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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密集出台措施促进实体、民营、工业经济转型发展
强服务 促转型 稳工业增长

百日攻坚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振兴实体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摆到突出位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我省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先后出台转型升级、民营经济等方面的多项政策文件，引导鼓励、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加快发展。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省精神，实现全市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密集出台 《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实体企业发展的措
施》《廊坊市“千企转型”行动实施方案》《关于支持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等系列政策措施，拿出“真金白银”鼓励和支持我市实体经济、民营经济、工业经济转型
升级，推进全市经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今天，本报编辑部将相关文件进行摘登，以方便广大企业、市民了解相关政策措施。

中共廊坊市委 廊坊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促进
实体企业发展的措施

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
1. 进一步拓展民间投资领域,对民间投资实行非禁即
入、非禁即准政策。大幅放宽电力、电信、交通、市政公用设
施等领域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新型城镇化、军民融合技
术、社会领域产业的民间投资。
2. 积极推进“证照分离”改革，组织燕郊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和廊坊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取消一批、改
为备案一批、实行告知承诺一批以及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
性等分类改革措施，推进“照后减证”，大幅度精简审批事
项和程序，力争取得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经验，完善
清单管理制度，在对我市现有行政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监
管清单、行政许可中介服务清单等清单进行动态调整的基
础上，按照省统一部署，由市直有关部门负责，研究编制公
开新的清单。
3.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鼓励支持民营企业股份制改造、
上市挂牌和多渠道融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资
产负债结构，
增强企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4. 创新融资产品和服务,鼓励银行开展特许经营权、政
府采购订单、收费权、知识产权新型融资方式，拓宽银行抵
质押物范围。加快我市小额票据贴现中心发展，重点支持
小微和涉农企业持有的商业汇票贴现融资。加大对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5. 推动用地政策落实，为租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实际
建厂 10 年以上的正常生产经营企业依法办理集体建设用
地手续,对租用政府投资标准化厂房的小微企业，3 年内给
予租金优惠。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
的前提下，现有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
的，
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6.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对新认定的市级小微型创业创
新基地、河北省小微型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国家小微型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分别给予一次性 20 万元、50 万元、100 万
元财政补助资金。
7. 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对获得国家级、省级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工业设计中心的研发团队，分别给予
20 万元和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补；对填补国内空白的新产
品，给予企业研发团队 20 万元的研发补贴，对荣获河北
省优秀工业新产品新技术的企业，给予研发团队一次性
研发经费补贴 10 万元。制定廊坊市“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认定管理办法，每年培育 50 家，每家给予一次性奖补
资金 10 万元。
8. 实施品牌质量提升工程，对首次获得中国质量奖、

提名奖的企业分别奖励 200 万元、100 万元，对首次获得河
北省政府质量奖、提名奖的企业分别奖励 50 万元 、20 万
元，对新认定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奖励 50 万元，对新取得
国际商标注册的企业按注册费的 70％、总额不超过 20 万
元奖励，对新注册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新获得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的每件奖励 20 万元。
9. 搭建政务服务平台,实施“智慧政务”工程，以
“信息技术+制度创新”推动政务流程再造、政府管理体
制变革，重构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流程、标准。完善全
市统一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电子证照库，推进政务服务事项网
上受理、办理、反馈、咨询，逐步实现实体政务大厅、
网上办事大厅、政务客户端、自助终端等多种政务服务
相互融合和政务信息跨区域、跨部门交换共享，力争更
多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
10. 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坚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依法依
规及时查办垄断案件。加强诚信体系建设,落实守信“红名
单”和失信“黑名单”制度，构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机制。

