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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项新旧动能转换有奖有补
市财政局、市经信委公布《威海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工业企业提质增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本报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于淑华

格技改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年度

生产性设备投入100(含 )万元
以上技改项目，或经市级以上
科技部门认定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生产性设备投入100(含 )
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

按设备投入额一年期银
行贷款基准利率(无银行贷款
的视同贷款 )，补助标准最高
为利息总额，单个企业最高补
1000万元；对生产性设备投入
100(含)万元以上、300万元以
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连续补
助2年。

格智能化改造
企业购置工业机器人和

智能化制造系统(指工业机器
人自带系统 )，实施“机器换
人”项目；项目当年采购工业
机器人和智能化制造系统金
额100万元及以上。

使用工业机器人和智能
化制造系统进行智能化改造
的，按当年设备购置款的10%
补助；对依据安全生产标准认
定有较大危险性生产环节、有
毒有害生产环节购买使用机
器人的，按设备购置款的15%
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150万
元。

格工业强基项目
承担国家工业强基工程

项目且验收合格的，一次性奖
200万元。

格质量标准提升
新获国家工业品牌培育

示范、国家质量标杆、省级质
量标杆的企业。

奖励国家工业品牌培育
示范企业、国家质量标杆企业
100万元，省级质量标杆企业
20万元。

格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新获国家级制造业创新

中心、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市级企业
技术中心、市级行业技术中心
认定的企业。

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奖300万元；省级制造业创新
中心奖100万元，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奖30万元至50万元；市
级企业技术中心、市级行业技
术中心奖20万元至30万元。

格工业设计中心奖励
新认定国家、省、市级工

业设计中心的企业(机构)。

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省
级工业设计中心、市级工业设
计中心分别奖励 1 0 0万元至
200万元、30万元至50万元、20
万元至30万元。

格工业设计大奖奖励
获 中 国 优 秀 工 业 设 计

奖、山东省“省长杯”工业设
计大赛等工业设计大赛奖项
的，获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
金奖的企业奖励 5 0万元，获
山东省“省长杯”工业设计大
赛金奖、银奖、铜奖的企业分
别奖 3 0万元、2 5万元、2 0万
元。

格采购工业设计服务补助
向在威海注册的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经过市级认定
的工业设计机构采购工业设
计服务，且采购金额 3 0万元
(含 )以上。按实际发生额50%
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 3 0
万元。

格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拥有市级及以上企业技

术中心；围绕《威海市产业关
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开展新
产品新技术研发并实现产业
化；项目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或拥
有已被受理的发明专利 ;项目
产业化后年新增销售收入300
万元以上。

实现重大突破，拥有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或填补国内空
白的发明专利，年新增销售收
入2000万元以上的重大技创
项目，最高奖励200万元；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具有核心自主
知识产权，年新增销售收入
300万元以上的技创项目，最
高奖励30万元。

格首台 (套 )技术装备和
关键核心零部件研发

列入工信部、省经信委首
台(套)技术装备和关键核心零
部件目录的企业。

对新列入工信部、省经信
委首台(套)名单的技术装备和
关键核心零部件，分别按研发
投入总额20%、10%的标准奖
励，单个企业最高奖50万元。

格发展智能制造
承担国家、省智能制造示

范和智能制造专项项目的，分
别奖励单个企业100万元、50
万元。对认定的市级数字化车
间、智能工厂的奖励，按不超
过智能制造设备购置额1 0%
的标准奖励。已获市级技术改
造补助资金支持的智能制造
设备，按照差额奖励。单个企
业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格企业“两化”融合
经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或

授权机构)批复的“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达标企业，对达标企
业一次性奖予30万元。

格“两化”融合典型示范
项目

连续3年参与“两化”融合
评估，平均得分85及以上，且
实现各业务关键环节协同集
成应用的，实施具有典型示范
效果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
融合项目。按总投资额的8%
给予奖励，单个企业最高奖不
超过20万元。

