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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做好已落户企业的跟踪服务工作，实
行项目分级分类管理、县级领导联点督办和周
检查、旬协调、月督办制度，及时协调解决招商
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保障项目按期完
工投产见效。

通过不断强化工作措施、优化招商环境、提
高服务效率，十八大以来，湟中县招商引资工作
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其中：通过“青洽会”累
计签约项目46项，总投资达139.2亿元；通过“城
洽会”累计签约项目25项，总投资达102.3亿元。
截至目前，大宋油菜籽精深加工、弘大中藏药材
扶贫产业园、多巴康城田园小镇等一批重大招商
引资项目全面完成，宗喀驿商业步行街完工开
街，乡趣卡阳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陈家滩
文化产业园成为全省最大的特色文化产业聚集
区，田家寨千紫缘种植园迅猛发展，招商项目的
实施企业大多发展成为全县乃至省市的行业龙
头企业，招商引资成效显著，成果有目共睹。

湟中：精准招商厚植经济发展沃土
本报记者 王琼 通讯员 伞丹卓玛

近年来，湟中以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始终，依托县
域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加大与南京市栖霞区东西部
扶贫协作,突出重点、打造平台、优化服务,厚植招商引
资“沃土”,搭建企业落户“桥梁”。

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投资商前来寻找商
机。宗喀驿步行街、卡阳 4A 级景区、弘大中藏药材
扶贫产业园……随着一大批招商项目的顺利完成，
为湟中建设添砖加瓦，湟中投资环境得到进一步认
可，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在这里掀起。凭借着青洽会、
城洽会等优势平台，湟中招商引资又打开一扇新视
窗。

2017年，湟中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忠实践行“两个
绝对”，坚持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打造绿色发展
样板城市，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切实保障
和改善民生，攻坚克难，积极作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3.9亿元、增长6.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8.47亿
元、增长5.9%，第二产业增加值112.5亿元、增长7.0%，
第三产业增加值22.92亿元、增长4.5%；完成县属固定
资产投资104.2亿元、增长19.8%；实现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2.3亿元、同口径增长17.3%；完成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4491元、增长9.8%；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17.7亿元、增长10.8%。

2018年，青洽会期间，为全面推介招商引资项目，
湟中县将包装推出中藏药材精深加工、设施农业建设、
乡村旅游开发、民族工艺品生产加工基地等30项招商
项目，其中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项目20项、农业牧业产业
化项目6项、工业项目2项、房地产开发项目2项。

推动招商引资大提升

着力将多巴新城打造成为西宁市
“城市副中心”，多巴新城开复工各类建
设项目 31 项，完成投资 61.27 亿元，10 条
（段）市政道路工程被纳入西宁城市道路
“外环内网”建设项目计划；燕尔沟、大崖
沟等安置房项目持续推进，新建保障性
住房1052套；新华联国际旅游城、青海丝
绸之路国际物流城（南区）、中国西部自
驾车营地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鲁沙尔

文化旅游产业园建设成效显著，编制完
成《鲁沙尔镇发展规划》《县城电力及通
信线路入地改造项目规划》，永和养老康
复中心、佛光酒店等项目进展顺利，完成
投资7.1亿元；持续推进拦隆口美丽城镇
建设，完成投资 5000 万元，李家山、西堡
美丽城镇建设项目可研已完成；实施 64
个村“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完成投资
4.86亿元。

不断扩大项目对外宣传推介力度，以“青洽
会”“城洽会”等投资贸易洽谈会为平台，签约莲花
湖·庄廓酒店建设、中国西部自驾车营地等项目 7
项，协议资金32亿元。全年实施招商引资项目30
项，完成到位资金 39.44 亿元，其中省外到位资金
11.18亿元。积极与南京市栖霞区协调对接，落实
帮扶资金1500万元，实施了玉拉智能化大棚、尼麻
隆中药材基地等5个项目。

大力推进重资产招商；积极培育以
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民族工艺品加工等
为主的新型工业体系，重点实施大宋农
业年产 20 万吨蛋白饲料、青藏红景天保
健品精深加工、正德中草药种植加工基
地等项目。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藏
毯绒纺、农畜产品由初加工向精深加工

转型，延长产业链。落实好《积极发挥
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
动力若干政策措施》《加快发展生活性
服 务 业 促 进 消 费 结 构 升 级 的 实 施 意
见》，重点围绕健康养老、商贸流通、电
子商务等新型服务领域，重点实施丝绸
之路国际物流城、贵强快递物流园、京
东仓储、鲁沙尔东山市场等项目建设。
持续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建设，
再建成 7 个镇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全
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4500 万元以上；
大力推进活动招商，积极走出去做好推
介会、招商会，紧盯一批产业龙头企业，
收集有效招商信息，力争实现项目重大
突破，进一步提升招商工作的成功率、实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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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调结构转方式着眼于调结构转方式，，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蔬菜产业逐步壮大，大力发展“两
川一线”蔬菜产业带，巩固和扩大共和、
拦隆口镇 2 个万亩露地蔬菜基地，新建
田家寨镇坪台村等3个千亩露地蔬菜基
地，新建深冬温室 336 栋、塑料大棚 300
栋，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13.9 万亩。
畜牧产业稳健发展，新建养殖基地6个、