廊坊市
“千企转型”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
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实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按照《河
北省“万企转型”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2018-30〕）
要求，廊坊市委、市政府决定全市实施“千企转型”推进行
动，
强力出台八项具体保障措施。
一、增强企业自主创新和设计能力。积极引导高端人
才及其创新团队向企业集聚，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
术的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和管理人才（团队）落户企业实
施产业化的给予重点支持。鼓励推动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建
设研发机构和各类创新平台。支持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设
备，开展消化吸收再创新。集中支持一批优势企业开展共
性技术、关键技术、前沿技术攻关，实施新技术新产品开发
计划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开发一批重大“杀手锏”产
品。鼓励企业加大工业设计投入，建设一批工业设计中心，
通过工业设计提升品牌价值和产品档次；开展工业设计与
产业深度融合试点示范，培育一批工业设计“明星产品”、
打造一批工业设计典型案例、推广一批工业设计植入模
式。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水平，围绕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和保护，培育一批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推行知识
产权管理国家标准，开展贯标认证，形成企业知识产权竞
争优势。
二、开展工业企业综合绩效评价。以“亩均论英雄”
“创
新论英雄”
“绿色论英雄”为导向，以综合考评、绩效分类、
精准施策为主要内容，按照分级推动、分类指导、分步实施
原则，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开、动态管理的企业综合绩效
评价体系；通过试点先行、完善提升、全面推广“三年三步
走”，逐步实现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全
覆盖。制定工业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方案，设定单位用地税
收、单位用地工业增加值、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工业
增加值排放、全员劳动生产率、R&D 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等指标，以县（市、区）为实施主体，根据综合评价
得分结果对属地内企业合理进行分类分档，依法依规制定
并实施具体的差别化政策措施，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
企业，提高准入门槛，新建、扩建项目原则上入园进区。通
过环保、质量、技术、能耗、水耗、安全等标准的约束和引领
作用，扶优汰劣调整优化资源要素配置，通过正向激励和
反向倒逼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招标公告
华润雪花啤酒天津区域公司现对下属四家工厂（天津
厂、滨海厂、河北厂、秦皇岛厂）进行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回购瓶公开招标（报名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止），
有意者请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
天 津 厂：孙经理
联系电话：13920987521
滨 海 厂：陈经理
联系电话：15122545085
河 北 厂：张经理
联系电话：13503167563
秦皇岛厂：高经理
联系电话：13603231661

招标公告
受招标人委托对世茂·悦澜城（二期）住宅小区物业管
理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招标人：固安茂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总建筑面积：
247097.55m2
报名要求：请符合条件的单位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到我公司报名
报名携带营业执照、法人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套
地址：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清华科技园
电话：2206790 孙先生

三、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设立廊坊市工业转型升级专
项资金,采取后补贴、资金奖励、购买服务等方式，对企业
技术改造、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首台（套）重
大技术装备、专精特新企业、填补国内空白产品和管理提
升等进行资金支持，促进全市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市工信
局负责研究制订《廊坊市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使用细
则》。各县（市、区）、廊坊开发区也要安排相应专项资金，支
持本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其他相关财政专项
资金，要按照“渠道不变、用途不变、各负其责”的原则，向
实施转型升级的工业企业倾斜支持。同时，进一步加大对
企业技术改造的资金支持力度，市、县分别重点支持总投
资 3000 万元以上、1000 万元以上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积极
组织项目单位申报国家、省级重大专项，争取更多政策和
资金支持。
四、强化金融支持。支持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境外多层
次资本市场融资。加强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建立政府、银行
业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公司合作机制，扩大融资担保业务
规模。发挥政府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引导作用，吸引更
多社会资本向转型升级企业倾斜支持。搭建银企对接平
台，开展多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融资洽谈活动，每年向
金融机构推荐 100 项以上转型升级项目。加强企业上市培
育，强化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
到境内外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筛选一批科技型中
小企业到“新三板”和股权交易所挂牌。积极培育上市后备
企业资源，认真规范上市后备企业改制，精心组织上市后
备企业辅导，加快企业上市要素市场建设，加强企业上市
资金扶持。到 2020 年，全市工业企业上市总数力争达到 80
家。
五、落实税收政策。严格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政
策。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
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
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对引进先进技术
和设备的企业，
按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六、强化建设用地保障。工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用地
优先列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同时在规划用地调整等方面

