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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文件

韶府规 〔２０１９〕１０号

《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的通告》 （韶府规审

〔２０１９〕１０号）已经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韶关市人民政府第十四届７６次常务会议通过，

现予印发，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

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市区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区域的通告

为了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全力筑牢粤北生态

屏障，争当北部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韶关市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扩大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 （以下简称禁放区域）：

（一）浈江区：由北江河道经武江河道、韶关北环高速、南韶高速至浈江区行政

界线所围成的区域；

（二）武江区：由武江河道经北江河道、京港澳高速、沐溪大道、沐溪一路、新

３２３国道、武广高速至韶关北环高速所围成的区域，莞韶园武江片区；

（三）曲江区：由北江河道、曲江区行政界线、南韶高速、Ｇ１０６国道、马坝镇行

政界线所围成的区域。

以上区域已包含 《韶关市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禁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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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二、禁放区域内不得许可经营烟花爆竹。

三、按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区人民政府负责牵头，会同市公安、应急管理、市场

监管等职能部门，做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相关管理工作。

四、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通告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理。

五、本通告 （韶府规审 〔２０１９〕１０号）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特此通告。

附件：浈江区、武江区和曲江区禁放区域调整示意图 〔此略，详情请登录韶关市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ｗｗｗ．ｓｇ．ｇｏｖ．ｃｎ）政务信息公开专栏查询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

韶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鼓励加快
总部经济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

韶府 〔２０１９〕２９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韶关新区，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省驻韶各单

位：

现将 《关于鼓励加快总部经济发展的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工信局反映。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８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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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鼓励加快总部经济发展的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全力筑牢粤北生态屏障，打造绿色发展韶关样板，

争当北部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加快主动融入珠三角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加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用足用好用活乳源瑶族自治县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推动现有优势企业扎根韶关做大做强，吸引域外高端企业总部进驻韶关，

推进我市总部经济发展，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群，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总部企业是指企业核心运营机构或具备总部性质的职能机构

在韶关市登记注册，并对其所投资的全部或部分企业行使经营、管理和服务职能，且

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 （包括韶关市现有企业和新设立或迁入韶关市的企业）。

第三条　建立以市政府分管领导为召集人的韶关市总部经济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成员单位包括发改、工信、科技、公安、财政、人社、商务、文广旅体、自然资源、

市场监管、教育、统计、金融、税务、政务服务数据管理等相关部门，负责统筹我市

加快发展总部经济有关工作，协调解决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市总部

经济工作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工信局，负责日常工作，并协调落实联

席会议相关决定。

第二章　总部企业的认定

第四条　申请认定总部企业，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在韶关市办理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实行统一核算，并在韶关市汇总缴纳

企业所得税。

（二）符合国家和省、市的产业政策，不属于国家和省产业导向目录中淘汰类和

限制类企业。

（三）诚信经营、依法纳税，无不良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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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有下属机构不少于２家，其中至少１家为韶关市外企业，其韶关市外下属

机构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不少于２０％。下属机构是指由总部企业全资或控

股并拥有其财务、经营管理等方面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或分支机构。

（五）承诺５年内不迁离韶关市或减少注册资本，不改变在韶关市的纳税义务。

（六）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五条　各类总部企业认定，除具备第四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外，还应按不同类型，

同时具备下列特定条件：

（一）农业。

１上一年度营业收入２亿元以上；

２上一年度在我市纳税总额不低于１０００万元；

３注册资本２００万元以上。

（二）工业和建筑业。

１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先进装备、新能源与新材料、数字经济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业：

（１）上一年度营业收入２亿元以上；

（２）上一年度在我市纳税总额不低于２０００万元；

（３）注册资本２００万元以上。

２除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外的其他工业：

（１）上一年度营业收入３亿元以上；

（２）上一年度在我市纳税总额不低于５０００万元；

（３）注册资本２００万元以上。

３建筑业：

（１）上一年度营业收入５亿元以上；

（２）上一年度在我市纳税总额不低于３０００万元；

（３）注册资本２００万元以上。

（三）服务业。

１住宿餐饮业：

（１）上一年度营业收入２亿元以上；

（２）上一年度在我市纳税总额不低于２０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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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注册资本２００万元以上。

２批发零售业：

（１）上一年度营业收入３亿元以上；

（２）上一年度在我市纳税总额不低于２０００万元；

（３）注册资本２００万元以上。

３房地产业：

（１）上一年度营业收入３０亿元以上；

（２）上一年度在我市纳税总额不低于３亿元；

（３）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以上。

４现代服务业 （含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科教文卫、体育和

娱乐等）：

（１）上一年度营业收入１亿元以上；

（２）上一年度在我市纳税总额不低于１０００万元；

（３）注册资本１００万元以上。

（四）金融业。

１上一年度营业收入３亿元以上；

２上一年度在我市纳税总额不低于２０００万元；

３注册资本２００万元以上。

（五）本办法所称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纳税总额是指企业在上一个纳税年度汇算

清缴完毕后在我市形成的营业收入、纳税总额，可以以单个企业本身数据计算，可以

将企业及其下属各级控股企业和分支机构的数据合并计算，也可以将属于同一控股母

公司的下属各级企业和分支机构数据合并计算，但不得重复计算。控股指持股比例在

５０％以上；纳税总额包括由企业自身产生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印花税、附加税等所有税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海关关税除外；对

分公司、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法律法规规定不需要注册资本 （出

资情况以资金数额、出资金额、出资总额等表述）的商事主体，不以注册资本作为条

件。

第六条　经省认定的大型骨干企业、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中国５００强企业、中国民

营企业５００强、中国制造业企业５００强 （含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的企业）等国内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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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业在我市投资新建或将市内现有机构升级为总部或者区域总部的，经市总部经济

工作联席会议批准，可适当放宽认定条件，按一事一议的方式认定总部企业。

第七条　申请总部企业认定所需提交材料

（一）现有企业应提交以下材料：

１法定代表人签署的 《总部企业认定申请表》原件；

２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对第四条第５款的承诺书原件；

４企业公司章程、资信证明文件、验资报告及近３年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

５县 （市、区）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上年度纳税证明原件；

６所辖企业名单及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明、企业机构档案材料、企业批准

证书、近３年财务报告等证明文件复印件；

７其他相关证明文件。

（二）新设立或迁入我市的企业，除提交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前三项材料外，还应

提交以下材料：

１新设立或迁入公司的投资与运营计划书原件；

２该企业下属机构接受其管理的确认函原件；

３由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的新设立或迁入公司的验资报告复印件；

４其他相关证明文件。

申报材料一式五份，复印件必须由申请单位加盖公章证实与原件相符并交验原件。

第八条　总部企业认定程序。

（一）申报。企业按要求向所在县 （市、区）工信部门提交相关材料和有效证明

文件。

（二）初审。所在地工信部门对企业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必要时可向市场监管、

税务等部门核实企业相关情况，以及到企业进行现场调查。各地工信部门初审意见报

所在地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送市总部经济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三）审核。市总部经济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

