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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技工院校毕业生
留韶来韶返韶就业扩大技能人才有效

供给的实施意见 （试行）

韶府 〔２０１８〕２２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省驻韶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 〔２０１４〕１９

号）和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创建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的意见》（粤府

〔２０１５〕１２号）精神，着力培养、引进和留住适应我市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优化

要求的技能人才，为加快我市振兴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

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促进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来韶、返韶就业，扩大技能人才有效供

给的重要意义

我市是省技工教育大市，也是省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一直以来，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技工教育工作，推动我市技能人才培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长期以来，

市内技工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大部分初次就业选择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随着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本地企业招收技能人才难的问题有所凸显。促进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

来韶、返韶就业，扩大技能人才有效供给，不仅是缓解我市企业技能人才短缺的重要

举措，也是推进我市人才强市战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实际需要。各地、各部门要

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其作为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大任务来抓，为我市振兴发展提供技能人才保障。

二、科学确立促进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来韶、返韶就业，扩大技能人才有效供

给的目标任务

重点围绕我市着力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培养、引进和留住一批我市企业急需的

技能型人才，打造一支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技能人才队伍。到２０２０年，

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来韶、返韶就业软硬环境有效改善，市内技工院校在校生规模

—２—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结构更加合理，市属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就业比例进一步提高，市技师学院高级工以

上在校生规模达７０％以上；市内技工院校与本地企业合作深层次发展，技能人才供需

矛盾有效解决，服务产业发展能力有效提升。

三、加强服务对接，优化促进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来韶、返韶就业，扩大技能

人才有效供给环境

（一）建立合力推进工作机制。市政府成立促进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来韶返韶就

业扩大技能人才有效供给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市经信、教育、财政、人社、

住建管理、交通运输、卫计、国资委、法制、莞韶园管委会、总工会等部门，建立健

全沟通协调机制，共同研究解决推进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市经信局、市教育

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住建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计局、市国资委、市

法制局、莞韶园管委会、市总工会，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二）加快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加快完善产业园区交通、医疗、商业等配套生活

设施，不断提高产业园区便利性。建立健全技能人才在韶就业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

政策措施，增强本地企业对技能人才的吸引力。完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

适时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和指导价位，引导本地企业提高技能人才工资待遇水平。加

强本地企业技能人才需求信息收集发布工作，为市内技工院校合理推进技能人才培养

和解决企业实际技能人才需求提供信息支撑。〔市人社局、莞韶园管委会、市经信局、

市教育局、市住建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计局、市总工会，各县 （市、区）人

民政府〕

（三）及时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市内各技工院校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共

建要求，积极对接我市重点新兴支柱产业发展，推进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对符合

我市产业发展需求且紧缺的专业，认真研究调增专业设置、扩大招生规模；对与我市

产业发展不相适应或落后的专业，认真研究削减专业设置、压缩招生规模，着力培养

更多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市财政加大对市属技工院校的投入，促

进学校加快更新教学设施设备，提高学校服务对接我市产业发展的能力。（市内各技

工院校、市人社局、市经信局、市财政局）

（四）推动师资结构转型升级。结合市属技工教育资源整合和本地企业技能人才

需求，市内各技工院校要加大师资培养和引进力度，推动师资结构转型升级。要根据

专业建设的实际需求，积极采取灵活多样的招才用才方式，推进学校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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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市企业技能人才短缺的具体情况，要尽快调整、培养一批相关专业

