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简介

致力于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决策咨询服务的领导者！



智库定位

诞生于上海，是专业为政府、园区及企业提供决策咨询

与系统规划解决方案的高端智力服务机构。

⚫场景化导向：专注于创新载体规划、有机更新规划、产业详细规划、

主题地块策划、政企决策咨询、精准招商服务与绿碳创新规划等需求场

景，提供特色定制的场景化解决方案。

⚫实操性聚焦：拥有一支富有职业理想、具备丰富规划咨询经验的人

才队伍，积累了一大批来自政、商、学界的高级专家，已成功为各级政

府、园区及企业提 2000+ 项规划咨询服务。

⚫高质量助力：坚持“专业、高效、实战”的价值观和“国际视野、

全维评估、多规合一、可行方案”的咨询特色，深入长三角，服务全国，

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品牌 13+ 年

实操 2000+ 项案例

覆盖 18+ 个省 / 直辖市 / 自治区

服务 3 大国家级新区 20+国家级园区

深入 80%+ 长三角地区重点城市

业务布局

跟踪 4 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专业团队

福
睿
智
库

福睿智库拥有一支富有职业理想、具备丰富咨询经验

的人才队伍，核心研究员平均 10 年以上从业经验，

100% 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均来自美国常春藤、英

国G5、985等国内外知名院校。



福睿智库为地方政府、产业园区、

产业新城、平台公司、产业地产运营商

及重点企业提供功能、产业、土地利用、空

间形态、开发运营等融合性规划服务，致力于

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一站式融合性、落地性规划

研究服务提供商。

细化咨询服务颗粒度、强化规划研究专业度

凸显多规融合适配度、提升多维资源整合度

业务特色



业务特色

多规融合
功能、产业与空间适配

强化功能对空间引领，落实空间对功能承载，

实现产业、功能规划与空间规划深度融合

摸底调研
全维度综合评估

城市开发边界、城市规划、土地规划、

生态功能区划等多规叠合评估

产业详规
研判产业规律与内在逻辑

产业持续跟踪研究，深入挖掘内在规律和发展逻辑，

聚焦细分赛道、适配产业解决方案

多维空间
综合解决方案

拥有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沙盘和多媒体

动画制作等多维度空间解决方案提供能力

注重运营
实施与规划落地

强化开发时序、开发模式、招商运营模式

的创新和实战，指导规划方案的落地实施

多方合作
强强联合，优势叠加

强化开放式合作研究，联合业界知名机构，

整合业界知名专家，实现优势叠加

功能引导空间

规划解决方案



规划体系

融合性、落地性规划

产业详规 分类指导 空间落地

•产业综合研判

•产业组合卡位

•定制产业N张图

•地块分类评估

•地块分类引导

•更新策略与时序

•更新模式设计

•概念规划

•节点城市设计

•建设设计

•空间产品适配

摸底调研 精准对标 项目策划 政策设计 运营策略 招商实施 数据测算 增值服务

战略卡位

•战略要求与卡位

•功能定位

•目标远景与指标

1 2 3 4

•运营管理模式

•新基础设施

•智慧园区

•时序与近期安排

•摸底调研

•全维评估

•承载力评估

•园区整合与分类

•案例库支撑

•寻找精准对标

•多维案例借鉴

•嵌入园区载体

•产业引擎项目

•创新平台类

•生产服务类项目

•生活配套类

•产业招商政策

•转型引导政策

•有机更新政策

•区域合作政策

•科技创新政策

•招商模式设计

•定制招商地图

•线上招商系统

•沪上招商活动

•目标测算

•财务测算

•人口及配套测算

•用地配比测算

•物业体量测算

•对接接口基地

•专家整合

•园区考察

•项目对接

•资源整合

1 2 3 4 5 6 7 8

创新载体规划
场景

有机更新规划
场景

产业详细规划
场景

主题地块策划
场景

精准招商服务
场景

政企决策咨询
场景

绿碳创新规划
场景



• 立足规划实践与专业经验，针对各级政府、专业园区和重点企业

的七大需求场景，提供特色定制的场景化一站式规划咨询综合解

决方案，助力各地产业转型升级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七大场景定制规划咨询综合解决方案