审核或聘请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评审通过后，报市总部经济工作联席会议审核。

（四）批准。经市总部经济工作联席会议审核无异议后报市政府审批认定，并由

市政府颁发认定证书。

—７—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第三章　扶持政策

第九条　财政扶持政策。

（一）设立总部企业落户奖。自本办法实施后新设立或迁入落户我市的企业，满

一个纳税年度之日起，符合第二章第四条和第五条、经申报认定为总部企业的，可申

请总部企业落户奖 （每户企业可申请一次，奖励标准见下表）。 （责任单位：市工信

局、市财政局、市统计局。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年营业收入 奖励额度 （万元）

５亿元以下 ３００

５亿元以上１０亿元以下 ４５０

１０亿元以上２０亿元以下 ６００

２０亿元以上 ８００

　　 （二）设立总部企业经济贡献奖。经认定为总部企业的，自认定之日的次年起连

续５年，可申请总部企业经济贡献奖。每年奖励金额按照该企业当年度对我市财政贡

献本级留成增量部分的５０％给予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

第十条　总部企业高管人才优惠政策。

（一）总部企业高管人才的认定：总部企业高管人才包括正副董事长、正副总经

理、监事长、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或相当层次人员。总部企业年营业收入２０亿元以上

的，享受高管人才优惠政策的人数为２０人；年营业收入１０亿元以上２０亿元以下的，

享受高管人才优惠政策的人数为１５人；年营业收入５亿元以上１０亿元以下的，享受

高管人才优惠政策的人数为１０人；年营业收入５亿元以下的，享受高管人才优惠政策

的人数为５人。享受高管人才优惠政策的人才名单实行动态管理，每两年更新一次。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人才办，各县 （市、区）政府〕

（二）总部企业自认定之日的次年起连续５年，总部企业高管人才可以享受生活

补助，每年奖励金额按照该高管当年度缴纳的综合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

５０％补助到个人。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人才办，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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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政府〕

（三）子女入园入学。每年本辖区内总部企业高管人才子女入读规范化幼儿园和

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可按规定向所在辖区教育部门提出申请，由教育部门按照就近

就便原则妥善安排，各县 （市、区）政府积极配合。〔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财政

局，各县 （市、区）政府〕

（四）住房补贴。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高管人才可享受购房、租房补贴。有购房

意愿的高管人才，可优先购买我市限价房，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但自购买之日起５

年内不得转卖；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可不受户口所在地和房型限制，在本市正

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之日起即可申请，贷款额度按相关政策提高到一般额度的２倍。有

租房意愿的高管人才，凭正式租房合同及票据可享受每月２０００元租房补贴。（责任单

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住建管理局、市人才办）

（五）发放韶关市总部企业高管人才卡。对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高管人才发放

“韶关市总部企业高管人才卡”，持卡人及其直系亲属可在我市二级 （含按照二级管

理）以上公立医院享受绿色通道服务，快速便捷就医。持卡人在我市各级行政办事窗

口可享受绿色通道服务，快速便捷办理相关业务；我市火车站、飞机场 （建成后）为

持卡人开放贵宾休息室；由市文广旅体局制作并向持卡人发放旅游券，持券可在韶关

市内特定旅游景区 〔丹霞山风景区 （５Ａ级）、南雄珠玑梅关景区 （４Ａ级）等〕免门

票参观 （一张旅游券仅供一人在一个景区使用一次），每人每年发放３００张。〔责任单

位：市工信局、市发改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广旅体局、市卫生健康局、

市医疗保障局，各县 （市、区）政府，韶关高铁站、韶关火车东站〕

第十一条　用地支持政策。

（一）总部企业用地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保障总部企业项目建设用地。大力

支持 “三旧”改造项目用地用于总部企业项目建设。对总部设在韶关的上市公司、募

投项目用地或在韶关设立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的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用地，如属于我

省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制造业项目，土地出让底价可按所在地土地等别对应工

业用地最低价标准的７０％执行，对其非生产制造项目用地，出让地价在集体决策定价

程序时充分考虑其产业因素等方面，并通过招拍挂等公开方式供地。

对年营业收入连续三年达到５亿元以上的制造业总部，可在园区规划红线范围内

符合城市规划 （规范性质为商住用地）的地块，按不超过工业用地总净用地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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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通过招拍挂等公开方式供地，用于建设人才公寓，人才公寓自购买之日起五年内

产权不得转移。

对用于引进相关产业链合作伙伴或满足发展总部经济需求的制造业企业，允许企

业将自有物业升级后进行一定比例的产权分割。可分割转让的建筑面积最高不超过总

建筑面积的２５％，且配套生活用房不可分割。〔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发改局、

市工信局、市住建管理局，各县 （市、区）政府〕

（二）市区总部基地设在芙蓉新城。由市自然资源局、韶关新区管委会做好土地

保障工作，并按照有关规划设计条件，以宗地为单位合理设置出让条件，依法依规通

过 “招拍挂”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入驻项目享受前款规定的用地优惠政策。中标企

业按统一规划的标准建设总部大楼，并享有大楼命名权。首期可在韶关综合客运枢纽

大楼划出一定面积的楼层空间，以相对优惠的租金价格提供给科创型、办公型企业设

立区域总部。（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发改局、市住建管理局、韶关新区管委

会，市城投集团）

（三）扶持乳源总部经济商务区快速发展。根据 《关于继续执行少数民族自治地

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复函》（粤财法 〔２０１７〕１１号）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乳源瑶

族自治县免征本地区企业应缴纳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部分 （含省级和市县级）

的优惠政策，从市级层面统筹规划推动乳源瑶族自治县建立完善占地１万平方米的总

部经济特色小镇，加快发展航空经济。（责任单位：乳源瑶族自治县政府，市发改局、

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管理局、市商务局）

（四）支持优质企业建立绿色生态总部。充分发挥韶关独特的生态环境、交通区

位、历史文化、全域旅游、健康养生优势，采用 “绿色生态发展用地＋总部基地建设

用地”模式，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年纳税额３亿

元以上的总部企业，可在全市范围内划定不超过１５００亩地用于企业发展绿色生态总部

经济；年纳税额２亿元以上３亿元以下的总部企业，可在全市范围内划定不超过１０００

亩地用于企业发展绿色生态总部经济；年纳税额１亿元以上２亿元以下的总部企业，

可在全市范围内划定不超过７５０亩地用于企业发展绿色生态总部经济；年纳税额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１亿元以下的总部企业，可在全市范围内划定不超过５００亩地用于企业发展

绿色生态总部经济。单个 “点状”供地项目建设用地总面积原则上不超过３０亩，占

项目用地总面积的比例不超过１５％。涉及使用林地的，原则上采取租赁或签订协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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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总部企业提供林地支持，而不改变原有林地权属。

探索推行 “点状”供地，实行总部基地建设用地与绿色生态发展用地灵活点状布

局。在城镇集中建设区外开发建设乡村休闲旅游、新兴服务业、信息产业以及农产品

加工流通、乡土特色产业等绿色生态产业项目，需要使用零星、分散建设用地的，可

实行 “点状”供地。根据 “点状”供地项目建设实际用地需要，可采取 “征转合一”

“只转不征”“不征不转”等方式进行分类管理。“点状”供地项目以项目区为单位供

地，可以单宗或组合方式供地，可通过划拨、协议、招拍挂等多种方式供应土地 （商

品住宅及别墅类房地产开发的除外）。点状供地的项目整体年限保持一致，若涉及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非建设用地租赁的，则租赁年限按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年限设定，