优秀教师，通过校企合作，实施长短结合的培养、培训等方式，及时帮助企业缓解技

能人才短缺问题。（市内各技工院校、市人社局、市经信局）

（五）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市内各技工院校要积极研究将部分技术含量较高

的设备转移到产业园区合作企业实训中心，开展预备技师等工科类学生的顶岗实习和

企业人员培训。利用学校现有的实训设备，承接本地企业产品加工任务，达到 “真刀

真枪”培养技能人才的目的。要积极开展贴近企业岗位技能要求的人才培养，认真挑

选优秀学生进行校企共同培养，实现顶岗实习到合作企业，毕业后就业于合作企业。

积极落实本地企业优先政策，优先安排本地企业到校宣讲企业文化，优先安排学生到

本地企业开展专业技能培养的实践性教育教学活动，优先满足本地企业对技能人才的

培养和输送需求。〔市内各技工院校、市人社局、莞韶园管委会，各县 （市、区）人

民政府〕

（六）积极引导和推荐毕业生本地就业。市内各技工院校要充分发挥学校作为学

生人生就业第一课的导师作用，把引导学生本地就业实现人生价值纳入学生就业指导

教育教学课程，积极向学生宣传在本地企业就业的优势条件，优先引导和推荐学生毕

业后本地就业。积极利用现代化信息等手段，为留韶来韶返韶就业的技工院校毕业生

提供就业推荐服务，为在韶就业的技能人才提供继续教育及技能提升服务。（市内各

技工院校、市人社局、莞韶园管委会）

（七）积极完善市属技工院校管理体制机制。要把推进市属技工教育管理改革与

促进学校转型升级相结合，进一步理顺技工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在全面落实市技师学

院在编教师工资与市直义务教育学校同样列入市财政统发的基础上，积极区分技工教

育与普通中学教育的特点，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公用经费拨付形式，从源头上激发市

技师学院服务我市产业发展的活力。（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技师学院）

（八）及时更新技能人才培养和使用观念。市内各企业要及时破除对技能人才

“重使用、轻培养”，甚至 “只使用、不培养”的陈旧观念，要把技能人才的培养、引

进、使用、留用摆在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优化发展环境，增强

对技能人才的吸引力。在招聘技能人才时，要为技能人才提供技术岗位，以增强吸引

力，提高招聘效果。要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要积极缩小与

经济发达地区技能人才的薪酬待遇差距，薪酬待遇水平应充分体现技能人才应有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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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要加快建立健全技能人才纵向和横向的晋升机制，加强技能人才评价工作，注重

从企业内部自主培养适合企业发展的技能人才，让技能人才充分感受到企业未来发展

空间。要着力改善企业内部的生产、生活、娱乐、文化等设施条件，加强对技能人才

的人文关怀，提升技能人才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增强技能人才长期为企业服务

的信心。要进一步加强与市内技工院校合作，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立校企合作机构主动

与技工院校对接，共同建设校外实训基地，共同开展产学研项目，采取灵活多样的合

作方式共同培养急需的技能人才。（市内各企业、莞韶园管委会、市人社局、市总工

会、市内各技工院校）

四、提高待遇水平，建立健全促进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来韶、返韶就业，扩大

技能人才有效供给激励机制

（一）建立 “订单式”技能人才培养奖励政策。鼓励市内企业与市内技工院校签

订 “订单式”人才培养协议，共同培养本地企业急需的中级工、高级工及以上技能人

才。鼓励企业与学校、学生平等协商，对订单班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给予生活费补助、

设立奖学金制度等激励措施，吸引优秀学生参加 “订单式”人才培养，提高企业培养

和引进技能人才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市内企业与市内技工院校签订符合韶关产业发

展所需专业工种目录的 “订单式”人才培养协议且在订单班学习期满一年及以上，成

功与企业签订一年及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在该企业连续

缴交社会保险费１２个月及以上的技工院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由财政给予每生２０００

元一次性就业补助。〔市内各企业、市财政局、市人社局、莞韶园管委会，各县 （市、

区）人民政府〕

（二）建立技工院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稳岗补贴政策。对在我市本地企业就业且符

合韶关产业发展所需专业工种目录的留韶或来韶技工院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和返韶技

工院校全日制往届毕业生，与市内企业签订一年及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且在该企业连续缴交社会保险费１２个月及以上，由财政按中级工每月

２５０元、高级工及以上每月３００元的标准给予补贴，该毕业生在韶就业最长补贴时间

不超过３６个月。对于市内各技工院校引导和推荐符合韶关产业发展所需专业工种目录

的本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与市内企业签订一年及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且在该企业连续缴交社会保险费１２个月及以上的，按每生８００元的标准给