创新载体规划 有机更新规划 产业详细规划

主题地块策划

绿碳创新规划政企决策咨询 精准招商服务



场景1 · 创新载体规划
问题聚焦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以“技术创新” 和“自主创新” 为特征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

新形势下，地方政府如何构建整合创新资源、谋划创新平台、设定创新赛道、培育创新主体、构建创新体

系、设计创新政策、赋能区域转型，形成区域可持续的创新动能，形成适配资源、体现特色、落实实操的

地方创新驱动表达。

2如何谋划创新动能，推动地区经济

和产业向新、向高、向特发展？

3如何立足禀赋，前瞻思考，统筹

谋划具有地区特色的创新体系 ？

1
如何落实国家、区域、省级创

新驱动的总体战略要求？ INNOVATION!

4如何错位竞合，融入区域创新链同时

能够提升自身创新的差异化竞争力？

5
如何选择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

动态平衡创新产业与传统产业？

7 如何疏通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痛点堵

点，实现实现链链耦合互动？

8 如何提升创新平台功能，实现创新

体系生态化运行？

6
如何聚焦提升创新能力，实现重

点产业赛道的优势突破？

9 如何发挥平台公司作用，提升其开

发建设与产业引导职能？

10 如何围绕产业人、科技人差异化

需求，营造创新配套环境？



场景1 · 创新载体规划

准确解读国家、区域总体战略

多年国家、区域、城市规划战略研究积累，

准确解读上位战略要求，精准谋划地区差异化定位

创新载体规划综合解决方案体系

强化创新平台赋能、集聚创新要素、营造创新氛围，

形成侧重成果转化的创新体系综合解决方案

多年高新技术产业研究经验，优选未来赛道

持续跟踪张江、硅谷等标杆园区，自建产业数据库，

对新产业、新经济有着精深的研究功力

侧重规划落地，形成构建创新生态的实施路径

明战略 优赛道

精方案 重实施

提出集聚创新企业、人才、机构和基金的有效策略，

策划平台项目，提出创新政策清单，构建转化环境

福睿智库依托于多年高能级创新载体规划实践经验，形成了“明战略、优赛道、精方案、重

实施”的创新载体规划的综合解决方案。

福睿方案



场景1 · 创新载体规划
全周期、全维度高能级创新驱动平台及园区规划实操经验。

➢ 10+年深度合作，张江科学城全周期研究

➢ 50+高质量案例，张江科学城全维度研究

➢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产业研究

全周期研究 全维度研究 标杆产业研究

长期跟踪研究张江科学城，连续

多年参与张江科学城产业发展年

报、多次编制张江医学园区发展

报告、张江文化产业年报。

拥有张江科学城战略研究、产业

规划、科技服务、创新平台、地

块功能、专业园区等多领域全维

度研究实践经验。

通过未来产业的前瞻发展研究及

细分赛道的动向长期跟踪，对高

科技产业规划有着前瞻性的研究

经验与认知。

福睿特色



福睿智库拥有多个高能级科学城、科技

城、科技型产业园区等创新载体总体战

略、产业规划等专业服务经验，助力优

质创新要素集聚，推动地方创新平台提

升创新动能，加速自身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载体规划

标杆案例

⚫ 科学城/科技城战略规划

⚫ 科技型产业园区产业规划

⚫ 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研究

⚫ 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

⚫ 新兴产业规划/研究

上海 · 张江科学城产业发展研究规划
上海 · 张江高科技园区产业发展报告

( 连续 8 年 )
武汉 · 东湖科学城产业发展规划

东莞 · 松山湖科学城南部滨湖地区
城市设计国际竞赛

舟山 · 海洋科学城总体战略发展规划 杭州 · 钱塘科学城产业发展规划



场景2 · 有机更新规划

`

如何有效全维评估？
摸清存量家底，实现精
准施策 ？

如何提升存量资源使用

效率，有效缓解用地资

源紧张趋势 ？

如何实施更新建设，构建
适合产业、功能要求的产
业新空间 ？

如何打造引擎项目，搭

建创新应用场景落实精

准招商 ？

如何重塑产业竞争优势，
做好腾笼换鸟，构建与
时俱进的产业体系 ？

如何明确产业发展所需的核心

功能，实现产业功能与空间精

准适配 ？

如何快速撬动开发，选

择启动区，落实启动区

方案 ?

