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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

大，多元资金保障网正加速形成。记者

获悉，央地多方正加紧开展新一轮培育

工作，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的发

展道路，“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培育十

万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万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针对企业

融资需求，财税金融等支持举措将

齐发力，包括百亿元奖补资金、股权

融资、挂牌上市等多元投融资渠道将进

一步完善。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系列惠企政策

效果正逐步显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融资难题有所缓解，但仍需进一步发力

开展精准化服务，包括拓展直接融资渠

道、完善动产融资管理机制等，提高企

业融资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进一步激

发其经济增长活力。

“专精特新”企业壮大扩围

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将软体机器人技术应用于工业自

动化领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司

CEO高少龙告诉记者，当前政府部门对

企业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包括

使用第三方软件服务的“服务券”、银行

贷款优惠、国际专利补贴、高端人才落

户支持等，筑牢企业健康发展基础，增

强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这是我国力挺“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工信部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 6 月初，我国培育了 1832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96

家单项冠军企业，带动了各地培育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3.7 万家，入库培

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1.3 万家。

在此基础上，央地正在密集部署新

一轮培育工作。工信部日前组织开展第

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

并提出完善相关支持政策，推动技术、

人才、数据等要素资源集聚。地方上，近

期包括北京、湖南、青海、新疆、黑龙江

在内的多地密集公布新一批培育企业

名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

药、高端装备等成为重点培育方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

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记者表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长期专注于细分市场，创

新能力较强、配套能力突出，是产业链

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大力培育和支持相

关企业，有利于增强产业链创新能力，

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具有

重要支撑作用。

更多支持举措将进一步发力。记者

获悉，“十四五”期间，工信部将实施中

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提升工

程，形成“百十万千”专精特新企业群

体，通过“双创”带动百万家创新型中小

企业，培育十万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

及千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资金保

障上，工信部联合财政部在“十四五”时

期将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累计

安排约 100 亿元奖补资金，分三批重点

支持 1000 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高质量发展。

地方也将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作为政策布局重点。其中，贵州

今年将通过加大资金支持和人才培训

等措施，培育 100 家以上“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湖南则计划“十四五”期间全省

每年重点培育 300 家左右省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织密多元资金保障网

针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面

临的“融资难”问题，多元资金保障网正

进一步完善。

日前海南省股权交易中心设立“专

精特新板”，现场 30 多家企业集体挂

牌，金融机构现场为挂牌企业授信 20

亿元。5月 31日，湖南召开全省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股权融资对接会，旨在为

中小企业和投融资机构搭建对接的

平台，帮助企业畅通融资渠道，扩大直

接投资。

记者从多方获悉，更多“真金白银”

将进一步涌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财

政方面，6月 17 日，大连发布稳市场主

体 12 条政策措施，提出对 2021 年首次

认定为国家级和省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分别给予 60 万元和 30 万元

的一次性奖补。日前印发的《山东省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1 年行动方案》

提出，将用好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培育一

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信部数据

显示，通过部省联动目前已有 29 个省

市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专

项资金支持。

金融支持上，银保监会日前进一步

明确，对掌握产业“专精特新”技术、特

别是在“卡脖子”关键技术攻关中发挥

作用的小微企业，要量身定做金融服务

方案，及时给予资金支持。此外，包括上

海农商银行、浦发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

正面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有针

对性的金融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鼓励挂牌上市为相

关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例如广东

提出，力争未来五年推动 300 家“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登陆沪深交易所主板、

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等，助力广东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山西将开展“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上市及挂牌培育，积极组

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中入库，推荐

优秀“专精特新”企业成为省级重点上

市后备企业。

加快拓展直接融资渠道

在专家看来，随着一系列惠企政策

效果的逐步显现，“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融资难题有所缓解，但仍需要发

力改善相关企业的融资环境，拓展直

接融资渠道、完善动产融资的管理

机制。

“从融资情况来看，股权和债券融

资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

力度仍有不足。同时动产融资发展较

慢，管理机制上不顺畅，如应收账款融

资面临棘手的确权问题等，导致企业虽

有融资需求却无融资能力。”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规划所工业投资

研究室主任李杨对记者表示。

对此，李杨建议下一步一是拓宽

直接融资渠道，加强“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的上市辅导，鼓励有实力的

企业登陆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

等。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债券

的增信支持，简化发行注册流程。探索

完善投贷联动机制，加强对“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二是发展科

技贷款，建立科技信贷产品体系，开

展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股

权质押贷款等融资业务，满足“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技术研发、成果转

化、装备购置、并购重组等融资需

求。三是推行普惠型贷，重点增加对

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业链

供应链自主可控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对

在“卡脖子”关键技术攻关中发挥作用

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予量身定做

金融服务方案。

刘向东表示，当前“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在拓展市场和融资方面尚需获得
更精准的服务，特别是针对其研发创
新投入需要更多财政税收优惠政
策。除了通过多元化资本市场增加