依程序予以支持。符合国家和省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
节约的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项目
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
的 70%执行。按比例计算后低于该项目实际土地取得成
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
的，应按不低于实际各项成本费用之和的原则确定出让底
价。充分利用国家、省有关政策，统筹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
划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工矿废弃地复
垦利用节余指标，保障工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用地。对现
有工业用地，在符合规划和安全要求、不改变用途的前提
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用地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
价款。
七、开展对标赶超和“把脉问诊”。深入开展对标行动，
引导推动企业围绕创新理念、技术装备、研发设计、产品标
准、节能减排、经营管理机制等关键环节，瞄准国际国内同
行业先进开展对标行动，引导每个企业根据自身情况确定
一个对标赶超目标企业，明确对标赶超具体目标，制定时
间表和路线图。组织企业开展对标交流培训和咨询服务，
建立对标政策激励机制，树立一批对标示范企业。支持企
业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参与或主导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制定和执行高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企
业标准。强化产学研对接合作，依托高等学校、科研机构，
建立企业转型升级智库，组建一批“企业医生”
“ 企业诊
所”，对企业开展把脉问诊，协同攻关，切实解决企业转型
升级中遇到的研发设计、工艺装备、质量控制、企业管理、
品牌塑造、市场营销等方面的问题。
八、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构建
网络、平台、安全三大功能体系，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
业”模式应用，带动和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加速制造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
展，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围绕企业网络改造提升、
云平台建设、大企业“双创”
、
“互联网+先进制造业”模式应
用、工业信息安全防护等开展示范项目培育、示范带动。开
展企业上云试点示范，推动跨领域、全产业链紧密协作，促
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优先布局工业互联网高端高新产
业，建设高水平工业互联网网络。提高工业企业信息安全
防护能力，
推广
“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标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悬赏执行公告
(2016)京 02 执 555 号
本院受理的坤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刘瑞华、北京铭林国际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 2015 年二中民（商）初字第 07597 号判决一案，案件执
行标的金额为 6800 万元及利息，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
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公告查找被执行人刘瑞华（身
份证号码：120113196207265615，居住地：天津市北辰区果
园新村街都旺新城兰芳园 11 号楼 1 门 601 号）的下落及财
产线索。
有 线 索 者 请 及 时 与 本 院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01087553191、010-87553195。
所提供财产线索若真实有效且尚未被人民法院掌握，
使本案债权全部或部分实现，
本院将依申请执行人的承诺，
申请人承担赏金。
若案外人提供被执行人刘瑞华下落，
司法
机关对其实际控制后，奖励人民币 30 万元；若案外人提供
被执行人财产线索，
经查证属实并实际执行到位的，
赏金为
实际执行到位金额的 5%，最高悬赏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本院对提供财产线索的人员的身份及其提供线索的
有关情况予以保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8 年 9 月 17 日

一、鼓励企业增产增效。对全市工业企业 2018 年度总产值
前 50 名且第四季度产值同比增长 20%以上的前 30 名规上工业企
业给予奖励，每家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鼓励企业提升质量效
益，对全市实体企业 2018 年度纳税总额前 50 名且第四季度纳税
同比增长 15%以上的前 30 名企业给予奖励，其中，1-5 名给予
“市长特别奖”，每家一次性奖励 1000 万元， 6-30 名给予“突出
贡献奖”，每家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
二、鼓励企业转型升级。对 2018 年度实际完成技改项目投
资 （以发票为准） 3 亿元 （含） 以上的工业企业，每家一次性奖
励 200 万元；对实际完成技改项目投资 1 （含） -3 亿元的工业企
业，每家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对实际完成技改项目投资 5000
（含） 万元-1 亿元的工业企业，每家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对列
入 2018 年度省千项技改项目的企业，每家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
对 2018 年度新开工并纳入技改投资统计项目的企业，每家一次
性奖励 10 万元。
三、鼓励企业做大做强。（1） 对 2018 年度新建入统规上工
业企业每家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5 亿元
的，每增加 1 亿元加奖 10 万元，最高加奖 100 万元；对由规下转
规上的工业企业每家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2） 对 2018 年度新增
入统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且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5000 万元的，每
家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 亿元的，每家一次性
奖励 40 万元。（3） 对 2018 年度新开业入统和由规 （限） 下转规
（限） 上的服务业企业，按主营业收入 2000 万元、1000 万元、
500 万元、200 万元的行业入统划分标准，分别一次性奖励 20 万
元、10 万元、5 万元、3 万元；其中新开业入统的给予加倍奖励。

