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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 2016 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 

第 20 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安康代表团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工作部门： 

《2016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第20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

资贸易洽谈会安康代表团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对照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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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 

第 20 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安康代表团工作方案 

 

2016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第20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

贸易洽谈会（简称 2016 丝博会暨第 20 届西洽会）将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至 17 日在西安举办。为切实做好 2016 丝博会暨第 20

届西洽会筹备工作，确保取得实效，根据 2016 丝博会暨第 20 届

西洽会总体方案，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围绕 2016 丝博会暨第 20 届西洽会“共建新平台，共促新发

展”主题，紧扣“追赶超越、绿色崛起”以及建设美丽富裕新安

康的基本要求，以项目为抓手，以产品展示为窗口，兼顾向西开

放和向东招商引资两个方面，全面开展招商和经贸交流活动，推

介宣传安康，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区域协作，力促招商引资工作

实现新突破。 

二、活动内容 

我市代表团举办或参加的活动主要有： 

（（（（一一一一））））主办主办主办主办、、、、承办的活动承办的活动承办的活动承办的活动    

1.1.1.1.安康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商务环境说明会暨安康市重点安康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商务环境说明会暨安康市重点安康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商务环境说明会暨安康市重点安康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商务环境说明会暨安康市重点

项目签约仪式项目签约仪式项目签约仪式项目签约仪式    

时    间：5月 12 日 15:00-18:00 

地    点：曲江惠宾苑宾馆 

内    容：安康高新区商务环境说明及重点项目推介、组织

安康市重点投资项目集中签约，会议规模 300 人。 

牵头单位：高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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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市招商局、市科技局、市台办 

2.2.2.2.““““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    

时    间：5月 13 日 14:00-18:30 

地    点：曲江国际会议中心一层玫瑰厅 

内    容：举办“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邀

请中央部委及省政府领导出席，安康市委、市政府领导以及县区

政府领导在会上作主题演讲和产品推介。根据情况组织与会代表

参观考察安康富硒产业。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陕西省人民政府、中国

公共外交协会 

承办单位：2016 丝博会暨第 20 届西洽会执委会、中共安康

市委、安康市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协办单位：省商务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贸促会、省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省食药监局、省果业管理局 

3.3.3.3.““““百名台商安康行百名台商安康行百名台商安康行百名台商安康行””””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时    间：5月 14 日-15 日 

内    容：邀请省台办“‘一带一路’”台商西部行”活动考

察团百名台商来安参观考察，举办招商项目推介座谈会，会议规

模 200 人。 

牵头单位：市台办 

配合单位：市招商局、高新区管委会、瀛湖生态旅游区管委

会 

4.4.4.4.在陕异地商会合作恳谈会在陕异地商会合作恳谈会在陕异地商会合作恳谈会在陕异地商会合作恳谈会    

时间：5 月 16 日 16:00-18:00 

地点：西安雅集大厦  

内容：与东北、河北、河南、川渝等在陕异地商会召开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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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推进招商工作，需求合作契机，会议规模 100 人。 