予学校一次性的招生就业宣传工作经费。〔市内各企业、市内各技工院校、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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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莞韶园管委会，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三）其他激励优惠政策。对留韶、来韶、返韶就业的技工院校毕业生除享受国

家和省制定的各项优惠政策外，符合条件的还可按规定享受我市现行有关人才政策、

异地创业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政策等。 〔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其他各有关部门，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五、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合力促进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来韶、返韶就业，扩大

技能人才有效供给的工作格局

（一）加强组织领导。促进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来韶、返韶就业，扩大技能人

才有效供给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性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着

力从源头上加快优化我市就业环境，从感情、事业、待遇上留住人才，切实增强我市

对技能人才的吸引力。要建立工作责任制，认真研究、制定并落实有关政策措施，形

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推动各项工作有效落实。 〔市各有关部门，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二）强化资金保障。各级财政部门要将促进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来韶、返韶

就业，扩大技能人才有效供给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项目资金支

出审核，确保激励政策措施能够及时兑现到位。要认真开展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

价，引导有关部门及时研究调整政策措施，确保促进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来韶、返

韶就业，扩大技能人才有效供给工作深入开展并取得实效。要按照 “谁受益、谁支

出”的原则，各项奖补资金支出按市和县 （市、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总体框

架和分级承担，具体承担比例为市、县 （市、区）两级财政按４６的比例分担。其

中中省、市属企业及莞韶园区内企业所需相关资金由市财政全额承担，市级所需经费

从市人才资源开发专项资金中统筹解决。〔市财政局、市各其他有关部门，各县 （市、

区）人民政府〕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有关部门要大力宣传党委、政府对技能人才的关心与重

视，以及促进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来韶、返韶就业，扩大技能人才有效供给的有关

政策、措施。市内各技工院校要大力宣传本地企业优势，引导毕业生正确看待自身能

力与社会需求，认清就业形势，踊跃到本地企业顶岗实习、就业。各有关企业要深入

市内各技工院校大力宣传企业优势，吸引毕业生到企就业。各有关部门、企业、学校

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配合，共同营造促进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来韶、返韶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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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技能人才有效供给的浓厚氛围。〔市各有关部门、市内各技工院校、市内各企业，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六、其他事项

（一）本 《实施意见》中所称 “市内技工院校”是指在韶关市辖区内的省、市属

技工院校；“留韶或来韶技工院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是指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以后在市

内技工院校毕业１年内 （以毕业证时间为准）留韶就业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或在韶

关以外地区技工院校毕业１年内 （以毕业证时间为准）来韶就业的全日制应届毕业

生；“返韶技工院校全日制往届毕业生”是指韶关户籍技工院校全日制毕业生以及非

韶关户籍但在市内技工院校毕业的全日制毕业生在韶关以外地区就业，返回韶关就业

的技工院校全日制往届毕业生；“该毕业生在韶就业最长补贴时间不超过３６个月”是

指同一毕业生在韶就业最长补贴时间不超过３６个月，且总体申领时间从享受待遇之日

起三年内有效。

（二）对市内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留韶就业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符合本 《实施意

见》专业工种目录且能提供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等材料的，可按照本 《实施意见》享受

有关激励政策。

（三）授权市人社局根据我市产业发展实际适时调整 《韶关产业发展所需专业工

种目录》，其中产业发展所需专业工种由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部门根据调查情况提供。

（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按照 《技工院校毕业生留韶来韶

返韶就业激励政策办事指南》有关规定为服务对象提供便捷、高效服务，确保激励政

策及时兑现到位。

本 《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三年，由市人社局负责解释。

附件：韶关产业发展所需专业工种目录表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６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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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韶关产业发展所需专业工种目录表