以保障用地方的使用权益，减少权属纠纷。探索实行 “点状”供地的项目，在制定规

划时应注意控制建筑层高和密度，点状布局的建设项目容积率按实际建设用地与计容

建筑面积计算，绿地率可不作要求。“点状”供地项目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

乡建设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的，可按照程序通过相关途径调整规划或优化建设用地布

局。（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发改局、市工信局、市林业局、市税务局、市农业

农村局）

（五）租赁办公用房的总部企业，自认定年度起，连续５年每年按照２００元／平方

米的标准给予办公用房补贴，每年最高可给予１００万元；对购置办公用房的总部企业，

给予购房价款５％的一次性购房扶持，最高可给予５００万元。（责任单位：市住建管理

局、市财政局）

（六）依法取得总部大楼用地的总部企业应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建设。超过

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１年未动工建设的，依法征缴土地闲置费；未动

工建设满２年的，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发改局、市工

信局、市住建管理局）

第十二条　金融支持政策。

支持总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鼓励总部企业上市，对企业上市给予奖励并提

供相应服务。支持总部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合资合作、依法发行债券、引进创业基金

等多种方式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总部企业扩

大信贷融资，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政策要求加大对总部企业的信贷支持，因地制

宜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探索通过银团贷款、集团授信、企业联保等方式满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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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企业的融资需求。充分发挥韶关市丹霞天使母基金等各种已有产业基金的作用，按

有关规定，引导产业基金重点支持服务和投向年纳税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总部企业。（责

任单位：市金融局、市国资委、市发改局、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人民

银行、韶关银保监分局）

第十三条　完善政务服务。

（一）实行 “绿色通道”服务。总部企业享受市场监督、税务等 “一站式”服务，

凡在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的总部企业事项，其咨询、立项、审批、登记、发证和有

关协调工作，由各级行政服务中心牵头负责。总部企业项目审批纳入市重点项目 “绿

色通道”服务范围。税务部门应为总部企业提供 “绿色通道”、预约、个性化纳税辅

导等优质服务，及时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总部企业办理退税业务，全程做好跟踪

服务，在规定时限内提速办理。总部企业所需的水、电、气、通信等公共设施及公共

交通、公共文化体育、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障等方面，各地、各有关部门应

优先统筹安排。 〔责任单位：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税务局，

各县 （市、区）政府〕

（二）建立总部企业挂点服务工作机制。将总部企业纳入市、县两级领导班子成

员挂点联系企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重点服务对象，建立定期走访制度，及时掌握并

研究解决总部企业在我市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对年营业收入１０亿元以上的

总部企业，由一名市领导和一个市直部门负责挂点；年营业收入１０亿元以下的总部企

业，由一名市直部门负责人或县 （市、区）领导负责挂点；每家总部企业对应安排一

名部门业务骨干全程跟踪服务，负责代办行政审批业务 （包括海关、发改等需报省级

审批的业务），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和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总部经济工作联

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三）粤港、粤澳通行。市公安机关负责协调省有关部门为需长期往返粤港澳三地

的总部企业高管人才办理粤港、粤澳两地车牌，负责为总部企业员工在韶办理护照、港

澳台通行证、签注等出台便利化服务措施。（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台港澳事务局）

（四）人才户籍和集体户支持。市公安局、各县 （市、区）政府应按照相关规定

负责解决总部企业相关人员及配偶落户问题，重点解决总部企业高管人才及配偶、专

业技术骨干人才及配偶的落户问题。市公安局负责解决总部企业开立集体户问题。总

部企业集体户按照一般居民户籍政策同等对待，可办理婚姻登记、计生、配偶及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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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户口挂靠等。〔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局，各县 （市、区）政府〕

（五）外籍人员工作与居留。市外专部门负责为总部企业中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

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其中符合Ａ类外国高端人才条件的人员享受 Ａ类人才的措施。

总部企业外籍人员需在韶常住的，在提供外国人工作许可等相关证明材料后，可向市

公安局申请居留许可。总部企业的外籍人员可申请办理有效期不超过５年的外国人居

留许可，其配偶及未满１８周岁子女可以申请相同期限的外国人居留许可。以上居留许

可期限不得超过其护照有效期。高管人才和专业人才按照有关规定可申请办理 《外国

人永久居留证》。（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公安局）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四条　经认定的总部企业若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款规定，应全额退回获得

的奖励资金，总部企业资格自行终止，终止后５年内不得申请我市总部企业认定。若

不退回的，市政府有权依照企业的承诺约定向企业追讨。（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

市场监管局、市财政局）

第十五条　经认定的总部企业发生更名、重组等重大调整的，应在办理相关手续

后１０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情况报送市总部经济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经市总部经济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审核确认后，由市政府重新换发认定证书。（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第十六条　企业以虚假资料骗取总部企业奖励资金以及其他优惠利益的，责令其

全额退回所获得的奖励资金以及其他优惠利益，并按照国务院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

分条例》（国务院第４２７号令）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录入失信黑榜，

取消其在我市申请各类资金支持资格５年；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责任单

位：市发改局、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

第十七条　建立总部企业名录信息库，并及时做好更新维护，定期向市总部经济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总部企业的相关经济指标，为动态掌握总部企业的变动情况

提供基础性资料。（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税务局、市统计局）

第十八条　各县 （市、区）工信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共同负责

奖励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管，对经认定获得奖励资金的总部企业，前５年应每年向所

在县 （市、区）工信部门、财政部门提供第三方出具的审计报告，实行动态监督管

理，并督促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绩效评价等相关工作。〔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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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第十九条　各级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在资金管理工作中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和廉政

建设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监察机关、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

查。〔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总部企业申请享受本市多个同类型奖励政策以对本市年度经济贡献额

作为奖励依据的，按照 “就高不就低，只享受一次”原则予以奖励。

第二十一条　总部企业财政资助按照 “谁受益、谁负担”原则，由市本级和县

（市、区）按税收分享比例负担。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如与国家和省新出台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

相冲突，按照国家和省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执行。本办法由市工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３０日后施行，有效期５年。《韶关市人民政府

关于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韶府 〔２０１３〕３８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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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韶关市降低制造业
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政策

措施 （修订版）的通知

韶府 〔２０１９〕３１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韶关新区，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省驻韶各单

位：

现将 《韶关市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修订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工信局反映。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日

韶关市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修订版）

根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

干政策措施 （修订版）的通知》（粤府 〔２０１８〕７９号）精神，为进一步降低我市制造

业企业成本，加快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订以下政策措施。

一、政策措施

（一）降低企业税收负担。

１在国家、省规定的税额幅度内，全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下调至１—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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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按标准调整到位。工业用地税额标准为非工业用地税额

标准的５０％左右，土地等级为五级，只划分为非工业用地和工业用地。依据 “亩产税

收”等指标实行城镇土地使用税财政扶持政策，对亩产税收在行业平均亩产税收

２００％、１５０％、１００％以上的，分别给予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１００％、７５％、５０％的财

政支持。落实执行全省车辆车船税适用税额降低到法定税率最低水平的政策。（责任

单位：市税务局、市财政局，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２全面落实执行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印花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广东省地方税