如何用好核心资源，在增

量资源稀缺大背景下实现

培大育强 ？

采取怎样模式整合各方资源，

加快资源导入，实现有效的可

持续开发模式 ？

如何推进新旧动能有效

转换，有效推动传统产

业新兴化 ？

面对增量资源稀缺，存量资源挖掘已成为地方政府提升空间效能、增强发展动能、提高经

济密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存量用地有机更新工作涉及面更广、操作更复杂，既要摸清家底、

分类引导，又要合理定位、明确赛道、空间适配，还要设计模式、规划路径、创新政策，更要整合资源、

合理测算、有序实施。

问题聚焦



场景2 · 有机更新规划

系统摸底调研
独创评估研究工具，实现

全维摸底、量化评估

园区更新规划
开发区整体更新，

镇街工业园区改造提升

整合分类引导
分类引导、行动方案、实

施方案、长效管理平台

引擎项目策划
围绕关键环节卡位，强化

各类引擎项目策划实施

有机更新导则
根据地块基础条件与属性，

制定针对性更新方案

空间规划与产品设计
产业空间规划与项目布局，

创新空间产品设计

产业提升规划
提供针对具体待更新、待

开发地块的产业规划

更新政策设计
针对性设计向上争取和

内部出台的产业政策

立足多年规划实践，福睿智库自研形成涵盖系统摸底调研、园区分类引导、有机更新导则、

产业提升规划、整体更新规划、更新地块策划、更新空间设计、更新政策设计等针对有机更新规划场景的

系统化解决方案。

福睿方案



场景2 · 有机更新规划
福睿智库坚持“功能产业引导下的更新规划”，通过落实到宗地的摸底调研评估，借鉴上海

等地成功经验，侧重细分赛道选择与产业生态构建，强化产业与空间的适配引导，注重更新模式、实操路

径设计、细化更新时序、启动区规划与引擎项目策划，提供针对性更新政策设计和投融资测算，福睿智库

有机更新解决方案形成了系统化、体系化、落地化、定制化于一体的特色优势。

分级分类更新引导方案

产业赛道与生态构建

空间产品适配与引导方案

更新策略与开发导则

可行模式设计与引导

启动区方案及引擎项目

针对性更新政策设计

落实到宗地系统评估

产业功能

为引导

福睿特色



福睿智库践行高质量发展新理念，综合研

判土地开发强度、经济密度、创新热度、

企业梯度、要素浓度和环境绿度要求，重

点推进城市与园区土地分类梳理，积累了

丰富的有机更新规划标杆案例经验。

有机更新规划

标杆案例

⚫ 园区分类引导与更新导则

⚫ 开发区整体更新规划

⚫ 专业园区更新规划

⚫ 启动区更新策划

⚫ 产业转型提升规划

杭州 · 萧山区镇街工业园区分类发展指引、
63个城中村更新导则、工业用地更新导则

杭州 · 萧山、余杭、富阳区近 50 个
街镇工业园区更新实操案例

上海 · 金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更
新、产业转型摸调研和产业布局规划

嘉兴 · 秀洲国家级高新区产业转型园区更
新调研与策略研究

舟山 · 普陀城西产业及城市更新规划
上海 · 宝钢不锈钢冷轧工业基地

更新策划



场景3 · 产业详细规划

产业详规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ETAILED PLANNING

优质项目稀缺的背景下，
如何招商画像，实现精准招商？

如何培育内生动力，
构建有竞争力的产业生态？

产业同构背景下，聚焦哪些细分赛道？

如何为未来产业，预留弹性空间？

如何厘清产业内在逻辑，实现资源精准匹配？

产业详细规划如何有效落地实施 ？

聚焦抓哪些链主项目，
提升产业链活力？

如何响应产业对空间的要求，实现
“产业-功能-空间” 精准适配？

产业加速迭代的背景下，产业规划研究普遍面临产业逻辑研究不透、产业链卡位不准，与

区域资源匹配不够，与载体空间适配不强、与创新生态的链接不紧、与招商工作脱节等诸多问题，已不能