牵头单位：市招商局 

5.5.5.5.岚皋岚皋岚皋岚皋走进西安经贸旅游项目合作恳谈会走进西安经贸旅游项目合作恳谈会走进西安经贸旅游项目合作恳谈会走进西安经贸旅游项目合作恳谈会    

时    间：5月 6 日 9:30-11:30 

地    点：西安止园饭店 

内    容：与在陕异地商会、企业家代表进行座谈，重点推

介岚皋县招商引资项目、旅游合作项目，进行特色产品展示，会

议规模 200 人。 

牵头单位：岚皋县人民政府 

（（（（二二二二））））参加大会组织的部分活动参加大会组织的部分活动参加大会组织的部分活动参加大会组织的部分活动    

有针对性地参加 2016 丝博会暨第 20 届西洽会开幕式及“一

带一路”地方领导人对话会、中韩高层合作论坛、台商推介会等

投资贸易促进活动。 

（（（（三三三三））））做好陕西展馆安康展区组展参展工作做好陕西展馆安康展区组展参展工作做好陕西展馆安康展区组展参展工作做好陕西展馆安康展区组展参展工作    

安康展区位于大会消费品板块（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B2 馆），

共有展位 60 各，展览面积 450 ㎡。其中，汉滨区、汉阴县、石

泉县、平利县、旬阳县各 5个展位，宁陕县、紫阳县、岚皋县、

镇坪县、白河县各 4 个展位；高新区 6个展位，恒口示范区 5个

展位，瀛湖生态旅游区 3 个展位；综合产业 1个展位。 

布展时间：5月 9 日-5 月 12 日 

展会时间：5月 13 日-5 月 17 日，每天 9:00-17:00 

组织方式：采取统一设计、统一布展、统一组织、统一管理

的模式，集中展示我市“秦巴明珠·生态安康”的形象，重点推

介我市良好的投资环境、生态环境和名优特色产品、重点招商项

目，展示内容、展品由县区和部门按要求提供。 

负责部门：市招商局，市工信局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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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机构 

市政府成立 2016 丝博会暨第 20 届西洽会安康代表团，组织

机构如下： 

团团团团                长长长长：：：：徐启方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副副副副    团团团团    长长长长：：：：赵俊民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秘秘秘秘    书书书书    长长长长：：：：刘福全  市政府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副秘书长：：：：亢岁润  市招商局局长 

成成成成                员员员员：：：：市委宣传部，市发改委、市招商局、市财政局、

市工信局、市旅游局、市国土局、市教育局、市卫计局、市文广

局、市科技局、市规划局、市住建局、市人社局、市商务局、市

农业局、市林业局、市水利局、市药监局、市台办主要负责人和

各县区政府县区长，高新区、恒口示范区、瀛湖生态旅游区主要

负责人。 

代表团下设综合、投资洽谈、布展和宣传四个工作组。  

综合组综合组综合组综合组：：：：负责总体安排、组织协调、后勤保障、检查督办和

代表团交办的其它工作。由市招商局局长亢岁润任组长，市直相

关部门、高新区、恒口示范区、瀛湖生态旅游区和各县区负责人

为成员。联络员：市招商局副科长王鹏，联系电话：15877630783。 

投资洽谈组投资洽谈组投资洽谈组投资洽谈组：：：：负责招商项目的征集筛选、推介对接、预约撮

合、洽谈签约、联络衔接、统计成果。由市招商局副局长曹朝阳

任组长，市直相关部门、高新区、恒口示范区、瀛湖生态旅游区

和各县区负责人为成员。联络员：市招商局副科长林晓辉，联系

电话：13992564570。 

布展组布展组布展组布展组：：：：负责展厅的设计、搭建、布展和组织参展等工作。

由市招商局副局长丁进君任组长，市直相关部门、高新区、恒口

示范区、瀛湖生态旅游区和各县区负责人为成员。联络员：市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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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局纪检监察员喻秋，联系电话：13909153082。 

宣传组宣传组宣传组宣传组：：：：负责宣传报道工作。由市委外宣办主任赵方任组长，

成员从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安康日报社、安康电视台、安康

人民广播电台、市政府网站抽调。联络员：市招商局科员吴海燕，

联系电话：13891557633。 

各县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要尽快落实责任领导，成立工作机

构，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分解任务，迅速启动各项筹备工作，并

于 2016 年 4 月底前将机构组建情况和联络员名单、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报市代表团综合组。 