序号 专业名称 对应或相关职业 （工种）资格

１

机床切削加工 （车工方向）、机床切削加工 （车

工）、机床切削加工 （铣工方向）、机床切削加工

（铣工）、机床切削加工 （磨工方向）、机床切削加

工 （磨工）、数控加工 （数控车工方向）、数控加

工 （数控车工）、数控加工 （数控铣工方向）、数

控加工 （数控铣工）、数控加工 （加工中心操作工

方向）、数控电加工、数控加工 （加工中心操作

工）、数控技术应用

车工、铣工、磨工、数控车工、数控铣工、加工中

心操作工、电切削工、线切削工

２ 铸造成型、锻造成型 铸造工、锻造工

３ 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

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机修钳工、数控车工、数控

铣工、加工中心操作工、机床装调维修工、钳工、

维修电工、电工、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

４ 数控编程
数控程序员、数控车工、数控铣工、加工中心操作

工、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

５
工量具制造与维修、机械设备维修、机械装配、机

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模具制造、模具设计、机

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机电技术应用

工具钳工、机修钳工、装配钳工、钳工、铣工、磨

工、车工、维修电工、电工、模具工、模具制造

工、模具钳工、模具设计师、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

计师

６ 焊接加工、冷作钣金加工 焊工、电焊工、气焊工、冷作钣金工

７ 制冷设备制造安装与维修、制冷设备运用与维修 制冷工、维修电工、电工

８ 金属热处理、金属材料分析与检测 金属热处理工

９ 汽车制造与装配
汽车 （拖拉机）装配工、汽车生产线操作调整工、

汽车饰件制造工、汽车装调工

１０ 电机电器装配与维修
电机装配工、高低压电器装配工、高低压电器及成

套设备装配工

１１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机电一体化、工业机

器人应用与维护、电梯安装与维修

维修电工、电工、电梯安装维修工、可编程序控制

系统设计师

１２
汽车维修、汽车电器维修、汽车钣金与涂装、汽车

检测、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应用与维修、新能源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车修理工、汽车维修钣金工、汽车维修漆工、涂

装工、汽车维修工、机动车检验工、机动车检测

工、汽车维修电工

１３ 化工分析与检验、粮油储运与检验技术

１４ ３Ｄ打印技术应用

　　备注：本目录专业对应职业 （工种）资格不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

目录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１７〕６８号）中的，相应专业对应的职业 （工种）资格不作要求。

—８—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韶关市扶持高校毕业生
在韶就业的实施意见 （试行）

韶府 〔２０１８〕２３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省驻韶各单位：

为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来韶就业，鼓励在韶就读高校毕业生留韶工作，不断壮大

我市人才队伍，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适用条件和对象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后毕业 （以毕业证时间为准）在我市境内用人单位实现就业，签

订２４个月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或录 （聘）用到机关事业单位，按规定连续参加本市

社会保险满１２个月且社保关系仍在我市 （中省驻韶单位按隶属关系参加我省社会保险

的列入享受范围），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含）以下普通高校应

届毕业生：

（一）韶关学院、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的高校毕业生；

（二）我市生源市外院校的高校毕业生；

（三）市外生源市外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高校毕业生。

二、优惠措施

（一）购房补贴。毕业后在我市境内购房的可享受购房补贴。标准为：硕士８万

元，本科３万元，专科１万元。此项补贴采取一次性享受分两次发放的方式执行，三

年内发放完毕 （第一年发放５０％，第三年发放５０％）。

（二）生活补贴。标准为：硕士每人每年１２０００元 （用人单位为我市百家优质企

业倍增计划的，每人每年２００００元）；本科每人每年６０００元；专科每人每年３６００元。

此项补贴采取一年发放一次的方式执行，享受期限不超过两年。

（三）租房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２４００元。此项补贴采取一年发放一次的方式

执行，享受期限不超过两年。已申请入住人才公寓或已享受购房补贴的不享受该项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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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期未满解除劳动合同或调离本市的当年停止发放以上补贴。

三、申报和认定

每年由市人社局下发申报通知，各用人单位组织符合适用条件的对象填写申报材

料，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地由用人单位或个人提出申报意见，经所在县 （市、区）