务局公告 〔２０１７〕４号），降低符合核定征收条件企业的购销合同印花税核定征收标

准。（责任单位：市税务局）

３允许符合条件的省内跨地区经营制造业企业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实行汇总缴纳

增值税，分支机构就地入库。（责任单位：市税务局、市财政局）

４契税税款缴纳期限调整为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之前。（责任单位：市

税务局）

５严格执行国家税务总局与广东省税务局关于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相

关规定，我市各行业均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应税所得率进行核定。（责任单位：市税

务局、市财政局）

（二）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６研究制定 《韶关市工业保护线专项规划》，加快制定制造业企业发展空间保障

的扶持措施，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要充分保障我市重点工业园区用地供给。强化制

造业招商选资和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对符合 《广东省重大项目计划指标奖励办法》

（粤国土资规划发 〔２０１８〕７１号）条件的重大工业项目，纳入省重大建设项目清单，

享受省重点建设项目待遇，争取省用地指标奖励。对于急需上马但未取得省指标的上

述项目，市予以安排周转指标。（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发改局）

７对属于省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制造业项目，土地出让底价可按所在地土

地等别对应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的７０％执行。（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发改局、

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８允许对工业项目按照规划确认的用地围墙线内面积出让。（责任单位：市自然

资源局）

９在国家规定的最高出让年限内，鼓励和引导园区、县 （市、区）根据产业、企

业的实际情况，对工业用地实行弹性年期出让供地，按照出让年期与工业用地可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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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年期的比值确定年期修正系数，对届满符合续期使用条件的，可采用协议出让方

式续期。对非入园及其他非重点工业项目试行弹性出让，出让年限在２０年至５０年之

间按实际项目情况确定。（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１０按照国家、省有关工业用地租让结合供应政策，研究制定符合我市实际的工

业用地供应方式、使用年限、分期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等实施细则，着重鼓励以租赁方

式使用土地。（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三）降低企业社保成本。

１１严格执行省出台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政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单位缴费比例按全省统一标准１４％执行，缴费工资下限执行第四片区标准，缴费工资

上限按全省统一标准执行。（责任单位：市人社局）

１２２０２０年底前，失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继续降至０８％。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

我市实施用人单位失业保险浮动费率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进一步降低缴费比

例。（责任单位：市人社局）

１３２０１９年底前，继续维持当前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单位缴费比例５５％的标准。

（责任单位：市人社局）

１４继续下调我市工伤保险缴费费率。在现行工伤保险八类行业基础费率和浮动

费率政策的基础上，对全市各参保单位工伤保险现行缴费费率再统一阶段性下调

２０％。执行期限为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责任单位：市人社局）

（四）降低企业用能成本。

１５扩大企业参加售电侧改革试点，进一步降低进入直购电市场门槛，大力扩大

我市产业转移工业园直购电市场规模及市内发电量占全省电力市场交易电量的占比。

（责任单位：市发改局、市工信局、韶关供电局）

１６支持我市高新技术、互联网、大数据、高端制造业行业企业参与省电力市场

交易。（责任单位：市发改局、市工信局、韶关供电局）

１７落实省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政策。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电

网企业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政策，进一步降低全市一般工商业电

价。（责任单位：市发改局、韶关供电局）

１８精简企业用电工程业扩配套项目审批流程和时限，实施并联审批机制。在受

电工程具备接火条件的基础上，从用电申请到装表接电平均时间压减至８０天以内，其

中规划施工报建时间压减至３０天以内。对具备电力承装资质的企业所承建的电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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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供电企业均应无歧视接入电网并及时送电。（责任单位：韶关供电局、市自然

资源局）

１９根据管道燃气经营企业的营运成本，制定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建立气源价格

与销售价格动态联动机制。（责任单位：市发改局、市住建管理局）

（五）降低企业运输成本。

２０贯彻执行省属国有交通企业全资和控股的高速公路路段，对使用粤通卡支付

通行费的合法装载货运车辆，试行通行费八五折优惠。加大粤通卡发行力度。（责任

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局）

２１实现普通货运车辆两检合并互认，降低检验检测费用。 （责任单位：市公安

局、市发改局、市交通运输局）

（六）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２２对我市在深、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市财政给予１００—５００万元奖励；对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功挂牌且注册地在我市的企业，市财政给予５０—１８０

万元奖励 （具体奖励金额以实时政策为准）。（责任单位：市金融局、市财政局）

２３研究出台 《韶关市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实施细则》，对我市开展应收账款

融资、帮助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 （通过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

款融资服务平台在线确认）的供应链核心企业择优进行奖励支持。（责任单位：市人

民银行、市金融局、市财政局、市工信局）

２４鼓励企业利用股权出质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对有融资意向企业及急需办理的

融资项目，坚持 “马上办”服务模式，落实随到随办、当场办理制度。对材料齐全的

企业，即时提交、即时审核、即时办理，最大限度简化登记手续，为企业提供便利。

加大股权出质融资的推介力度，相关部门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向各大金融机构推介市

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信用指数高的民营企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省著名商

标企业，为优质企业盘活存量资产、量身定制融资贷款方案。（责任单位：市市场监

管局、市工信局、市金融局、市人民银行）

２５探索建立政府、保险机构和金融机构等多渠道风险共担的风险管理机制，探

索建立开展股权出质方式融资的贴息、评估费用资助支持政策。（责任单位：市金融

局、市人民银行）

２６落实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制造业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管理办法的

通知》（韶府办 〔２０１７〕４２号），继续加大对我市制造业小微企业转型升级融资的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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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支持，对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制造业小微企业贷款 （包括银行贷款和小额贷款公司

贷款）总额不超过３００万元部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３０％

给予贴息。对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制造业小微企业因贷款产生的支付给融资性担保机

构的担保费用，给予０５个百分点补助。（责任单位：市金融局、市财政局）

２７探索设立中小微企业设备融资租赁资金，通过贴息、风险补偿等方式给予中

小微企业融资支持，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加快设备更新换代，降低企业

在升级改造、设备购置中的融资成本。（责任单位：市金融局、韶关银保监分局、市

财政局）

２８完善对金融机构的考核激励机制。优化激励考核指标，制定市级财政专户资

金转出开户银行进行定期存款的管理办法，并将金融机构贡献度与专户资金转为定期

存款的招标工作挂钩。（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金融局、市人社局、韶关银保监分

局、市人民银行）

２９支持建立健全中小微企业融资政策性担保和再担保机构，通过对政策性担保

公司增资的方式，提高政策性担保公司对单户企业的担保额度，提升政策性担保公司

的担保能力，健全担保体系。（责任单位：市财政局、韶关新区管委会、市金融局）

３０降低企业 “过桥”贷款成本。市财政统筹有关专项资金，采取优惠利率帮助

贷款到期的企业通过运用 “过桥”贷款专项资金实现续贷。针对园区中小微企业尤其

是科技型企业，在现有贷款利率水平基础上下调１０％—１５％。（责任单位：市金融局、

市财政局、市工信局）

３１加大涉企政务信息公开力度，便利征信机构和金融机构获取企业信用信息、

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进一步发挥韶关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作

