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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机勃勃的松辽腹地到钟灵毓秀的钱江

源头，从“公主故里”到“南孔圣地”，从高层南北

互访到各领域千里“走亲”，公主岭与衢州，两个

发展潜质相异的城市，乘着对口合作的东风，以

情感为纽带，以共赢为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

跨越2000公里的江河山川，历经1000多个

日夜的同频共振，钱塘之水浸润了富饶的东北

沃土，松江之源回馈着江浙的商贾和百姓，两地

实现了人员互访、要素互通、经贸互兴、经验互

享，“岭风衢韵”交相辉映，合作之花竞相绽放。

聚焦共振互动 ——

南北合作“高站位”

2017年，一场跨越南北的“牵手”，在浙吉两

地酝酿催生——

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东北地区与东部

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吉林与

浙江建立对口合作关系，其中公主岭与衢州成

功“结亲”；

9月初，公主岭市与衢州市主要领导先后率

领党政代表团赴两地进行对接考察交流；

9月20日，在公主岭-衢州对口合作交流会

上，通过高层沟通和顶层设计，双方共同签署了

《公主岭市与衢州市对口合作框架协议书》，将

在体制机制创新、产业协同合作、基础设施建

设、重点平台对接、创新创业共享、干部人才交

流等领域进行合作，建设南北区域合作发展试

验区，打造对口合作示范市。由此，两地正式拉

开了多领域、高层次、全方位合作的序幕。

为保证对口合作取得实效，两地共同制定

出台了《公主岭市与衢州市对口合作实施方案》

《公主岭市与衢州市对口合作工作机制》《公主

岭市与衢州市对口合作考核制度》等规范性文

件，明确了对口合作重大事项，落实了责任领

导、责任部门和具体责任人，并把对口合作工作

作为“加分项”指标纳入部门绩效考评，为对口

合作确定了“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书”。

2017年以来，跨越千里的“走亲互动”纷至

沓来——

两地主要领导实现互访7批次。特别是在

今年9月11日，衢州市委书记徐文光率党政代

表团来岭，在公主岭市委书记李洪亮及相关人

员的陪同下，双方进行了广泛深入地对接交流，

为新的发展阶段纵深开展对口合作“把脉定

向”。在高层互动交流带动下，公主岭市各开发

区、各职能部门以及有关乡镇，纷纷与衢州有关

部门“结对子”“走亲戚”、谈合作、学经验，共同

推进体制机制、开发区建设、农特产品销售、经

贸交流、创新创业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流。

3年来，两市37个部门、62个批次、450人次

开展工作交流，公主岭5个开发区和12家单位

先后与衢州市签订了《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与

公主岭经济开发区对口合作框架协议》《衢州东

方粮食电商产业园与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对口合作框架协议》等 17份对口合作框架协

议。

两市重点企业间也纷纷建立合作关系。衢

州东方集团分别与公主岭德乐农业、金凯乐米

业、健亿农业签订产销合作协议，衢州市龙游县

百益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公主岭市德乐农

业、健亿农业、新怀德酒业、恒昌农业、汇鑫源等

5户企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聚焦共学互派 ——

思想对标“再深入”

实现南北协同发展，人是关键因素，思想对

标是首要前提。两地“牵手”以来，将双向干部

交流挂职机制，作为推动合作走向深入的“法

宝”，通过互派挂职干部，实现“一桥飞架南北”，

提升了互动交流的效率。

在互派干部的标准上，选派具有较高适应

能力、统筹能力，善于钻研学习、沟通协调，具

有吃苦耐劳、敢于担当品格的干部。在任职安

排上，通过给舞台、给空间、给任务，促进其在

沟通协调、推动合作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打造

一支能力水平高、综合素质强的对口合作“智

囊团”。3年来，公主岭市市长张明、时任市委

副书记孙策等一批干部先后赴衢州挂职，衢州

市龙游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成员俞耀根来公

主岭挂职。

通过互派主要领导交流挂职，使两市高层

之间的联系沟通更加及时便捷，工作推进更加

顺畅有力。同时，两地干部队伍在思想观念、发

展理念、工作作风等方面也加快了转变和提升。

为对标先进，学习借鉴浙江经验、浙江标

准、浙江样板，公主岭市广泛组织开展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培训班、乡村振兴战略专题培训班、企