格总集成总承包商业模
式示范推广

在威注册、独立法人、从
事总集成总承包业务的装备
制造或信息技术服务企业；项
目合同额达1000万元以上，或
合同额达500万元以上且项目
采购国内设备、产品、材料、软
件、服务等合计价值占合同金
额60%以上。合同履行完成。

格标准化制定
按照不高于合同额3%的

标准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最高
奖励50万元。

格实施工业“绿动力”计划
针对新建、置换或替代高

效环保锅炉(以电、天然气、高
效煤粉、水煤浆、生物质为燃
料 )示范项目，统一按照锅炉
吨位实行一次性奖励，奖励标
准不超过10万元/蒸吨，单台
锅炉最高奖励50万元。

工业企业实施的日出热
水量30吨以上、具有完好计量
设备的太阳能集热应用项目，
日产热水每吨奖励6000元，同

一企业最多不超过100万元。
格节能技改及产业化项目
以燃煤工业锅炉改造、

余热余压利用、电机系统节
能、能量系统优化为重点，且
节能量达 5 0 0吨标准煤以上
的。

按竣工后实际节能量(第
三方机构评价 )奖励，标准为
240元/吨标准煤。

以绿色照明、高效节能产
品、节能环保技术设备生产与
推广为重点且投资额200万元
以上的节能技术产业化项目。
按不超过投资额的10%奖励，
单个项目最高奖100万元。

格发展循环经济
投资额300万元以上的资

源综合利用、循环化改造或再
制造经济效益显著、示范作用
明显的。按照不超过投资额的
10%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50万元。

格开展节能诊断
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审

核、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或能源
审计等节能诊断的，分别奖5
万元。

格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入选国家制造业单项冠

军示范、培育的企业分别奖励
200万元、100万元；入选山东
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奖
励20万元。

格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医

药与医疗器械、新材料、海洋
生物科技规模以上企业，科
技部备案通过并获得编号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有市级以
上研发机构，上年度研发经
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例达5%以上；主导产品有自
主知识产权；企业资产状况
良 好 ，资 产 负 债 率 不 高 于
60%；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 1 2 % 以上，利润总额增长
10%以上。

每个产业优选5家企业，
每家奖30万元至50万元。

格企业申请行业准入或
规范认定

首次获国家公告行业准
入或规范认定的传统优势产
业企业(不包括强制要求取得
准入行业)，每家奖励30万元。

格企业进区入园
新搬迁进入特色专业园

区的企业(不包括强制要求搬
迁企业 )，竣工投产后最高奖
励30万元。

新搬迁进入省级认定化
工产业园区(聚集区)的化工企
业，竣工投产后最高奖励30万
元。

格工业行业协会建设
由市经信委指导监管、新

成立的市级工业行业协会的
牵头发起企业，奖励20万元，
支持工业行业协会发展的，每
年补助最高20万元。

格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新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

产单位保密资格证、武器装备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武器装备
科研生产许可证、装备承制单
位资格证其中之一的，每证奖
励5万元。

新列入国家《民参军技术
与产品推荐目录》的企业，奖
励10万元。

申请开拓军民融合市场
奖励资金项目，当年主营业务
收入达5000万元且军方采购
占比达10%，对主营业务收入
达5000万元、1亿元、5亿元、10
亿元且军方采购额占比达到
10%的，分别奖励10万元、20万
元、50万元、100万元。

格工业企业参加展销
参加国内展销活动(广交

会和威海境内展会除外 )，且
申报年度参展展位费总额达
到10万元及以上，补助不超过
展位费的40%，单个企业最高
补10万元。

格工业企业开展网上营销
在天猫或京东设旗舰店，

最高补助不超过10万元。符合
条件的网店，补助不超过5万
元。

格纺织服装产业时尚创
意平台建设

列入市级以上新旧动能
重大事项、助力时尚产业发展
的纺织服装时尚创意平台。据
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7〕
第10号)，根据投资规模，给予
一定资金补助。

新旧动能转换，事关今后的经济运行质量、经济安全，必将坚定不移地执行。
8月初，威海市财政局、市经信委在调研基础上，联合制定《威海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

进工业企业提质增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年度预算专项资金形式，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有效期至明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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