用。（责任单位：市人民银行、市金融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局、市工信局、市政务服

务数据管理局）

３２加快培育发展新兴金融业态，推动各类新型经济金融组织发展，为中小微企

业提供多元化的资金供给渠道。支持企业兼并重组，探索建立对市级企业的兼并重组

实施印花税补助、贷款贴息资助和资本利得奖励等扶持措施。（责任单位：市金融局、

韶关银保监分局、市财政局、市人民银行）

（七）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３３优化审批时限，企业开办时间减至３５个工作日，工业投资项目核准办结时

限减至１０个工作日，工业投资项目备案办结时限减至３个工作日。将项目建设审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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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优化为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４个阶段，将

审批时限压减至４６个工作日。大力推行并联审批，在项目立项环节，项目备案与规划

选址、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等实行并联办理，不再互为前置条件；项目审批、核

准除保留规划选址、用地预审两项前置审批外，其他审批事项实行并联办理。（责任

单位：市发改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３４贯彻执行省权限范围内的１２类工业产品实行 “先证后核”审批模式、４类工

业产品实行 “承诺许可”审批模式。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事指南和工作手册重新

梳理编制，简化审批材料和相关表格，滚动制定核发流程图。（责任单位：市市场监

管局）

３５按照 《韶关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建设工作方案》（韶发改联 〔２０１８〕２２号），

加快建设我市网上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超市”，全面清理制定的中介市场保护政策和

自行设定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加大力度邀请全国各地中介服务机构进驻 “中介

服务超市”，打造公平规范的中介服务供需平台。严禁在实施行政审批时，为申请人

指定中介服务机构。取消自行设立的区域性、行业性或部门间中介服务机构执业限制、

限额管理，破除中介服务垄断，切断中介服务利益关联。加强中介服务收费监管。

〔责任单位：市发改局、市委编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县 （市、区）政府〕

３６对已办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等审批手续的产业园区，其符合条件的入园建

设项目可简化或免予办理相关手续。（责任单位：市住建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

自然资源局、韶关新区管委会、装备园管委会）

３７对政府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与本部门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事项进行清

理，特别是对规划报建、环境影响评价、消防、安全监督、防雷、质量监督、卫生监

督、社会评价企业和群众等反映突出的中介服务进行全面清理。继续推动开展中介服

务的审批部门所属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或与主管部门脱钩，对专业性强、市场暂时无力

承接、短期内仍需由所属事业单位开展的中介服务，由审批部门提出改革方案，明确

时限和过渡期。 〔责任单位：市各有关单位、市委编办、市发改局、各县 （市、区）

政府〕

（八）支持工业企业盘活土地资源利用率。

３８允许制造业企业的工业物业产权按幢、层等固定界限为基本单元分割，用于

引进相关产业链合作伙伴的产业项目。分割时需明确分割销售的比例、范围、限制条

件等内容，原项目规划条件或者经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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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确定的道路、广场、公共绿地、市政公用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项目，应当在

分割登记和转让合同中明确各受让方的实施责任。（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住

建管理局）

３９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在工业用地、仓储用地上对工矿厂房、

仓储用房进行改建、扩建和利用地下空间，提高容积率、建筑密度的，不再征收土地

价款差额。（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管理局）

４０支持和鼓励建设高标准厂房，探索出台财政扶持政策，对入驻高标准厂房的

中小微制造业企业给予租金补贴和部分费用减免优惠。高标准厂房可按幢、层等固定

界限为基本单元分割登记和转让，引导中小微制造业企业项目进驻高标准厂房。（责

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管理局）

４１坚持尊重历史、维护公信力的原则，积极推进解决重点制造业企业用地遗留

问题，市不动产登记机构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办理不动产登记和完善相关用地手续，

明确政策时限。（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管理局）

４２支持大型骨干企业开办非营利性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在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前提下，相关用地允许参照公办教育类别以划拨形式提供。（责任单位：市自然

资源局、市教育局、市人社局）

（九）大力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４３落实省有关政策，继续推动我市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建设工作，通

过事后直接奖补、贷款贴息、首台 （套）奖励、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股权投资等支持

方式，推动我市先进装备制造业创新突破、加快发展。（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发

改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４４推动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和发展，提升科技创新企业的质量和效益，落

实 《韶关市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扶持办法》 （韶科 〔２０１８〕２２号），鼓励企业积极

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对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含重新认定）、获

得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的企业，市财政分别给予３０万元的一次性奖补 （可与其它

奖补资金叠加）；对企业获得省科技厅组织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市财政予以１万元／

件的一次性奖补；对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在有效期

内完成整体迁移落户的，市财政分别给予３００万元、１００万元的一次性奖补 （可与其

它奖补资金叠加）；对在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的银行贷款给予财政贴息补助。每个

年度内每家高新技术企业贴息补助的额度不超过其利息 （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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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利率计算）实际发生额的５０％，最高不超５０万元。高新技术企业引进人才符合

市引进紧缺适用人才规定的，可连续两年享受不少于每月２０００元的政府津贴。（责任

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

４５支持企业创新平台的建设，落实 《韶关市推动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扶持办法》

（韶科 〔２０１７〕７７号），力争到２０２０年４０％以上规上工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对依托

企业组建并获得科技部门批准的各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市财政分别按

市级、省级、国家级给予１０万元、２０万元、１００万元一次性奖补；对企业设立并经省

科技厅认定的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市财政一次性给予５０万元奖补；对企业设立并

经省科技厅认定的院士工作站，市财政一次性给予１００万元奖补；对企业设立并经省

科技厅认定的企业研究院，市财政一次性给予２００万元奖补；对依托企业建设并经科

技部门认定的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国家级企业重点实验室，市财政分别给予３００万

元、８００万元一次性奖补。支持企业引进产业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团队推动企业创新

发展，企业新引进本科 （或中级）以上人才符合 《韶关市扶持产业科技人才实施意见

（试行）》（韶人才办 〔２０１７〕６号）规定的，可连续两年享受６０００—１８０００元／年政府

生活补贴。对企业引进入选省级及以上人才团队的按省以上财政资金的５０％由市财政

给予配套。对企业引进入选市创新创业人才团队按 Ａ、Ｂ、Ｃ三档分别给予３００万元、

２００万元、１００万元资助。（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４６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广东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指导目录》、取得技术改造

投资项目备案证，且主营业务收入１０００万元以上工业企业，按企业技术改造对财政共

享增量额度中省级分成部分的６０％、地市级分成部分的５０％对企业进行奖补，进一步

加大补助力度。（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４７对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连续三年按照其当年度对本级财政新增贡献的

５０％安排该企业扶持发展资金。如企业三年内下规则需退还其所获得的资金。〔责任

单位：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住建管理局、市文广旅体局、市财政局，各县 （市、

区）政府〕

４８实施企业 “倍增计划”，着力推进产业总量扩张、结构优化和效益提升，对纳

入优质企业倍增计划的 “试点企业”，在未来３年或５年内企业承诺产值与税收能实现

倍增且制定分年度发展目标规划，每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２６％ （三年倍增）或１５％

（五年倍增）的，由市财政对企业进行奖补，用于支持企业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购

买管理提升服务、加大研发投入、引进 （留住）优质人才或贷款贴息等。鼓励园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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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企业上台阶奖、发展效益奖和新上规奖。〔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韶关