业家培训班、智能制造培训班和干部综合能力

提升培训班，以集中学习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的

方式，重点培训包括“放管服”改革、基层治理、

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园区（开发区）绩效管理、

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等内容，打造出了针对性强、

重点突出、务实高效的“示范培训班”。

聚焦共赢互补 ——

经贸合作“入佳境”

合作，简单的两个字，却打破了“帮扶”与

“支援”的传统思维，将优势互补作为关键要

义。立足两地资源禀赋和各自优势，公主岭与

衢州以项目建设为载体，实现了深层次的经贸

合作。一串闪金亮银的数字，是南北合作渐入

佳境的最佳注脚。

3年来，双方共组织各类经贸交流55批次、

企业洽谈对接190多家次，促成20多项重要合

作，签署协议投资总额123亿元，实际到位资金

36亿元。

紧紧抓住长春公主岭同城化协同发展的大

好机遇，公主岭立足衢州，面向浙江，全方位促

进交流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通过召开公主岭

市——衢州市工作交流会、公主岭市与衢州市

对口合作工作“合作·共享·发展”座谈交流会、

“集聚浙商智慧力量，助力吉浙（公主岭）产业园

建设”座谈会等活动，有效促进了两市企业家的

沟通交流，让浙商进一步了解公主岭丰富的自

然资源、完备的要素供给、健全的产业体系和成

熟的技术经验，充分激发他们在汽车零部件、农

产品加工、现代物流三大支柱产业上的投资合

作意愿。

目前，由衢商投资的浙江精品家居城、公园

3号棚户区改造、韵达电商、爱立德汽车部件等

一批项目，相继建成或投入运营，“农”字头市

场、资源循环利用、汽车零部件制造等领域的一

批项目正在深入对接洽谈。

在对口合作推进过程中，两市以引进产业项

目和销售农产品作为“重头戏”，以衢州为辐射

点，在“泛衢州”地区广泛开展经贸交流活动，让

“玉米之乡”的优质农产品“摆上”衢州百姓餐桌。

公主岭市多家农特产品企业，通过直营店

挂牌和入驻衢州市企业平台的形式，纷纷打入

衢州市场。其中，德乐农民种植合作社、恒昌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九正公司等8家企业，入驻衢

州市东方粮食电子商务产业园，让公主岭的农

特产品成功实现与衢州农超对接和中央厨房配

送；在衢州市龙游县民居苑景区设置了公主岭

特色产品展区，在西区白云菜市场、龙游供销社

等地常年实施公主岭特色产品展销和免费代

销，已有11户企业的82种产品与龙游供销社进

行了对接展销，实现了公主岭农特产品在衢州

一市三县两区建立“一市一中心”展示区。

此外，在粮食代储代收、异地代储等方面，

衢州市粮食收储公司通过签订粮食收储框架合

作协议，向公主岭市招标轮储玉米，成功打开了

两市粮食收储企业合作之门。

聚焦共建互通 ——

筑牢平台“强载体”