四、工作要求 

((((一一一一))))扎实做好重点项目准备工作扎实做好重点项目准备工作扎实做好重点项目准备工作扎实做好重点项目准备工作    

各县区、高新区、恒口示范区、瀛湖生态旅游区、市直有关

部门和项目业主要抓紧做好招商项目的策划、包装、征集和筛选

工作。在筛选项目时，要紧密结合资源优势、发展条件和市场前

景，精心策划包装一批产业关联度高、辐射作用大、市场前景好、

技术起点高的大项目、新项目、好项目上报市团投资洽谈组。要

对意向协议项目和在谈项目进行全面梳理，筛选推出一批有望签

约的项目。要面向社会征集一批有招商引资需求的中小企业项

目，编集成册，纳入推介计划。要发挥项目业主的主体作用，指

导项目业主积极“走出去”推介项目，寻求商机，开展前期洽谈。

会前各县区、各部门要派出小分队集中跟踪一批有望签约的项

目，实行责任到人，加强服务，争取签约，努力完成年度招商引

资任务。各类招商项目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符合安康循

环发展的要求，经过论证审批和包装，项目推介材料规范准确，

市上统一编制重点项目册。 

((((二二二二))))切实做好项目洽谈签约服务切实做好项目洽谈签约服务切实做好项目洽谈签约服务切实做好项目洽谈签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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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积极做好洽谈信息服务积极做好洽谈信息服务积极做好洽谈信息服务积极做好洽谈信息服务。。。。2016 丝博会暨第 20 届西洽会的

“预约撮合系统”将对各市（区）分团的招商项目进行全程撮合、

服务。各县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要加强前期信息的收集，及时上报

重点项目或投资意向，市团和各县区要及时把撮合派对信息反馈

给项目业主，指导、帮助和组织项目业主主动参与投资洽谈预约

撮合工作。 

2.2.2.2.认真组织会期洽谈认真组织会期洽谈认真组织会期洽谈认真组织会期洽谈。。。。各县区要积极组织重点项目单位和项

目业主参会参展，帮助企业注册并进入大会展商管理系统，以便

大会统筹安排洽谈撮合。要组织各参展企业现场值守人员，随时

与有意向的客商开展对接洽谈。要组织不少于 50 户项目企业对

口参加大会有关投资贸易促进活动，配合做好会前、会期和会后

的全程跟踪服务工作，并将各企业名单和项目、产品资料提前报

市团投资洽谈组。各县区要在会前会期策划举办形式多样、注重

实效的专题投资促进活动，并将方案报市团投资洽谈组。 

3.3.3.3.精心组织项目签约精心组织项目签约精心组织项目签约精心组织项目签约。。。。2016 丝博会暨第 20 届西洽会期间，

除组织好参加省团的集中签约外，市团还将在“安康市重点项目

签约仪式”上组织一次项目集中签约。各县区、高新区、恒口示

范区、瀛湖生态旅游区和市直有关部门务必落实好参会项目业主

和投资客商，并将签约项目单行材料、签约文本、双方签字代表

及联系方式于 4月底前报市团投资洽谈组。 

((((三三三三))))认真做好布展参展工作认真做好布展参展工作认真做好布展参展工作认真做好布展参展工作    

布展工作由布展组统一负责，布展费用由市、县区分级负责。

各县区、高新区、恒口示范区、瀛湖生态旅游区和市直相关部门

要尽早筹划，抓紧落实参展企业和项目，要积极提供资料和展品。

布展要紧扣“秦巴明珠、生态安康”的主题，结合专业化、国际

化的总体要求，按照“突出特色、简约大气、整体特装”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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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科学运用现代化展示技术，按照高标准、高水平的要求，突出

文化氛围、投资环境、项目特点、产品特色的宣传展示和推介，

注重增强服务功能和洽谈气氛的营造。 

((((四四四四))))全面落实筹备工作任务全面落实筹备工作任务全面落实筹备工作任务全面落实筹备工作任务    

市政府主办或承办的活动，是市代表团在 2016 丝博会暨第

20 届西洽会期间工作的重点。各牵头部门要结合时间要求，提

前拟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主动做好对接服务，精心组织

实施；各参与单位要积极配合，按照职能分工，认真做好客商邀

请、项目筛选、企业组织等工作；各县区要积极参与，充分发挥

系列活动的平台优势和品牌效应，按照方案要求，组织辖区内相

关部门和企业参会参展。 

市代表团各工作组要加强组织协调，落实职责任务，制定工

作方案，抓紧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各县区、高新区、恒口示范区、

瀛湖生态旅游区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领导是参会参展筹备工作

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抽调得力人员组成工作班子，

主动与市代表团各工作组密切联系、配合协调，精心组织和开展

各项筹备工作。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和工作

效率，主动、积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及时协调解决筹备工作

中的困难和问题，按时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各项筹备工作顺

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