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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实惠，
望得到发展，留得住人心

“留心留根”
政策助力
拆（搬）迁工业企业二次创业
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郎华钢 郭耀

近日，区政府出台《关于开展工业企业“留心留根”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试行）》，旨在引导和鼓励涉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板块开发需拆（搬）迁的工业企业转
型升级和二次创业，
进一步优化产业业态和城市形态，
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实施意见》的出台为优质工业企业拆（搬）迁留富发展送上大礼包。

哪些企业可以申请
“留心留根”大礼包
哪些企业可以申领“留心留根”大红
包？
《实施意见》明确，处于江南新城 40
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或地铁沿线、富阳

区委区政府明确的其他重点开发区块范
围内，因政府开发建设需要拆（搬）迁的
企业。

“留心留根”
大礼包类型有哪些
区内异地安置的企业

（1）安置条件：
1.符合我区产业导向的规上工业企
业，原则上前两年年均实缴税收不低于
200 万元，亩均税收 15 万元以上，万元增
加值能耗 0.55 吨标准煤以下，符合我区
“亩产评价”体系 B 类及以上要求。
2.高新潜力培育企业，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行业“隐形冠军”
“ 单项冠军”
企业。
3.享受工业企业搬迁政策。
4.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三废”
排放符合环保要求。

符合产业导向的拆（搬）迁企业，可
以选择落户场口新区、新登新区、高尔夫
路沿线（智能装备产业带）、江南区块。

区内异地安置的企业，可以享受相关土
地政策、设备补助政策和专项奖励政策。

（2）鼓励政策：
选择区内异地安置的企业，可享受
专门的土地政策、设备补助政策、专项奖
励政策。
土地政策方面，优先安排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项目用
地。对于符合我区产业导向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用地项目，安置区块用地价格可
按不低于所在土地等别对应基准地价的
70%确定土地出让起始价。
设备补助政策方面，新设备投入补
助在《关于实施高新工业强区战略的若

干意见》补助比例基础上提高 2 个百分
点，
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上限提高 20%。
专项奖励政策方面，自新项目竣工
投产之日起，以异地安置前两年企业对
区财政贡献平均数为基数，给予五年内
超基数部分 50%的奖励，累计总额不超
过 2000 万元。为鼓励企业早建设早竣工
早投产，自企业签订安置用地出让合同
后 18 个月内完成搬迁，给予企业拆（搬）
迁补偿总额 3%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 万
元；超过 18 个月，
不予奖励。

企业家心声

金法泉（浙江鸿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努力做好江南新城发展的带头人与建设者
鸿昊集团组建于 2015 年，共
有 11 条造纸生产线，占地约 900
亩，员工 2880 余人，2017 年销售
额达到了 40.2 亿元，净入库税收
1.91 亿元。鸿昊集团有着 20 年
的造纸发展历程，为富阳经济与
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按照
区委区政府的要求，集团下属造
纸企业将在 2019 年全部完成腾
退。拥抱新时代，展现新作为。
鸿 昊 集 团 将 积 极 响 应“ 拥 江 发
展”和“三看四态促转型”的战略
部署和企业“留心留根”的号召，
充分发挥集团资源优势，坚定立
足家乡、贡献家乡的发展理念，
回归初心，重新出发，努力做好
江南新城发展的带头人与建设
者。
鸿昊集团将基于江南发展
的产业规划和战略要求，顺应新
形势下国内外发展的趋势，拥抱
新变化，重启新征程，再创新业
绩。经董事会多次讨论研究，目
前已商定集团产业整体转型的

初步发展规划。发展智能制造
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结合“中
国 制 造 2025”及 全 球 化 的 新 材
料 、新 能 源 技 术 与 智 能 制 造 应
用，集团将大力引进国内外尖端
人才和技术，以合伙制形式组建
新型企业，
继续坚守实业。
此外还将参与总部经济发
展。鸿昊集团将积极参与江南
新城商务区建设，建造集商贸、
研发、办公为一体的总部大楼，
并积极做好招商工作，推动商务
区尽快发展。
希望政府抢抓机遇，加快政
策落地，让江南新城的企业都能
真正感受到“留心留根”政策带
来的发展信心，再掀江南新城企
业家二次创业浪潮。企业人才
培养需要周期，引进需要投入，
保留更需无微不至地呵护，希望
政府加快江南新城教育、医疗等
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让高端人才
能够安心长期扎根富阳工作。

发展总部经济和创新型经济的企业
对具备较强资本优势和经营优势的
集团企业、企业联盟、大企业因不符合产
业发展规划需要拆迁的，鼓励企业单独

或联合建设企业总部，发展创新型经济、
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安置区块为：鹿
山、江南、银湖总部区块。这些企业可以