改扩建养殖基地13个，种植优质饲草22
万亩。产业化经营稳步推进，培育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7 家，全县龙头企业达
97 家，完成产值 7 亿元，实现利润 1400
万元。粮油菜肉产量分别达到 29.02 万
吨、3.6 万吨、33.6 万吨、3.31 万吨，农牧
业总产值达35.08亿元，增长5.9%。

按照《西宁市新一轮市场主体发展倍增计划
(2015-2018年)》，全力实施市场主体“提质增效扩面”
工程，鑫邦线缆成功入规，新增小微企业679家，总数
达到2700家。强化工业项目投资，全年开工建设青
藏红景天保健品精深加工基地建设、年产1万吨杂粮
生产线等工业项目10项，完成工业性投资2.5亿元。
全年完成县属工业增加值13.34亿元，增长5%。

农业经济稳步提升

工业经济凸显特色

编制《湟中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湟
中县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以及《小南川健
康产业示范带规划》。推进鲁沙尔民族文
化旅游产业园建设，塔尔寺景区门户区游
客服务中心、停车
场、宗喀驿步行街全
面建成运营。乡村
旅游发展迈上新台阶，实施拦隆口镇卡阳
户外旅游度假景区、田家寨镇千紫缘农业
科技博览园等乡村旅游项目8个，卡阳升
级为4A级景区，慕容古寨被评为“中国乡

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全县旅游总人数
达634.4万人次、增长13.3%，实现旅游总
收入18.4亿元、增长27.5%。全县文化企
业注册数达 77 家，个体经营户数量超过

500家，建成区外加工点
300多个、省内外销售网
点 500 多个，实现文化

产业产值 11.47 亿元。商贸流通成效显
著，积极引进兰州华联商贸有限公司进驻
县城，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项目中期评
估位列全省第一。

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

城乡融合协调发展

着眼于重环保促生态态，，城乡建设换挡提速城乡建设换挡提速

积极落实 42 项重点项目县级
领导联系制度，坚持对县域内所有
项目实行 ABC 分类管理和周检
查、旬协调、月通报制度，制定并落
实《湟中县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定
增长的若干措施》，协调各相关部
门切实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强化项目建设用地、资金
等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项目前期，
狠抓项目施工和统计入库工作，完
成县属固定资产投资 104 亿元，增
长 19.8%，超市定目标 3.6 个百分
点、省定目标9.6个百分点。

强化项目调度，建立项目季度调度会制度，着
力解决全县重点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确保了拦隆口美丽城镇、西部自驾车营地、西纳
川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一期）等重点项目及时开
工建设。市级重点项目顺利推进，15 个项目纳入
市重点项目库，完成投资 19 亿元。县级重点项目
按计划推进，全县累计开复工 AB 类重点项目 93
项，完成投资90.07亿元。

着眼于挖潜力促投资着眼于挖潜力促投资，，项目支撑能力显著增强项目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全面加强项目管理 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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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招商引资新突破
下一阶段，湟中县

将重点对标省、市安排
部署，认真做好“青洽
会”各项工作，围绕文
化旅游、农畜产品精深
加工、中草药材种植等
重点产业领域精心包
装推介项目，加大对外
交流力度，多触角捕捉
信息，拓宽渠道，争取
引进投资大、带动能力
强、发展前景好的大项
目，持之以恒推动大招
商、招大商，重增量更
重质量提升。

按照全年招商引资目标任
务，按时序进度进行分解，确保
完成目标任务。

按照转方式调结构产业发
展理念，在特色文化旅游、新型
城镇化、绿色产业等领域谋划
一批招商引资项目，建立招商
引资项目库。依托“青洽会”

“城洽会”等招商平台，加大项
目推介力度，争取推介、洽谈、
签约一批有规模、有效益、辐射
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

目。加强与南京市栖霞区等地
区东西部协作力度，在精准扶
贫、项目建设等方面实现更深
层次的合作。聚焦鲁沙尔文
化旅游产业园和新华联国际
旅游城建设，抓好新华联国际
旅游城（海洋馆）、自驾车营
地、民族文化大观园、香巴林
卡庄廓、西纳川乡村旅游示范
带，启动小南川、鲁沙尔乡村
旅游示范带等重点项目尽快
开工建设。

围绕目标抓招商

创新方式抓招商

引得企业客商
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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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招商引资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了县招商引
资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一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在项目准入、土地保障等方面倾斜支持，将招商引资
各项优惠制度化、规范化，招商引资软环境不断向好。

重点围绕现代农业、商贸流通、文化旅游、基础设
施等领域，打包推出塔尔寺景区门户区开发、油菜籽
精深加工等一批有支撑、前景好的优质项目。同时，强
化“政银企”合作，不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大对招商
项目的普惠金融支持力度，让企业发展更有保障。

“亲商爱商”，优化招商环境

“稳商富商”，提升项目效益

“联商助商”，强化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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