适应新时期地方政府及专业园区的产业发展要求。

问题聚焦



场景3 · 产业详细规划

• 产业格局、规模、趋势

• 产业链-创新链-链主企业

• 技术路径、应用场景

• 政策导向、上位规划

• 产业发展问题与机会

1.产业全景扫描

• 区位、交通和资源

• 产业链基础

• 企业布局

• 产业要素资源

2.全维摸底评估

• 细分赛道选择

• 技术线路图

• 产品线路图

5.技术与产品线路

• 区位、交通和资源

• 产业链基础

• 企业布局

• 要素集聚情况

4.精准战略卡位

• 区位规模相似

• 发展阶段相近

• 国际国内案例

3.精准案例对标

• 核心发展、重点发展

• 产业发展二级目录

• 产业发展三级目录

6.产业地图绘制

• 龙头型企业

• 创新型企业

• 平台型企业

• 产业服务组织

• 科技研发机构

7.构建产业生态

• 产业布局

• 用地配置

• 新型产业载体项目

8.产业空间适配

• 产业发展技术线路

• 产业应用场景打造

• 创新创业资源导入

• 关键要素支撑

• 企业系、创业系

9.产业实施路径

• 定制招商策略

• 精准招商地图

• 引擎项目聚焦

10.精准招商方案

福睿智库以多年产业跟踪研究与实践经验，形成了全扫描、精卡位、选赛道、明路线、重

生态、融空间、强策略、图谱化的深度、落地的产业详细规划解决方案体系。

福睿方案



福睿特色

场景3 · 产业详细规划

定制产业图谱
产业生态全景图、产业位势

分析图、技术创新线路图、

产业招投分布图等图谱

构建产业场景
围绕产企人，依托场景库，

构建产业发展场景体系及

相应解决方案

资源要素适配
围绕双碳要求，强化能耗、

节能减排硬约束底线评估，

适配生产生活服务配套要求

强化专家支撑
整合强大多领域产业专家团

队，保障新产业研究的深度

和专业度

持续跟踪产业
内设多中心长期跟踪张江、

硅谷等标杆园区，对产业趋

势动态保持高度敏感

研判细分赛道
以精细产业筛选评估分析，

明确可导入的产业组合，明

确标杆、重点和配套产业

强化六链聚合
通过研究“产业-价值-双创-

资金-服务-人才” 六链聚合，

聚力抓链主企业与平台建设

构建四系生态
通过导入企业系、构建创新

系、培育创业系、完善配套

系，构建产业集群竞争力

福睿智库长期跟踪重点产业领域，依托系列产业详规服务与高级产业专家资源协同，对产

业细分赛道保持着高度敏感与深度理解，通过创新研究工具、强化资源适配、赛道逻辑解剖、深化六链聚

合、注重四系建设、定制产业图谱、适配产业空间、强化专家支撑，形成了福睿产业详规特色服务优势。



福睿智库长期跟踪服务以上海张江高科技

园区为代表一批国家级高科技园区、产业

开发区、特色产业园区，积累了丰富的产

业详细规划的实战操作经验。

产业详细规划

标杆案例

⚫ 国家级/省级园区产业详规

⚫ 头部区县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 重点产业专项产业规划/研究

⚫ 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生物

医药、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规划

上海 · 张江科学城产业总体规划，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上海 · 金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22 年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无锡 · 锡山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宛山湖生态科技城产业发展规划

宁波 · 前湾新区产业发展规划
杭州 · 萧山“两带两廊”