关于支持工业设计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
一、强化资金支持，设立廊坊市工业设计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市财政初期安排不少于 1500 万元资金，重点支持工业设计中心建
设、设计成果转化、设计活动举办等。
二、加快市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建设，
对于建成验收后的市级工
业设计创新中心，
市政府给予连续 3 年、每年 300 万元的运营补助。
三、鼓励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对面向全市开放共享的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按专项审计核定投资额的不同规模给予
补助，
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四、鼓励企业购买工业设计服务，企业购买工业设计服务，可
申请一次奖补，奖补标准为服务合同实际发生额的 50%，最高不超
过 10 万元；对与工业设计机构建立三年以上稳定合作关系的企
业，
奖补标准可提高到 20 万元。
五、支持工业设计成果转化，
对获得省级工业设计成果转化应
用项目奖补资金，
且具体设计成果转化应用到我市域内的企业，
市
政府按核定支出费用的 50%，对单个项目予以不超过 100 万元的
奖励。
六、举办特色品牌活动，重点打造廊坊工业设计周、廊坊工业
设计创新大赛等品牌活动。
对获得廊坊工业设计创新大赛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的企业，
分别给予 10 万元、5 万元、2 万元、1
万元的奖励。
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活动，
可一事一议给予补助。
七、支持企业建设工业设计中心，
对经评估认定达到市级工业
设计中心标准的，
市政府奖励 50 万元。
八、扶植发展专业化工业设计机构，对服务机构不少于 10 家，
年纳税额 10 万元以上，经评估达到市级工业设计示范企业标准
的，
市政府奖励 30 万元。
九、引进国内外工业设计机构，
对在我市正式注册且正常运营
1 年以上，经第三方评估认定的知名设计机构、设计大师工作室，
提供不少于 3 年的免费自用办公用房租金补贴，补贴资金每家每
年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十、加强工业设计人才培养，
鼓励优秀工业设计人才来我市从
事工业设计工作，支持高校与企业联合建设工业设计产业实训基
地、订单式人才培训基地、工业设计从业人员在职培训基地。
本报记者 王文珩 整理

司法拍卖公告
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河北省霸州
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 10 时至 2018 年
11 月 27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依法通过人民法院诉
讼资产网拍卖平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对以
下标的物按现状进行第二次网络司法拍卖，现公告
如下：
一、标的物：
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1、大厂回族自治县幸福城 1 号楼 7 单元 301 号
房屋建筑物一套。拍卖保留价为 74.0352 万元，竞买
保证金为 7 万元。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2、北京市丰台区马家楼路 1 号院西区 15 号楼 13
层 1 单元 1305 室房屋建筑物一处。拍卖保留价为
480.728 万元，
竞买保证金为 50 万元。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自 2018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
在标的物的现场进行展示。

三、竞买人应在 2018 年 11 月 27 日 10 时前签订
竞买须知并交纳保证金，方可参与竞买。保证金请交
至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结算账户，户名：重庆联付通
网络结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客户备付金，以到账时
间为准，
保证金不计利息。
未尽事宜及详情请查询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河北产权网、张家口产权交易网。
联系方式：标的 1 卢先生 17603133958
标的 2 何先生 17603133968
法院监督电话：
0316-8958036（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0316-7866087（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清水河中路 21 号张家口
市产权交易中心
霸州市人民法院
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18 年 11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