人社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认定，交市人社局汇总后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确认；中省、市属单位及莞韶园区内企业由用人单位直接向市人社局提出申

报意见，经审核认定后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确认。

四、组织实施

（一）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本意见的统筹协调，市人社局负责本意见

的具体实施。

（二）市、县 （市、区）财政部门负责落实资金预算安排，按高校毕业生就业单

位属地管理原则，由同级财政予以资金保障。市财政对县 （市、区）所需资金的６０％

予以补助，中省、市属单位及莞韶园区内企业所需相关资金由市财政全额承担，所需

经费从市人才资源开发专项资金中统筹解决。市级资金按照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审核后的资金分配方案下达给县 （市、区）。县 （市、区）财政部门负责筹集本级

负担资金和专项资金的拨付和监督，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适时对补贴资金管理

的规范性进行检查监督。

（三）各县 （市、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人社局负责本辖区内高校毕业

生在韶就业优惠政策的落实，加强优惠政策的宣传，做好申请指导服务工作。

五、监督管理

（一）申请人和用人单位应如实提供申报材料，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负责，以隐瞒或虚报学历、户籍、合同等方式弄虚作假，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补

贴资金的，经查实将取消申请资格并记入征信系统，对已拨付的补贴予以追缴。

（二）相关工作人员不按规定履行职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六、其他事项

本 《实施意见》所指生源以参加高考时的户籍所在地为准；优惠政策享受时间以

缴纳社会保险时间为准，申领受理期限为自毕业起３年内，逾期不予受理；所涉及的

优惠政策与市其他人才政策出现同一事项多重享受的，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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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竞争性人才政策叠加、非竞争性人才政策就高不叠加的原则统筹调整。

本 《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三年，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解释。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６月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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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源瑶族
自治县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若干配套措施的通知

韶府办 〔２０１８〕２６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省驻韶各单位：

《乳源瑶族自治县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若干配套措施》已经

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６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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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源瑶族自治县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若干配套措施

为贯彻落实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关于同意乳源瑶族自治县 连山壮族

瑶族自治县 连南瑶族自治县免征企业应缴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的函》 （粤财法

〔２０１５〕１５号）和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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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省少数民族自治地区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发挥更大效益，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我市，进一步推动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配套措施。

一、抓好招商推介工作

（一）将乳源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纳入市一级招商推介工作，

借助市级招商平台和各类招商推介会，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发挥商会和联谊会作用，

由市统筹做好宣传推介工作。（市商务局牵头负责，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协助）

（二）在韶关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搭建一个网页专题宣传乳源少数民族自治地区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市信息中心牵头负责，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协助）

（三）由市统筹在韶关市境内高速公路显要位置搭建大型户外广告牌，在珠三角

地区选择部分人流量大的主要地段、高端商务中心等重要区域投放乳源少数民族自治

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宣传广告，扩大优惠政策影响力。（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牵头负责，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路局协助）

（四）由市统筹现有市驻珠三角招商队伍，大力宣传乳源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帮助收集意向企业信息，发放招商宣传手册。（市商务局、市经信

局、莞韶对口帮扶指挥部、市旅游局、市文广新局、市发改局、市食药监局、市民政

局、市卫计局、市农业局牵头负责，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协助）

（五）由市统筹与四大银行合作，充分利用银行资源，调动银行招商积极性，在

银行开户方面对其争取的项目提供便利。（市金融局、市人民银行牵头负责，乳源瑶

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协助）

二、落实委托招商经费

（六）为更好地调动招商代理人的积极性，解决其在为乳源瑶族自治县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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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市对乳源瑶族自治县招商引资工作给予一定配套的工作经费。

