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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进行时

一周热点

本报讯 （记者王 涵）为深入

实施“两轮两翼”战略 ,进一步深化

产学研协同创新 ,日前，我市出台

《南阳市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 ,促
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加强和规

范专项资金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

《办法》规定，对我市技术转移

服务机构进行奖励和补助 ;对承接

市内企业研发项目并成功实现产

业化提供技术支持的我市高校和

科研院所给予补助 ; 对引进转化市

外科技成果的企业以及合作开发

的项目给予补助 ;对大型仪器设备

共享使用方进行补助。

对引进的科技成果以及合作

开发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省和

市产业发展政策；技术含量高 ,创新

性强 ,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处于成果转化阶段 ,生产技术成熟 ,
经国家法定的行业认定机构鉴定、

认定、审定、检测或用户认可；项目

计划新增投资规模适中 ,资金来源

基本确定；产品附加值高 ,市场前景

良好 ,产业带动性强 ,经济和社会效

益显著。

具体的奖励和补助标准为 :对
新认定的国家级 ,省级、市级技术转

移示范机构 ,分别给予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补助；对促成技术成

果在我市转移转化的技术转移机

构 ,按技术合同交易额的 5%给予

补助 ,同一项目多次转让不重复补

贴 ,单个技术合同补贴金额最高 10
万元 ,同一技术转移机构每年补助

金额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对承接

市内企业研发项目并成功实现产

业化的 ,按照技术合同交易额的

10%对技术输出单位给予补助 ,每
年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对引进转

化市外先进技术的成果以及合作

开发的项目 ,按技术合同交易额的

10%对技术承接单位给予补助 ,单
个企业最高补助不超过 100 万元；

对提供和使用大型仪器设备的单

位 ,按年度实际收取或支付费用的

20%给予奖补 ,每家每年最高补助

10万元。

《办法》指出，转化资金使用坚

持“公开透明、规范运作、统筹规划 ,
突出重点 ,注重效益”的原则 ,确保

资金使用安全、规范、高效。

《办法》要求，加强监督管理 ,对
弄虚作假、虚报冒领、恶意骗取奖

励补助资金的单位 ,除予以通报批

评外 ,追回全额奖励补助资金 ,并不

再受理该单位各类科技研发、成果

转化专项资金的申报。同时，强化

县区和项目实施单位的责任，建立

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绩效评价结果

作为年度预算安排和资金分配规

模的重要依据。

新闻回放：8月 1日，我省推出

6个方面共 21条新政，打出优化政

府采购营商环境的“组合拳”，进一

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此次改革

力度空前：针对投标保证金问题，

新政策要求，自 8月 1日起，在全省

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再向供应商收

取投标保证金，代之以供应商提供

投标承诺函。

点评：政府采购是政府对财政

性资金的使用，政府采购在整个

市场中占有非常庞大的份额，做

好政府采购中的营商环境优化必

会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发展。

深化“放管服”改革

县区视窗

本报讯 （记者张 松）新野县

着力实施“两轮两翼”战略，持续加

大对骨干企业支持和帮扶力度，鼓

励扶持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发展平

台投入，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该县设

立 2000 万元科技创新基金，加大

对科技型企业的奖补、扶持力度，

着力打造区域有影响力的人才高

地、创新高地、产业高地。针对纺

织服装产业，高水平编制《纺织服

装产业规划》，按照“提升纺纱、主

攻面料、打通印染、发展服装、塑造

品牌”的发展思路，推动纺织业由

初加工向全产业链发展转变。目

前 ，全 县 纱 锭 达 200 万 锭 ，织 机

3000余台，年产纱线 30余万吨、坯

布 2.2亿米，吸纳就业 4.5万余人，

纺织服装产业总产值达 326亿元，

加大对高层次科创团队的招

引力度，增强科技创新后劲。 通

过“院县人才合作”、引进国家“千

人计划”专家、“科技人才进企业”