新区管委会，各县 （市、区）政府〕

４９落实２０２０年前省财政对企业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技术改造

给予重点支持，主营业务收入１０００万元以上工业企业可享受技术改造事后奖补 （普惠

性）政策。（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发改局、市商务局）

５０探索我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及开展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试点工作，依托我

市钢铁、有色金属、铸锻及先进装备产业等，进一步完善市重点领域核心技术攻关项

目的组织形式和实施方式。通过定向组织、积极对接和承接国家、省重大科技项目，

并行资助等方式，开展对我市经济、社会、产业、区域发展具有重大需求的核心技术、

关键器件等的研究，推动新工艺新技术应用，研制先进适用工艺装备，开发适销对路

新产品，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发改局、市科技局、市财

政局）

５１探索建立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协调重点企业对接专业机构、

团队；研究制定由项目所在地财政部门给予服务费补贴，并根据实施效果适时进一步

扩大受惠企业范围，推动企业开展问题诊断、实施项目改造、技术攻关，引导资源向

优质企业和优质产品集中。〔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发改局、市科技局、市统计局、

市财政局、韶关新区管委会，各县 （市、区）政府〕

５２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工业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新技术

新模式 “上云上平台”实施数字化升级，有效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对于工业企业

应用标杆项目给予最高１００万元奖补，对平台类标杆项目给予最高５０万元奖补。（责

任单位：市工信局）

５３鼓励制造业企业参加各类展览交易活动，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对本市制造企

业参加展览交易活动的，按实际发生展位费、展品运输费、布展费的５０％给予补助，

其中国内单次参展最高补助限额１５万元，国外单次参展最高补助限额３０万元。单个

企业每年最高可享受国内２次、国外１次参展费补助。企业在每年１２月向市工信局进

行补助申报，经审核后，在下一年度第二季度对符合补助条件的企业下达补助资金。

任何企业不得虚报参展费用，一经发现将列入诚信黑名单，三年内不得申请政府各类

扶持资金。（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发改局、市财政局、市商务局）

（十）加大重大产业项目谋划与支持力度。

５４进一步明晰重点产业园区 （集聚区）的功能定位和科学布局，建立健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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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促进产业链、科技链、资金链、人才链和政策链的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全市产

业片 （园）区高质量建设与发展。〔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发改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科技局、市商务局、韶关新区管委会、各县 （市、区）政府〕

５５加快建立 《韶关市重大产业项目计划指标奖励办法》，对于县 （市、区）投

资１０亿元以上、符合投资强度等相关条件并完成供地手续的重大产业项目，由市统筹

奖励用地指标。（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发改局、市工信局）

５６探索完善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服务专员制度。对投资额 １０亿元以上的项目，由

市主要领导担任服务专员；投资额２亿元至１０亿元的项目，由县 （市、区）、园区主

要领导或市相关部门处级以上干部担任服务专员，负责跟进供地前的服务工作。供地

后的跟踪服务和落地建设由园区、县 （市、区）配合市招商部门负责跟踪。〔责任单

位：市商务局、莞韶指挥部，各县 （市、区）政府〕

５７加大对重大工业产业项目招商引资的支持力度，按园区功能定位，对我市实

际投资额１亿元以上、生产设备投资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且效益良好的工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在建成达产后，项目所在地财政部门和市财政对项目设备购置部分予以适当

配套扶持，单个项目一般不超过１００万元。〔责任单位：韶关新区管委会、莞韶指挥

部、装备园管委会、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各县 （市、区）政府〕

５８优化整合全市职业教育资源，推动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市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市技师学院、各行业协会、部分重点企业之间建立完善协作机制，促进韶关校

企合作、产教融合发展。（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科技局）

５９建立职业教育建设项目库，加快编制 《韶关市职业教育 （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发展

规划》，围绕我市重点产业、特色产业，聚集各级政府、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的优势

资源，评估论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发展建设项目 （包括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培训基

地、实验室、技能大师工作室、生产车间等），并将其纳入市级职业教育建设项目库，

逐步实施建设。力争在５年内，打造３０个以上省、市级示范专业，建设１个市级综合

公共实训中心，１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２０个以上示范性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基地。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科技局）

二、强化保障

（一）强化责任落实与宣贯全覆盖。责任单位排第一位的作为该项政策牵头部门，

是该政策点的第一责任单位，对需要进一步制定实施细则的，自本文件印发之日起一

个月内出台相关细则。市工信局要参照省的做法，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修订后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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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及相关实施细则的宣贯工作，确保政策全覆盖到各类企业、各级政府及其部门。

（二）确保各项政策点落地出成效。各县 （市、区）政府要积极配合市有关部门，

灵活运用走访、开展政策宣讲会、互联网媒体等方式，共同落实好对辖区企业的政策

宣贯工作，确保企业对政策能懂会用。各县 （市、区）政府、各园区要强化跟踪监

测，及时掌握企业在运用政策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堵点、新痛点，及时反馈给有

关部门对政策进行优化调整。

（三）强化信息报送和督查考核。将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工作纳入市政府重大议

事和重点督导范畴。各县 （市、区）政府、各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将政策落实情况于每

年６月、１２月底前报送市工信局，由市工信局审核汇总后报送市政府。市政府视情况

对各县 （市、区）政府、各部门开展专项督查，对工作不力的县 （市、区）政府、部

门及相关责任人实施问责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政府
系统政策解读工作细则 （试行）的通知

韶府办发函 〔２０１９〕２８号

韶关新区，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 《韶关市政府系统政策解读工作细则 （试行）》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司法局反映。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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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政府系统政策解读工作细则 （试行）

为进一步贯彻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意见〉实施细则的

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６〕８０号）及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８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粤府办 〔２０１８〕１９号），加强对政府政策的宣传解读，

打通政策落地 “最后一公里”，促进政策落地生效，提高企业和公众对政策的 “获得

感”，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总体要求

政策解读工作应坚持 “引导预期、同步解读、跟踪评估”的总体要求。

（一）引导预期。政策公布前，要做好政策吹风和预期引导，重要改革方案、重

大政策措施、重要政策法规和重大规划方案，除依法应当保密外，在决策前应广泛征

求意见，与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充分有效沟通，增进共识，为后续政策发布和落实打

好基础。

（二）同步解读。政策公布时，要同步组织开展解读，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及时发

布政府的权威解读，从政策制定背景、主要措施、具体落实主体和方式方法等方面，

多角度、全方位、及时有效阐释政策。

（三）跟踪评估。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密切跟踪政策执行效果和相关舆情，围绕

市场和社会重点关切以及对政策的相关误解误读，有针对性地释疑解惑，并根据评估

情况作出相应处置，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地实施。

二、解读范围

下列政策文件均应及时进行解读：

（一）市政府规章 （发文编号为 “韶府令”）、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发文编号为

“韶府规”）和市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

（以下统称市政府部门）等以自己的名义制定的，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

益、重大公共利益、需广泛知晓的规范性文件 （文件注明了 “韶法审”的编号）；

（二）文件涉及政府定价范围属于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

垄断经营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制定与调整；

（三）其他拟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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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管理公共事务作用，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切身利益及重大公共