为抢抓吉浙合作政策机遇，充分发挥浙江省

乃至长三角区域与公主岭生产要素互补的优势，

吉浙（公主岭）产业园应运而生，成为两地对口合

作的有效载体。

以各开发区（工业集中区）现有主导产业为

合作基础，采取“区中园”“园中园”发展模式，因

地制宜，多点布局，功能多元，实行一块牌子、一

个规划、一套班子、一套政策、落地一批企业的

“五个一”建设思路，达到谋划储备、信息转化、深

度洽谈、签约落地、开工建设、投产运营的项目建

设“六个一批”合作目标，举全市之力打造承载浙

江及泛长三角地区企业的“投资洼地”。

——公主岭经开区设立吉浙（公主岭）汽车

零部件产业合作园，主要承载汽车零部件上下游

配套企业，培育发展新能源汽车、混合型动力轿

车，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汽车模具开发制造等

工业制造企业。

——范家屯镇设立吉浙智慧物流产业合作

园，主要承载以区域智能化快递、智能化快运、供

应链、大数据支持、结算等区域中心建设的浙商

物流知名企业。

——大岭汽车物流经开区设立吉浙（公主

岭）物流产业合作园，主要承载现代物流及配套

项目，同时培育发展金融服务、文化创意、工业设

计等生产性服务业。

——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设立吉浙（公

主岭）农业科技产业合作园，主要承载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推动一二

三产融合的合作项目。

——岭东工业集中区设立吉浙（公主岭）循

环经济产业合作园，主要承载废旧汽车（农机）拆

解、生活垃圾精细分类处置利用、固废污泥加工

利用、低温条件下畜禽排泄物资源化利用等合作

项目。

——怀德工业集中区设立吉浙（公主岭）锻

造产业合作园，主要承载汽车部件和机械装备配

件的锻造配套项目。

目前，吉浙（公主岭）汽车零部件产业合作

园、吉浙范家屯智慧物流产业合作园初步建成，

大岭吉浙物流产业合作园、岭东循环经济产业合

作园正在招商推进，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技产业

合作园、怀德锻造产业合作园正在谋划推进。

吉浙（公主岭）汽车零部件产业合作园于

2019 年 6月正式挂牌，总投资 300 亿元，占地

10.5平方公里。园区以产业规划为导向，通过

加强与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富奥

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及一汽解放汽车有限

公司的深度协作，吸引浙江省为一汽配套的A级

及B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纷纷入驻。在园的浙

商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计12家，总投资10.25亿

元，年产值18亿元，贡献税收每年超过1亿元，已

经在公主岭市经开区形成一定规模和体量。

吉浙范家屯智慧物流产业合作园计划投资

50亿元，占地200万平方米，以建设物流配送、现

代仓储、多式联运、物流金融、电商平台、结算中

心等为重点，努力打造东北地区最大的智慧物流

园区。目前，已有韵达、中通、申通3家知名物流

企业签约落户。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

50亿元、利税15亿元，可安排约3000人就业。

聚焦共享互鉴 ——

改革创新“天地宽”

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破解体

制机制障碍的关键一招。以对口合作为契机，公

主岭充分学习借鉴衢州的改革经验，以“他山之

石”攻克阻碍发展的重重壁垒。

浙江省作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发源地，在

“放管服”领域走在全国前列。通过对标衢州，公

主岭市结合本地实际，完成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综

合受理窗口、后台审批区的改造工作，“最多跑一

次”在线审批平台投入运行。出台了企业投资项

目审批流程再造试行办法及流程图，经过认真梳

理，最终确定群众和企业办事事项4335项，其中

实现“零跑腿”的事项为465项，实现“只跑一次”

的事项为3522项。政府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

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同时，公主岭将两地改革互促的触角，延伸

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共制定和完善了

30多项机制创新型成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强大动能。

在安全生产工作领域，出台了《公主岭市安

委会1+X改革实施方案》，成为全省首个进行安

全生产责任体系改革的县市；

在城市管理工作领域，制定了《公主岭市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区违法建设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违法建设整治工作成效显著；

在就业工作领域，出台了《公主岭市用工信

息共享机制》，为两地开展劳务协作提供了制度

支撑；

在重点项目服务领域，引进龙游县项目管

理工作机制和模式，制定了《公主岭市“项目建

设年”工作方案》《公主岭市2019年项目建设月

度投资任务和季度形象进度计划》《公主岭市

2019年项目建设工作考核方案》《重大项目建设

专班工作方案》《公主岭市项目管理信息平台》

等一系列项目管理实用办法，实现了项目信息

实时动态管理，信息联动共享。公主岭在推动

项目建设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经验做法，得到

了省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肯定，并在全

省进行推广。

““ 岭 风 衢 韵岭 风 衢 韵 ””绽 芳 华绽 芳 华
—— 公 主 岭 市 与 衢 州 市 三 年 对 口 合 作 记 事公 主 岭 市 与 衢 州 市 三 年 对 口 合 作 记 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维利崔维利 王纪佳王纪佳

本版图片均由公主岭市发改局提供

7月2日，在衢州市召开以“合作·共享·发展”为主题的两市对口合作座谈交流会。（资料图片）

9月11日，衢州市党政代表团来公主岭市开展对口合作对接考察。（资料图片）

公主岭市对标衢州市改造后的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综合受理窗口。（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