直接融资渠道外，还需要优化间接融

资渠道，降低间接融资成本，提高“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融资的便利性和可获得

性。 据《经济参考报》

初夏时节，走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广袤无垠的绿色

草原，只见蓝天白云下，一排排高耸入云的大风车随风缓缓

转动，把不竭的风能转化成电能输送到远方。

国华巴彦淖尔风电有限公司川井风电场运行值长王泽

介绍说：“我们公司总装机量是 43 万千瓦，现在已全部投

产，年发电量 10亿千瓦时。今年第一季度风况较去年第一

季度有所增长，发电量达到 3.3 亿千瓦时。”

乌拉特中旗是巴彦淖尔市重要的风光电基地。2020

年，该旗风光电新能源并网发电累计达 76.4 亿千瓦时，实

现产值约 39亿元。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依托丰富的风光生物质资源，因地

制宜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新能源，先后引进了国电、

华电、中电投、中广核等 60 多家企业，优化能源结构，推进

能源低碳化。以风、光发电为主的新能源产业正在成为改变

能源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绿色新动能。截至目前，全市新

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518 万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的

70%，新能源装机规模占比居全区之首。

“十三五”期间，巴彦淖尔市新能源发电 442 亿千瓦时，

新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比重约 48%，新能源发电共节约标

煤 13247万吨，减排烟尘 145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346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 4133 万吨，减排灰渣 5154 万吨，减排氮

氧化物 298 万吨，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贡献了力量。

韩继旺

6 月 21 日下午，在乌海市举行的 2021 年招商引资重

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总金额 973 亿元的 16 个项目集中

签约。

据介绍，这些项目涵盖了新材料、新能源、生态环保、高

端精细化工、航空、铁路物流、现代农业、服务业、旅游业等

多个领域。其中新材料类项目总投资 443 亿元，包括湖北兴

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有机硅新材料、农药中间体等一组项

目等 4个项目，这些项目建成稳定投产后，预计产值 627.3

亿元，可实现税收 122.3 亿元，带动就业 8725 人。新能源类

项目总投资 454.84 亿元，包括内蒙古建龙包钢万腾特殊钢

有限责任公司低碳绿色示范园项目等 3个项目，预计建成

稳定投产后，产值有望突破 700 亿元，将进一步优化乌海市

能源结构，为乌海市“碳达峰、碳中和”探索新路径。

此次集中签约的 16 个项目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

市场前景好，对加快推动乌海市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

调整，全力打造新能源、新材料基地，全面助力乌海由工矿

城市向生态城市、创新城市、智慧城市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为保障签约项目顺利落地建设并投产，乌海市将对项

目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一对一服务”，并拿出自我革命精

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优化再造服

务流程，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动、减成本，努力实现

要件最精、环节最简、时限最短，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办事创

业。 郝飚

敖汉旗新惠镇党委围绕“五化协同、大抓基层”主线，突

出党建引领、产业引领、机制引领，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

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保障。依托扎赛营子村富民产业党

建联合体，打造新惠镇党建引领有机杂粮产业发展共同体。

共流转土地 4800 亩，户均年增收 5100 元；吸纳 51 户农民

入股 420 万元，股民年人均增收 3000 元；吸纳 47 户贫困

户贴息贷款 150 万元入股合作社，年人均增收 1800 元；吸

纳周边 2300 户农户签订 6.5 万亩杂粮回收订单，年人均增

收 1300元。 高锐钢 许吉亮

本报讯 6 月 21 日，正威（包头）新材料科

技产业园开工奠基仪式在包头市举行。

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孟凡利，

全国政协委员、正威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

银分别致辞。

孟凡利在致辞中说，在建党 100周年即将

到来之际，我们十分高兴共同见证正威（包头）

新材料科技产业园的开工建设。正威国际集团

是中国民营企业排头兵，是享誉全球的世界

500 强企业，我们很愿意与集团开展密切合

作，实现共赢发展。面向“十四五”，包头市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立足地区实际提出了打造“四基地两中心一高

地一体系”、建设富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经济中

心城市的目标。以今天的项目为开端，正威国

际集团与包头合作建设“三个园区”、打造“三

个千亿”、实现“三个第一”的目标将逐一展开，

包头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为项目建设和产业发

展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支持，与集团携手共创更

加美好的未来。

据悉，正威（包头）新材料科技产业园建设

内容包括金属新材料产业园项目、非金属新材

料及新能源项目、供应链项目，以及研发中心、

物流中心等项目。 宋阿男

正威（包头）新材料科技产业园开工建设

敖汉旗新惠镇
创新“三引领”机制强产业、提效益

巴彦淖尔市：
“双碳”路上贡献“风光电”

乌海市集中签约
16 个重点项目
总金额 973 亿元

多路资金齐发力
重大项目融资迎来“黄金期”

资金组合拳力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多家银行收紧贵金属业务
抄底黄金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