利益，社会关注度高，需要广泛知晓，或者专业性强的主动公开文件 （标题主要含

“意见”“措施”“方案”“办法”“规则”“细则”“计划”“规划”和 “纲要”等字

样的文件）。

除以上三种类型外的其他文件，由文件起草单位自行确定是否解读。

三、解读主体、分工和程序

市政府部门是市政府政策解读的责任主体，重点要围绕市政府重要改革方案、重

大政策措施、重要政策法规和重大规划方案切实做好政策解读工作。以市政府或市政

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政策文件，由起草部门组织做好解读工作。以部门名义印发的政

策文件，起草部门负责做好解读工作；部门联合发文的，由牵头部门组织做好解读工

作，其他联合发文部门配合。

政策文件的解读方案、解读材料，应当与政策文件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

署。报送市政府审定的政策文件，应当按照以下分工和程序做好解读工作：

（一）市政府规章、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在草案提请市政府审议前，由起草单位

起草解读材料、解读方案，报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后，将解读材料、解读方案、审查

意见作为附件与草案一并按程序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二）市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由起草单位起草解读材料、解读方案，将草案一

并报送市司法局作合法性审查；

（三）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范性文件的起草部门，要在文件印发后１０个工

作日内将文件文本和解读材料发送市政府门户网站，将文件文本发送市政府公报刊登，

并按照解读方案组织实施解读；

（四）市政府部门请示以市政府 （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或拟冠经市政府

同意由部门印发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作用的其他政策文件时，要将经本部门领导审定

的解读材料、解读方案作为附件一并报送。若起草部门认为文件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

解读范围的，在报请文件时说明理由，由市政府办公室研究确定是否需要作解读。

四、解读材料主要内容

解读材料一般与政策文件同时公布，最迟不超过３个工作日。解读材料应当准确

详尽、重点突出，把政策措施解释清楚，避免误解误读。解读材料应当包括以下要素：

（一）说明政策措施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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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主要内容，特别是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权利义务、切身利

益及重大公共利益，需要社会公众知悉、执行、配合的条款，逐条说明具体做法、制

定依据及合法性、合理性；

（三）对文件中的关键词、专业术语，以及社会公众可能误解、疑问、质疑的内

容，进行诠释；

（四）涉及办事的，说明办事的受理单位和地址、联系方式，办事条件、资料、

程序、时限以及其他注意事项；

（五）涉及执法事项的，说明执行范围、执行程序、执行标准等；

（六）属对原有政策进行修订的，说明修订的理由和新旧政策的衔接和差异；属

贯彻执行上级政策的，说明本市政策措施与上级的异同、特点。

市政府部门的解读方案要明确解读工作的组织实施，一般包括解读材料提纲 （或

者目录）、解读材料形式、解读途径、解读时间等。解读方案比较简单的，可以在解

读材料文尾说明解读途径和时间。重要、复杂的政策文件，需要长篇解读的，文件起

草单位要在解读方案中列出解读材料的提纲；需要多篇解读材料的，要在解读方案中

列出解读材料的目录。

五、解读形式

解读材料应当以文字形式制作。解读文字应通俗易懂，可通过案例、数据、答问

等方式进行形象化、通俗化解读。在文字材料基础上，鼓励增加图片、图表、图解、

漫画、音频、视频等形式，方便公众理解。

市政府部门可以结合实际组建由单位负责人、专业机构从业人员、高校学者、评

论人员、媒体记者等组成的政策解读专家队伍，建立专门解读机制。

六、展现途径

政策文件的解读途径主要包括：

（一）市政府门户网站、文件起草部门网站；

（二）政务微信、微博客户端；

（三）电视、报刊、新闻网站等新闻媒体；

（四）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网站；

（五）电子显示屏、墙报；

（六）派发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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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闻发布会、座谈会、宣讲会。

政策文件要至少采用解读材料通过政府网站公布的解读途径。除政府网站公布外，

文件起草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增加其他解读途径。

政策文件及其解读材料应当在市政府网站公布文件的固定栏目以及 “政策解读”

专栏里进行集中公布，并纳入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社会关注、需要广泛知悉的政策文

件和解读材料，可以增加在政府网站的新闻信息发布栏目公布。

七、跟踪回应

市政府门户网站和市政府部门网站应当开设相关专栏收集政策执行中遇到的困难

问题。政策文件公布后，文件起草部门要密切关注重要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方反映，

特别是涉及企业发展和民生问题的重要政策，要跟踪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及时对相关

舆情和社会关注点、误解误读点进行回应，有针对性地释疑解惑，必要时分段、多次、

持续开展解读，增进社会共识。

市政府新闻办协调新闻媒体结合具体实例对部分重要政策文件进行持续分类宣传

解读；在政策实施一定时间后，由起草该政策文件的牵头部门对政策落实效果进行评

估。对市政府重要政策措施存在误解误读的政务舆情，市政府新闻办将及时组织协调

和督促指导相关部门进行解读和回应。相关部门要快速反应、积极回应、密切跟进，

并及时将舆情处置情况反馈市政府新闻办。

八、保障措施

市司法局指导、督促文件起草单位及时报送政策文件解读材料和解读方案。市政

府部门要建立政策文件解读工作机制，对解读工作情况进行登记，按照 《韶关市政务

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绩效考核方案》要求，于每年１月１０日前将上年度本单位政

策文件解读工作登记情况随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自查报告，报送市政府办公室。

政策解读工作作为政务公开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市司法局会同市政府办公室

等有关部门组织实施，要切实提高解读意识和工作能力。各部门要切实抓好重要政策

解读常态化工作的落实，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解读工作计划，做好人员和专项

经费的保障，确保政策解读与公文办理相关环节的有机融合、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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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
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韶府办发函 〔２０１９〕２９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韶关新区，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直属机构，中省驻韶有

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市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凝聚就业工作合力，更好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市政府决定成立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国家、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市就业

工作，研究解决就业工作重大问题；研究审议拟出台的就业工作规划和重大政策，部

署实施就业工作改革创新重大事项；督促检查就业工作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

实情况、各地和各部门任务完成情况，交流推广经验；完成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

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组成人员

组　长：高冬瑞　副市长

副组长：梁丽芳　市政府副秘书长

刘晓佳　市委编办主任、市人社局局长

巫锦国　市发改局总经济师

梁丽娟　市教育局副局长

张文华　市财政局副局长

李燕山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成　员：张　彬　市科技局副局长

郭　葳　市工信局副局长

胡建文　市民政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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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国　市人社局副局长

蒲莱湘　市住建管理局党组副书记

范国文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正处级）

丁　冰　市商务局副局长

李湘柱　市国资委党委专职副书记

王武生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张盛福　市统计局副局长

陈岳峰　市工商联专职副主席

肖伟旗　市总工会副主席

刘?焱　团市委副书记

彭跃勤　市妇联副主席

赖启富　市残联副调研员

关艳芬　市人民银行副行长

苏韶娟　市税务局调研员

杨卫东　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科科长

三、其他事项

（一）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人社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办

公室主任由市人社局分管就业工作的副局长兼任，办公室成员由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