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天津 · 中新生态城临海新城

产业发展规划



场景4 ·主题地块策划
问题聚焦 如何找到国家省市战略的“锚”，为主题地块策划找到大方向里的新机遇？如何科学严谨分析，

导入“持续活力”的产业生态？如何选择最适合运营策略，确保政府、运营商、企业与公众多方收益？针对主

题地块的小尺度特性，其业态赛道的颗粒度与运营项目的落地实操性是策划方案的生命力所在，做好主题

地块策划之前，需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入而严谨的思考。

• 不同尺度的地块

如何差异化定位？

• 旧厂房、产业园、

老城区如何定位？

• 主题定位的推导

思路是否可行？

• 判断依据和定位

内涵是什么？

• 核心驱动力是什

么？产业发展路

径如何设计？

• 什么产业可以作

为发展引擎？

• 哪些产业极具潜

力？必不可少？

• 如何打造有生机

活力的产业生态？

• 资源怎样能快速

高效的导入？

• 如何进行“招商

选商优商”？如

何确定目标客群？

• 如何增加落地的

可能性？

• 有哪些创新的推

介方式？

• 如何搭建持续运

营，多元盈利结

构？

• 如何搭建专业的

产业服务平台？

• 如何提升项目整

体财务表现？

• 新的技术手段如

何为运营赋能？

• 如何获取政府精

准有效的政策支

持？

• 产业发展、园区

招商、运营的政

策需求是什么？

• 如何利用好现有

政策？如何创新

突破？

• 如何在空间规划

设计中具体落实？

• 目标、指标、坐

标如何对应？

• 文态、业态、形

态怎样融合？

• 功能与空间规划

如何无缝衔接？

• 韧性、柔性等新

理念如何体现？

• 启动初期如何能

快速见成效？

• 什么样的项目具

有标杆示范作用？

• 引擎项目如何发

挥带动效应？

• 首发项目如何选？

• 启动区如何建设？

1 找方向 2 寻动力 3引资源 4落空间 5 定行动 6谋共建 7 树标杆



场景4 ·主题地块策划
福睿方案

主题功能
定位

产业体系
构建

招商资源
对接

开发运营
策略

政策利用
清单

空间规划
设计

引擎项目
策划

市场环境分析

发展条件评估

纵向匹配对接

横向竞争比选

定量分析

定性判断

价值链分析

多维分步筛选

核心产业选定

产业体系构建

发展指引

生态打造

客户需求分析

确定目标客群

招商行动方案

资源信息导航

大数据分析

新媒体推介

用地条件分析

功能结构规划

建筑景观设计

城市风貌引导

多规融合

韧性规划

多元主体参与

资源有机导入

财务测算

风险评估

滚动开发

高水平产业服务

现有政策梳理

政策利用建议

对标案例研究

一事一议清单

特定政策需求

政府部门对接

引擎项目策划

首发项目遴选

启动区选择

建设任务分解

多方案比选

后发效应分析

福睿智库提供从战略策划、产业规划、概念规划、城市设计到后续招商运营的全程研发服

务链，形成全维度评估、全产业研究、全方位资源对接的一应俱全综合解决方案。

主题定位 产业生态 招商指导 规划设计 运营策略 政策支持 引擎项目



场景4 ·主题地块策划
福睿特色 福睿智库多年深耕主题地块策划服务，形成了深化评估、“策划+“服务、构筑微生态、产业

与功能空间高度匹配、全球规划视野的核心特色产品优势。

主题地块
策划

小地块往往是创新探索的沃土，福睿智库拥有

国际案例库与操作国际项目经验积累，提供

“中国经验与国际标准相结合”

全球视野对标融入

提供从顶层设计到实际开发运营的全程服务，

既可顶天（高瞻远瞩）立地（切实可行）、又

能笑傲（借力发展）江湖（打出特色）

讲好故事干出实事

以数据比较、实地踏勘、综合分析等多种

方式判断分析载体与周边的竞合关系

市场竞合深度分析
测算地块上的经济、人口、就业等目标指标，

并进行财务平衡、敏感性、风险分析等

数理模型精确测算

目标客户精准画像

强化产业策划、项目策划、场景策划和招商

策划，提供产业规划+策划+实施“一揽子”