等一系列活动，积极推进企业与

高校、科研院所等深入合作，加大

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促

进企业新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上

水平。

加大创新主体培育力度。积

极引导新纺公司、华星科创公司、

鹏升纺织公司等纺织服装企业提

高技术装备水平，引进代表国际先

进水平的清梳联、自动络筒机、紧

密纺等纺纱技术设备。对接企业

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对不同类型创新

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发展的不同

阶段，有针对性给予资金、金融、人

才等方面的支持，激发企业创新创

业的动力和活力。

新野

创新引领促产业升级

本报讯 （记者张 松）邓州市

把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作为推进

工业转型发展的切入点，加快产业

结构优化、技改创新、龙头培育等，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先进

制造业产业集群。

优化产业结构，质量效益双提

升。以织服装产业、汽车及零部

件产业为重点，不断推动工业向

集群化、高端化迈进。今年上半

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6.4%，高于规上工业增速 8个
百分点，占规上工业比重 22.3%，

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 78.8%；

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高于规上工业增速 1.7 个

百分点，占规上工业比重 13.2%，

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 13.8%。

加快技改创新，加大研发投

入。鼓励企业通过加大技改创新

力度，引进先进设备和工艺，淘汰

落后产能，研发适销对路新产品，

提高产品附加值。永泰棉纺年均

投入 300 万元，进行技术改造，提

升产品质量。构林面粉产业进行

设备更新，产能扩大和产品提质实

现跨越发展。

壮大龙头企业，提高市场竞争

力。在 147 家规上工业中，选择

培育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

强的龙头企业。通过辐射带动，

延 伸 产 业 链 条 ，形 成 配 套 产 业

链，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于

龙头企业，政府给予资金倾斜与

政策扶持，鼓励企业创立自主品

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邓州

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

新闻回放：日前，国家统计局

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

数。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 49.7%，比上月提高 0.3个
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升；非制

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7%，比上

月回落 0.5个百分点，仍位于扩张

区间。

点评：PMI 指数小幅提高，表

明经济下行态势趋缓。当前，市

场需求略有好转，企业信心和生

产经营活动都有所恢复，表明宏

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效果开始显现。

制造业景气回升

新闻回放：今年，我国实施了

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最新统计

显示，减税降费效应不断释放，上

半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11709
亿元，其中减税 10387亿元。作为

今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重

头戏”，深化增值税改革在 4月到 6
月累计实现整体净减税 3185 亿

元，其中原适用 16%税率的行业包

括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受益最

大。

点评：实 施 更 大 规 模 减 税 降

费，会促使各地树立起以有限的

资 金 高 质 量 平 稳 发 展 战 略 理 念。

目前，各地都已清醒地认识到了

减税的现实压力，也都在探索调

整支出政策，聚焦如何把有限的

资金投到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可以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预期效应正在体现。

减税降费效应释放

我市出台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

本报讯 （通讯员杨 伟）7 月 31
日，南召县产业集聚区组织干部职

工及恒利康生物、源达集团、鑫泰钙

业等十家企业负责人，赴镇平县学

习项目建设和党的建设先进经验。

考察团先后到想念集团、巨豪

智能机床公司、嘉适智能制造公司、

邦洁厨卫用品公司等企业，考察企

业文化、发展规划、建设周期、工艺

流程、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先进做

法。随后，他们又来到老庄镇凉水

泉村，听取了该村在基层党建、脱贫

攻坚、村集体经济发展、“互联网+旅
游”、村后备干部储备等方面的先进

经验介绍。

考察结束后，各个企业负责人

谈了考察心得，大家都深刻地感受

到了自身与镇平县产业集聚区企

业在管理理念、文化建设及项目进

度方面的差距，表示在下一步的发

展中，要在推动项目快速落地投产

的同时，加强党的教育和文化建

设，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以文化

凝聚员工合力，形成党的建设、企

业文化和项目发展齐头并进的良

好局面。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负责人表

示，集聚区及区内企业将此次考察

学习活动为契机，理清发展理念，以

正确的思路规划好企业发展方向；

规范企业管理，加强文化建设和提

高员工凝聚力；注重党的建设，结合

自身实际，将学习到的党建先进经

验融入企业发展中去，充分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让党员成为引

领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取长补短 共谋发展

南召组织企业负责人学习

南阳大正科美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树脂涂料制造为主，集科研开生产销售、施工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现代化