关科室负责同志组成。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

办公室提出，按程序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

（二）领导小组实行工作会议制度，工作会议由组长或其委托的副组长召集，根

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必要时邀请其他有关部门人员参加。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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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信息

市政府２０１９年７月任命：

伍梅华同志任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市政府２０１９年８月任命：

欧阳全任韶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张彬任韶关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胡列峰同志任韶关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任期３年）；

聘任严桂龙同志为韶关市防洪管理中心主任 （聘期４年，试用期１年）；

郭春元、胡道元、温领鸣、杨志文同志任韶关市公路事务中心副主任。

市政府２０１９年８月免去：

陈来安的韶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

欧阳全的韶关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职务；

胡列峰同志的韶关市财政局副局长职务；

郭春元、胡道元、温领鸣、杨志文同志的原市公路局副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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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８月韶关市主要经济指标
（由韶关市统计局提供）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二季度 二季度累计 累计同比±％

（一）国民经济核算 （二季度）

１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６２０２２ ５２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５６１３ ４２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０４５７ ３６

＃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１７４４８ ４６

建筑业增加值 亿元 ３０５２ －２５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３５９５２ ６３

＃批发和零售业 亿元 ６７０３ ４８

交通运输邮政业 亿元 ５７２５ ４４

住宿业 亿元 ２８２ －３１

餐饮业 亿元 １１５８ ３３

金融业 亿元 ３０００ ４９

房地产业 亿元 ３６６６ ００

营利性服务业 亿元 ４７５０ １２０

非营利性服务业 亿元 １０５６９ ９９

２民营经济增加值 亿元

（二）农业 （二季度）

１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９４２ ３６

２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产量 万吨 ０５ ６６

＃稻谷 万吨

蔬菜产量 万吨 ５２５ ６０

生猪出栏 万头 １０８０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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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月 本月止累计累计同比±％

（三）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

１企业数 个 ４２８

２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９１０ ２１５８０ ５３

３工业产品销售率 ％ １００６０ ９８９０ －０２

４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００８９ ７５７４４ ６１

５工业产品出口交货值 亿元 ９２１ ５８７１ ７２

（四）投资

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亿元 －１１

２实际利用外资 亿元 ０２９ ２２６ －５２

（五）消费、出口与价格

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６８８３ ５２４３６ ７２

２旅游收入 （上月数） 亿元 ３６０７ ２５１７４ １２４

旅游者人数 （上月数） 万人次 ４０３ ２７８９ １０５

３外贸进出口总额 亿元 １８３５ １１４２９ １３４

＃出口总额 亿元 ８１５ ４９１３ １４６

进口总额 亿元 １０２０ ６５１６ １２６

４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１６３７ １３７５３ －１５１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２４２６ ２１７４２ －２２０

５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 ９９０ １００２ ０２

６韶关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１０３４ １０３１ ３１

＃消费品价格指数 ％ １０４９ １０３４ ３４

＃食品 ％ １１４５ １０８２ ８２

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 １００６ １０２６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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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月 本月止累计累计同比±％

（六）财税

１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５８０ ５７７３ ８１

２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２５１６ ２３８９３ ８２

＃八项支出合计 亿元 １８３２ １８９３１ １６７

＃教育支出 亿元 ３８９ ３６７２ ３８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亿元 ４０２ ３７２３ ３３７

卫生健康支出 亿元 ２８５ ２７８８ －１５

农林水支出 亿元 ４３５ ２１３４ －３７３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亿元 ３６６ ３７５５ １０

３社保离退休金发放总额 （２季度） 亿元 ２２３０ ７６

（七）金融业

１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本外币） 亿元 １９４３５９ ６８

＃住户存款 亿元 １２８５９２ １２１

＃非金融企业存款 亿元 ２４９８７ －８０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本外币） 亿元 １０７４３２ １４２

＃住户贷款 亿元 ５８４３３ ２１５

＃短期贷款 亿元 ７３７７ ２２３

中长期贷款 亿元 ５１０５６ ２１４

＃消费贷款 亿元 ５１１０４ ２５８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亿元 ４８８７８ ６６

＃短期贷款 亿元 １３９４８ －３９

中长期贷款 亿元 ３１０９２ ８４

２证券交易额 亿元 ２６５３６４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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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月 本月止累计累计同比±％

３保险机构保费收入 （上月数） 亿元 ４００２ １６０

财产保险赔付支出 （上月数） 亿元

（八）能源消费

１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耗量 （等价值） 万吨标煤 ７２３９ ５３５８６ ９８

２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１３８６ ９５４７ ７９

＃第二产业 亿千瓦时 ８９０ ６４８０ ８２

＃工业 亿千瓦时 ８７４ ６３９１ ７９

第三产业 亿千瓦时 ２３２ １４８８ ７１

＃居民生活用电 亿千瓦时 ２４２ １４１９ ８８

（九）环境保护

１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ＡＱＩ≤１００） 天 ３１ ２０７ －４２

２市本级新建项目环保审批数 个 １４ ８９ ２５４

市本级新建项目总投资额 亿元 ９０５ １４５３７ ２６１

＃环保投资额 亿元 １４２ １６９０ ５５倍

（十）芙蓉新区起步区完成投资额 亿元 ３１２５ ９７

　　注：１从２０１１年起规模以上工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２从２０１１年起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为计划总投资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项目。

３本表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相关指标增长速度为

可比口径。

４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不包含限额以上个体户及省返跨市分支机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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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８月韶关市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
（由韶关市统计局提供）

地区生产总值

（二季度）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额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总 量

（亿元）

增长

（％）

总 量

（亿元）

增长

（％）

增长

（％）

总 量

（亿元）

增长

（％）

总 量

（亿元）

增长

（％）

全 市 ６２０２２ ５２ ２１５８０ ５３ －１１ ５２４３６ ７２ ５７７３ ８１

１县域 ３１７９９ ５５ ８６０２ ５２ －５５ １９８５４ ７３ ２５０４ １４６

始兴县 ３６２４ ２６ １０２４ ６６ －２９４ １５４５ ７７ ２６６ １８８

仁化县 ５０８５ ３５ ２１４２ －３６ ０７ ２４３５ ７２ ４０６ ９３

翁源县 ４５４９ ７６ ８３７ ３８ ８７ ２８０６ ７３ ３５６ １５７

乳源瑶族

自治县
４１７７ ７０ ２５５８ １１６ －３２７ １８５７ ８３ ４０４ ８５

新丰县 ３４０３ ７０ ７４５ １１６ ８９ ２００９ ６５ ２５６ １３８

乐昌市 ５６６４ ５５ ６５２ －１５ １１３ ５０７４ ７６ ４７７ ２０４

南雄市 ５２９８ ６０ ６４４ ２６２ －１２１ ４１２９ ６７ ３３８ １７４

２市区 ３２２０１ ５１ １３３４０ ５４ ５８ ３２５５４ ７０ ３２７０ ３６

武江区 １１７５０ ５３ ５３８１ ４１ ２０４ ９２２１ ８４ ４９２ １８１

浈江区 １１８４３ ２８ １６６６ －８８ －１８８ １８２５７ ６４ ２６７ １６

曲江区 ８６０８ ８５ ６２９３ １１４ ６７ ５０７６ ６８ ５２０ ９５

　　注：本表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速度为可比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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