解决方案

“策划+”服务模式

对可能入驻园区的企业、平台进行空间、政策

需求研判；对园区居业人群进行需求特征分析；

使开发运营更具针对性



福睿智库通过创新需求预测模型、财务测

算模型、业态筛选模型等研究工具，完成

了大量城市综合体、产业社区、特色小镇

项目的策划案例，结合长期产业业态跟踪

积累，在主题地块综合策划场景中拥有丰

富实操经验。

主题地块策划

标杆案例

⚫ 专精特新载体策划

⚫ 特色产业社区策划

⚫ 特色小镇产业策划

⚫ 科创园区概念规划

⚫ 产业综合体策划

上海 · 张江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
功能策划定位研究

上海 · 张江南区备用地
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研究

武汉 · 武钢大数据产业园产业策划

苏州 · 昆山维胜科创园
产业功能与概念规划

杭州 · 萧山衙前纤纺活力小镇
城市设计与战略发展规划

泰州 · 中国医药城精准医疗小镇
产业策划与招商运营方案



场景5 · 政府、企业决策咨询
问题聚焦

读
懂

读懂机遇，形成精准落位的行动方案

读懂自己，建立全维可视的对标模型

读懂概念，解析陌生新词的本质特征

读懂战略，紧跟上位政策的内涵导向

读懂趋势，掌握外部环境的外延变化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如何科学严谨、及时高效地解读宏观政经环

境变化、研判产业与科技创趋势、明辨新概念新热点，明晰定位，研判风险，把握机遇。



场景5 · 政府、企业决策咨询
福睿方案

宏观分析与经济预测

地方产业跟踪和企业战略研究

时政热点与产经事件解读

考察调研与专题培训

应对举措、思路与综合建议

• 国际宏观形势分析

• 国内经济形势分析

• 区域经济形势分析• 分析重大事件、重要战略对地区发展的影响

• 解读国家、地区政策，并分析政策的影响

宏观

及时

专业

务实

可行

• 重点行业、战新产业、地方主导

产业跟踪研究，企业战略研究

• 立足事实与基础研判，给出应对

内外部变化的应对举措、解决思

路与综合建议
• 依托在沪政府、园区及企业资源，

提供调研考察、专题培训服务

福睿智库可为地方政府、园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落地方案、调研考察等多元定制化决

策咨询服务，研判并分析宏观政策、产业技术最新形势变化，并给出应对举措、思路与综合建议。



场景5 · 政府、企业决策咨询
福睿特色

政府
部门

重大
平台

关键
园区

咨询

福睿智库与长三角各级政府部门保持密切合作，作为外部专家定期参与季度

经济形势分析会及不定期的重大课题研讨会，可及时知悉各地方政府的关注

重点和发展思路，为区域协同、政企合作创造机会。

福睿智库与联合国工发组织等国际非政府组织长期保持战略合作

关系，可利用联合国平台获取国际数据，同时可依托进博会等各

类高等级会议活动为地区和企业提供展示交流及商务接洽平台。

福睿智库与张江、金桥、临港等多个上海市高能级园区保持近十年

的长期合作，针对研究中涉及的新产业、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可以组织针对各园区开发运营放及区内代表性企业的座谈调研，获

取最真实的信息。

福睿智库整合了一批行业专家、知名企业家，可以针对地区发展重点、难点

问题，及企业提出的具体诉求，组织召开专场研讨会，定制化解决相关问题。

+

政府重大课题

企业战略计划
行业
专家

福睿智库在快速响应、提供高质量研究供决策参考的同时，整合多方资源，助推政策落地，

放大影响力，促进决策咨询建议转化为实际有效行动。



福睿智库基于对宏观经济、区域发展、

城市战略、政策机制的深刻理解，以全

新理念、科学方法和创新工具，服务各

级政府与重点企业，拥有丰富的战略规

划与决策咨询案例实操经验。

政府、企业决策

咨询标杆案例

中美贸易摩擦对上海经济及用电量的影响

光明集团年度战略合作
浙江数字自贸区

建设总体思路和路径研究
多个地级市、国家级园区、头部区县
十四五规划思路、纲要及专项规划

面向全球城市的上海经济发展
与电能消费关系研究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多项政策分析与专项研究
2017-2021年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宏观经