的全自动特种涂料生产线 8条，环保水性工业涂料生产线 4条，年生产能力达 1万吨 本报记者 于 鸣 摄

南阳高新区清科光学厂是一家生产从事光学球面冷加工的高科技企

业，现有专业加工及检测设备百余台（套），具有完好的质量管理体系，产

品广受好评 本报记者 于 鸣 摄

质量管控严 产品受好评

自动生产线
科技含量高

本报讯 （记者王 涵）记者日

前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我市完成

2018 年度产业集聚区企业分类综

合评价工作，共 772 家规模以上制

造业企业和 82 家规模以下制造业

企业参与评价。其中，133 家企业

获评 A 类企业、B 类企业 641 家、C
类企业 80家。根据企业分类结果，

我市明确支持 A类企业做大做强，

鼓励 B 类企业改造提升，倒逼 C 类

企业退出转型，推动企业对标改

造、提档升级。

3月份以来，根据《河南省产业

集聚区企业分类综合评价办法》和

《南阳市产业集聚区企业分类综合

评价实施细则》规定，市产业集聚

区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各产

业集聚区管委会，对 15家省定产业

集聚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和占

地 5亩（含）以上的规模以下制造业

企业开展了分类综合评价。评价

体 系 包 含 主 要 指 标 和 加 分 项 指

标。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主要

评价指标有亩均税收、亩均利润、

研发投入强度、单位能耗总产值、

单位污染排放税收等 5项，规模以

下制造业企业主要评价亩均税收

指标。

根据年度综合评价结果，以产

业集聚区为单位，将综合评价得分

在产业集聚区排名前 50%的企业根

据亩均税收和研发投入强度两项

指标得分之和，从高到低排序，按

评价企业数量的 15%确定为 A类企

业——优先发展类；将综合评价得

分在产业集聚区排名后 50%的企

业，根据单位能耗总产值和单位污

染排放税收两项指标得分之和从

高到低排序，按评价企业数量的后

10%确定 C 类企业——倒逼转型

类；将除 A类、C类以外的企业确定

为 B类企业——鼓励提升类。

据了解，产业集聚区企业分类

综合评价将有利于构建完善的企

业转型发展引导机制，推动企业加

快转型升级，增强产业集聚区对全

市转型发展攻坚的支撑带动作用。

产业集聚区企业分类评价结果出炉

133 家企业获评 A 类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栋察）

方城县以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县为统

领，狠抓企业运行、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环境优化、服务保障等工

作，持续培育壮大主导产业，提高

信息化环境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扶持企业加快转型发展。

打造产业集群。该县以产业集

聚区为载体发展优势产业集群，致

力打造以轴承为重点的机械装备和

以超硬材料为重点的新材料 300亿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年产值 100亿
元的特色农产品加工和年产值 100

亿元的高科技新兴产业集群，建设

产城一体、产游融合的高新科技园

区。产业集聚区成为产业集群商标

培育基地，以轴承为主的机械装备

制造业形成完整闭合产业链；超硬

材料产业被评为省级特色产业集

群，大颗粒“首饰用钻石”产销量

占全球近半份额，核心技术打破了

国外巨头对钻饰品领域主流原材料

的垄断，使我国在钻石饰品主流领

域领跑全球。

力促转型发展。综合运用承接

转移、延伸链条、技术改造、兼并

重组等措施，加快食品、新型建材

等传统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

扶持宛北水泥、宛北环保、金裕城

门业等项目加快发展高端建筑建材

制品，实现产业升级、技术创新、

集群发展，组建集生产、制造、服

务于一体化的综合型企业集团。扶

持金馥植物油、金穗面粉、鑫源粮

油、裕盛食品等农副产品加工项目

扩产增效，增加产品种类，着力提

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创 新 招 商 模 式 。 从 各 乡 镇

（街道）、县直相关单位选派 95 名

招商专员，以高端化、绿色化、

智能化为目标，瞄准长三角、京

津冀、珠三角、环渤海等主要区

域和大中城市，积极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和沿海发达地区产

业转移，紧盯目标企业、重点客

商和知名科研院所，重点围绕轴

承、超硬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以及

文化旅游、高新技术等朝阳产业

招商，突出引进产业龙头企业、

领军企业、核心配套企业、关联

企业、上下游企业，持续壮大膨

胀产业规模。

主导产业特色鲜明 招商专员“有的放矢”

方城提高企业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