享受相关土地政策、专项奖励政策、创新
型产业用地政策。

(1)安置条件：
企业单独建总部，需符合我区总部
企业认定条件或前两年年均实缴税收
1000 万元以上。
多家企业联合建总部，需满足前两
年年均实缴税收总额 1500 万元以上。
（2）鼓励政策：
发展总部经济和创新型经济的企
业，可享受专门的土地政策、专项奖励政
策和创新性用地政策。

土地政策方面，
企业单独建总部，
原则
上可分割销售面积不得超过项目总建筑面
积的20%，
鼓励企业100%自持，
自持部分参
照自用办公用地进行地价修正。投入使用
后，
两年内年均实缴税收2000万元以下的，
按地上自持办公部分建筑面积给予500元/
平方米的补助，
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两年
内年均实缴税收2000万元（含）以上的，
按
地上自持办公部分建筑面积给予 1000 元/
平方米的补助，
最高不超过800万元。

专项奖励政策方面，对已入驻并符
合总部认定条件的企业，五年内根据其
对区财政贡献环比增长额部分给予
100%的财政奖励，每年最高奖励额不超
过 500 万元。
创新型产业用地政策方面，对企业
符合我区创新型产业目录的项目，经审
查，搬迁安置地区块可直接按创新型产
业用地挂牌供地，地价按工业用地基准
地价 1.5 倍确定。

符合区内异地安置条件自行解决土地和厂房的企业
对符合区内异地安置条件的拆迁企
业，通过拍卖、转让、兼并、租赁等方式获
得工业用地并达到相应投资强度要求
的，享受以下专项奖励政策。
按拍卖、转让、兼并等过程中实缴税

费形成的本区财政贡献，给予全额奖励，
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企业签订三年以上租赁合同的，前
12 个月按实际使用面积给予租赁企业
10 元/（平方米·月）的补助，补助金额最

高不超过 100 万元。
自竣工之日起，以拆迁前两年企业
对区财政贡献部分的平均数为基数，给
予该企业三年内超基数部分 50%的奖
励，
累计总额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

符合条件的企业如何领取
“留心留根”
大礼包
（1）项目申报。企业根据自身所属
类别（区内异地安置、发展总部经济和创
新型经济、自行解决土地和厂房），向所
在乡镇（街道）提出预申报，并附相应实
施方案。
（2）项目审核。乡镇（街道）对申报

项目初审后，出具初审意见，并送领导小
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部
门对预申报项目进行集体预审查，提出
书面预审意见，
报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
（3）项目验收。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
试生产一年后，
企业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

出验收申请，
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部
门对项目进行验收，
并出具验收报告。
（4）政策兑现。在合同或《富阳区工
业企业“留心留根”项目申请表》约定的
时限前竣工投产的，可以享受《实施意
见》的相关政策。

刘金贤（浙江金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借征迁机遇优化集团产业结构
浙江金鑫集团始建于 1972
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金
鑫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从一家
名不见经传的乡办企业，发展成
为 一 家 拥 有 30 多 家 子 公 司 、
5000 余名员工、总资产超 50 亿
元的集机械制造与电器加工、工
程建设、商贸地产、矿产投资等
板块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
2018 年是杭富轨道交通、彩
虹快速路、绕城西复线等融杭重
点项目建设的关键之年，同时也
是杭州中环的启动之年，这些项
目的中心在银湖，建设的主战场
也在银湖，并且这些交通格局的
形成将为银湖实现跨越发展、无
缝对接杭州大都市、拥抱大都市
新型城区架起发展的快速通道。
本次地铁沿线征迁，金鑫集
团下属鸿世电器、春江茶机、金
鑫钢构、建华特钢等多家企业将
计划搬迁。金鑫集团将积极响
应富阳区委区政府的号召，全力
配合政府征地拆迁工作，为富阳
融杭交通银湖街道片沿线道路
情况改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其实，早在区委区政府“留
心留根”政策出台之前，金鑫集
团就已经在自谋出路。鸿世电
器去年就已在鹿山街道自行购
买土地，2019 年即将顺利搬迁投
产；春江茶机将搬迁安置于银湖
街道东坞山村；金鑫钢构已在银
湖 街 道 沈 家 坞 租 用 了 60 亩 土
地。
金鑫集团将借此次地铁沿
线征迁机遇，进一步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主动淘汰高能耗落后产
业，引进国内一流的高端装备制
造业，不忘初心、坚守实业，实现
金鑫集团的涅槃重生，确保集团
规模、利税等指标与目前相比不
降反升。
作为银湖街道商会的会长
单位，金鑫集团也将在自己力所
能及的范围中帮助政府与银湖
街道各个相关拆迁企业进行沟
通与协调，做好服务配套工作。
呼吁所有银湖街道企业积极支
持配合政府的征迁工作，确保银
湖街道相关征迁工程按照区委
区政府的安排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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