济研究年度及季度报告

⚫ 重大政策解读报告

⚫ 政策落地行动方案

⚫ 政策分析及应对研究

⚫ 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 地方政府/园区中长期规划



场景6 · 精准招商服务
问题聚焦 科学严谨的规划如何指导项目招引，如何将规划成果落实到地方经济与园区发展的精准招

商方案中，如何利用新工具、搭建新平台、链接新渠道引进优质项目、链主企业？

新媒体自媒体怎么用 ？
如何用好自媒体、新媒体应对疫情
时代，实现园区招商资源“线上+线
下”联动展示，链接全球资源？

规划如何指引一线招商 ？

如何推进规划成果落地，实现场景招
商、生态招商、资本招商、环境招商、
人才招商、以商招商？

招商流程怎么管 ？
如何构建数字化招商平台，实现
项目跟踪、评估、签约、建设、
服务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产业“朋友圈”怎么找 ？
如何扩大招商“朋友圈”，链接高能
级平台、研究机构、投资机构、运营
商、中介机构实现渠道突围？

目标企业如何画像 ？

如何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绘
制目标企业画像，精准筛选目标企业，
实现产业招商的“精准制导”？

如何实现
精准招商

？



场景6 · 精准招商服务
福睿智库延展规划研究优势基础，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具，形成集新媒体展示、精准

目标企业筛选、招商数字化管控、招商资源链接的精准招商解决方案。

福睿方案

协助搭建云招商平台，采

集重点地块、产业配套资

源上云，潜在投资者可通

过VR设备、智能手机全景

访问，实现线上招商。

运用大数据挖掘与分析工具，

结合福睿智库产业研究专业

经验，提供智能化招商资源

筛选服务，最大限度挖掘潜

在项目投资机会。

数字化采集并绘制重点企业、

功能载体、产业配套空间布

局图，使可用资源和痛点短

板一目了然，有效支撑规划

的科学性与精准性。

依托福睿智库在沪的产业运

用商、规划机构、产业基金、

科创孵化机构及行业协会资

源，为地方政府、产业园区

提供考察与招商对接服务。

招商资源链接



场景6 · 精准招商服务
精准招商具有内容新、形式新、工具新、渠道新、全流程、全渠道、全天候、全类型的特

点，叠加福睿智库在沪多元产业资源对接服务，形成精准招商“产品+平台+服务” 综合方案优势。

福睿特色

渠道新 全流程

工具新 全天候

形式新 全球化

内容新 全类型
聚焦产业投资
精准招商专题

无人机全景
互动微主页

AI + Big Data +VR

线上+线下
新媒体+传统媒体

精准招商服务平台可实现
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管理

7 x24 全天候资源展示
365 全年无休平台服务

国际国内招商平台
多语言版本可选

产业类、平台类、双创
类、配套类项目招商



福睿智库通过精准招商综合解决方案，

积极推进规划成果的落地实施，运用智

能化工具服务产业招商及媒体推介等新

领域，多次组织策划产业专题考察与招

商对接活动，已积累了丰富的精准招商

服务标杆案例经验。

精准招商服务

标杆案例

⚫ 园区数字化产业招商平台

⚫ 城市/园区全景展示平台

⚫ 专业园区数字媒体推介

⚫ 数字化/智能化专项规划研究

⚫ 在沪产业与园区资源对接

⚫ 进博会等高能级平台招商发布

常州市金坛区全景招商平台

萧山未来智造小镇
产业策划及数字媒体推介

昌吉高新区“E 产通”产业服务平台
舟山数字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中国医药城精准医疗小镇
产业策划及新媒体推介

