光自动化设备建设项目，用于精密激光智能装备

及核心零部件研发、设计及生产等。

东莞市委常委、东莞松山湖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刘炜表示，2020 年，松山湖科学城被纳入大湾区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主体范围，意义重

大。当前，松山湖科学城已经拥有散裂中子源等一

流大科学装置，未来还将有更多国家重大战略布局，

聚集起一大批青年科学家、技术人员，形成突出的人

才和技术辐射优势。大朗镇是松山湖科学城建设重

要参与者，具有近水楼台的便利优势，各位企业家选

择落户大朗谋发展，眼光独到，选择正确，前景可

期。接下来市、镇、村及松山湖园区各相关部门，要

及时跟进，为项目建设全过程提供最优质、快捷、绿

色的服务，急企业之所急，保障项目尽快建成投产。

“当前，大朗镇正积极抢抓‘双区’驱动重要机

遇，深度参与松山湖科学城建设，大力培育壮大发展

新动能，以超常规的力度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招引了

一大批优质企业投资，一个又一个重大项目在大朗

落地生根。”大朗镇委副书记、镇长方德佳表示，本次

集中签约动工活动举行，将加速大朗镇战略性新兴

产业布局，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具有大朗特色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大朗城市品质和改善

民生福祉，为大朗镇、松山湖功能区乃至东莞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发展新动能。 张珊珊

这个“当红”产业，杭州高新区全国第一！
▶ 潘抗忌

松山湖功能区43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动工

开创开创““链条式链条式”“”“双联式双联式”“”“精准式精准式””服务企业新模式服务企业新模式

潍坊高新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翅膀潍坊高新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潍坊高新区税务局组织税收专家顾问到潍柴国际配套产业园调研

潍坊高新区税务局通过“可视化办税”服务，

让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相关业务。

▶ 本报特约通讯员 沈振江 魏小慧 李硕

本报讯 近日，以“高新赋能，共创辉煌”为主

题的 2021年珠海高新区重点项目签约动工仪式举

办，此次重点签约动工项目共 105 个，总投资额达

536亿元，涉及深珠协作示范、软件与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与医疗器械、智能制造与机器人、总部经

济、城市更新、民生市政等各类项目。

2021 年，珠海高新区紧密围绕省、市重点部

署，稳步有序推动重点产业项目和民生工程的落

地和启动。据悉，此次集中签约的 75 个项目，投

资额达 212 亿元；动工项目 30 个，投资额达 324 亿

元。这些项目均为珠海高新区聚焦主导产业精

准招引的优质项目，既有贝迪功能高分子新材料

产业基地、丽业体外诊断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等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的制造业项目，又有

创耀接入网传输芯片研发及系统应用、脉博波医

疗器械研发生产基地等行业领先、前景广阔的高

精尖项目。

航城怡通供应链项目计划投资 10 亿元，预计

3 年产值超 120 亿元，将聚焦“产业链+供应链金

融”模式运作，通过为企业提供专业化解决方案及

供应链深度运营服务，搭建“航空城供应链数字化

服务平台”。

南京贝迪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在珠海

高新区投资建设贝迪功能高分子新材料产业基

地，进行 OLED 显示用保护和支撑用膜、多层挠性

覆铜板 FCCL、高效增亮膜 DBEF 等功能高分子膜

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项目计划投资 5.16 亿

元，达产产值预计超 9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签约项目包括航城怡通

供应链平台、日海智能通信设备产业、立德电控半

导体产业基地等 17个深珠协作示范类项目。这些

项目将成为珠海高新区“将深珠合作示范区打造

成珠海中央创智区（CID），将金星湾（淇澳岛与后

环片区之间的海湾）建设成为比肩深圳湾的科技

创新湾，与横琴中央商务区（CBD）共同引进珠海

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熊玉婷

珠海高新区105个重点项目签约动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