组织策划上海文化创意产业
专题考察/资源对接

福睿智库与联合国工发组织举办上海赋能长
三角城市参与全球投资和技术合作发布会



场景7 · 绿碳创新规划
双碳路径 双碳时代，地方政府及园区如何应对上位规划要求、完整指标考核，抓住绿碳转型机遇，

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生态化发新模式，构建绿色经济体系。

• 国家顶层设计、上位规划尚不明确，能耗双控、碳排双控指标考核压力重

• 碳排数据收集及技术能力储备严重不足，传统产业转型动力不足，财政资金有限

• 低碳技术产业成果转化市场信息滞后，整体规划、系统提升工程规模庞大

• 优质低碳项目储备、承接能力普遍较弱

3 个出发点

4 个主要瓶颈

5 大关键点

• 不以牺牲发展为代价

• 不以时间比拼为目标

• 不唯上位规划为框架

• 缺乏系统性提升意识

• 碳排核算能力不足

• 产业自发意愿不强

• 缺少牵引性亮点项目

• 精准画像是工作起点

• 系统提升是重中之重

• 产业转型应持续发力

• 关键领域应率先发力

• 项目策划应兼顾落地



双碳规划解决方案体系：针对政府、园区、企业提出多场景解决方案。

政府级 园区级 企业级

细
分

发展规划部门 产业主管部门

环境监管部门 招商引资部门

发展规划部门 产业主管部门

招商引资部门 企业服务部门

高耗能企业 低碳技术企业

一般用能企业 能源服务企业

场
景
及
服
务

双碳发展规划 达峰中和预测

合规监管规划

绿色园区规划 数据综合服务

地区能源台账 政策决策辅助

MRV报告 CCER管理

碳资产管理及交易

交易策略优化 碳普惠设计

ESG/CSR报告 碳金融及融资

源网荷储规划

能源供需优化

供需均衡规划

热电联产规划

EOD及运营 低碳产业导入

整体低碳转型

区域系统优化 综合能源系统

能源经济大数据 循环经济规划

平
台
搭
建

技术基础底座

IDC及超算
5G及传感设备
综合能源基建
标准制定

……

绿色融资渠道

国际项目申报 专项资金申报 绿色债券 ESG产业基金绿色信贷 绿色保险 绿色基建ABS

能源大数据平台

能源数据采集

用电需求预测

综合能源管理

能源经济GIS

智能工业互联网平台

工业企业上云

工业数字孪生

要素配置优化

3D模拟仿真

绿色局域网中枢平台

边缘计算管理

源网荷储微电网

综合能源管理

产业链协作优化

对
象

场景7 · 绿碳创新规划
福睿方案



双碳园区建设
低碳协同发展生态、工业互联网双碳园区及数字基建

园区企业双碳策略、园区公共设施及环境建设方案

商业楼宇 EOD 开发及运营
以生态为导向的发展模式(EOD)方案，EOD 项目融资渠

道方案，针对绿色建筑建设提供创新型绿色金融产品

园区 / 城市源网荷储系统
园区/城市源网荷储系统规划方案、建设实施方案，

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协助申请增量配电配额

碳普惠及碳交易机制打通
地方双碳发展规划，形成较为科学的达峰中和预测，提供

机制打通的政策建议和服务对接

福睿智库以城市、园区环境友好发展与双碳规划需求出发，重点聚焦双碳园区建设、商业

楼宇 EOD 开发运营、园区及城市源网荷储系统和碳普惠及碳交易机制创新四大应用场景。

场景7 · 绿碳创新规划
福睿特色



福睿智库积极发挥在城市与园区规划的案

例积累经验，致力于运用规划力量推进“碳

中和、碳达峰”战略落地在地方、园区规划

中探索实践，帮助多个园区、企业实施绿

碳创新规划。

绿碳创新规划

场景案例

⚫ 双碳园区规划

⚫ 商业楼宇 EOD 开发及运营方案

⚫ 园区/城市源网荷储系统方案

⚫ 碳普惠及碳交易机制创新规划

⚫ 新能源/储能产业专题研究

双碳战略下的
上海新产业技术发展的机遇和对策

氢能源应用及市场跟踪研究

上海市数据中心产业发展
及对电网影响分析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
上海产业园区电力视角解析



福睿智库
致力于打造中国地方政府

决策咨询的领导者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717号嘉杰国际广场2001室

电话：021-56478339                      主页：www.frz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