（市商务局牵头负责，市财政局协助）

（七）招商代理 （第三方）费用由乳源瑶族自治县县财政列入经费预算。（乳源瑶

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牵头负责）

三、加大委托招商奖励力度

（八）引进无生产基地、无需供地且地方实际所得超过１０万元 （含１０万元）的

商贸类企业的，按照招商项目在乳源瑶族自治县纳税的地方实际所得的１０％进行奖励

〔地方实际所得＝招商项目在乳源瑶族自治县纳税的县本级收入－乳源瑶族自治县对

该项目的优惠 （奖励）金额〕，奖励可连续享受三年。

引进生产性项目，且投资强度达２００万元／亩 （含土地、厂房、设备投资，不含流

动资金）的，按照项目实际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００万元以上、５０００万以内的 （含５０００万

元），每完成１０００万元，奖励１万元；对固定资产投资达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每增加

１０００万元，奖励增加２万元，奖励可连续享受三年，奖励封顶５００万元。投资实际未

达到项目协议约定投资额的，不给予兑付奖励。

在每年１２月３１日结束后，由乳源瑶族自治县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协调小组 （或

第三方）核算出引进商贸类企业、生产性项目的奖励金额后发放。（乳源瑶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牵头负责）

四、完善招商洽谈机制

（九）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积极为乳源少数民族自治地区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招商牵线搭桥，争取每年牵线搭桥３－５家大型企业进驻乳源瑶族

自治县。（市商务局、市经信局、莞韶对口帮扶指挥部、市旅游局、市文广新局、市发

改局、市食药监局、市民政局、市卫计局、市农业局牵头负责）

（十）做好企业所在地政府的协调协商工作，消除企业顾虑。 （市商务局牵头负

责）

（十一）充分发挥莞韶对口帮扶指挥部作用，借助东莞与韶关帮扶对接平台，加

大与东莞市委、市政府的沟通、协调，争取东莞有实力的企业在乳源瑶族自治县注册

商贸公司及营销总部。（莞韶对口帮扶指挥部、市经信局牵头负责）

五、加强进驻服务力量

（十二）大额发票申领实行一对一上门服务。（市国税局牵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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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对企业、公司进驻乳源瑶族自治县所产生的刻公章、报税盘等登记注册

费用，在地方取得税收后进行全额补贴。（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牵头负责）

（十四）大力解决企业注册用址及办公问题，支持乳源瑶族自治县建立科技企业

孵化器。（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市科技局牵头负责）

六、切实解决用地指标

（十五）乳源瑶族自治县要在积极争取用地指标支持的同时，主动适应上级相关

政策形势变化，盘活存量，统筹使用好年度计划指标。 （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市国土资源局牵头负责）

（十六）推进在武江区龙归镇与乳源瑶族自治县交界处设立 “飞地”经济园区或

与莞韶园合作成立 “飞地”经济园区，实现共享共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莞韶园

管委会、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牵头负责，市经信局协助）

（十七）将乳源瑶族自治县仙湖工业园作为航空产业 “园中园”建设，以扩大乳

源工业园区发展空间。（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市发改局、市经信局、市规划局

牵头负责）

七、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十八）从市级层面统筹规划推动乳源瑶族自治县建立总部经济特色小镇。（市发

改局、市规划局、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

（十九）争取省财政资金用于乳源瑶族自治县建立总部经济特色小镇征地及基础

设施建设。（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牵头负责，市财政局协助）

八、落实进驻激励

（二十）自２０１８年起，对于在乳源瑶族自治县辖区内无生产基地、无需供地，依

法经营、依法纳税且上年度地方税收超过５０万元 （含５０万元）的企业，按当年该企

业新增地方税收部分的５０％奖励给该企业作为发展资金。新注册企业当年地方税收超

过５０万元 （含５０万元）的，可参照执行。（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牵头负责）

九、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二十一）由市相关部门牵头推进韶关到乳源瑶族自治县县城道路客运班线的公

交线路改造工作，具备条件的力争开通公交线路，并完善公交线路沿线路灯、绿化等

设备设施。（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安监局、市国资委牵头负责，乳源瑶族自

治县人民政府、市财政局、市公路局、市住建管理局、市发改局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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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将乳源瑶族自治县交通系统纳入机场规划建设，与正在修编的 《乳源

瑶族自治县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衔接，规划论证开通韶关机场———乳源瑶

族自治县县城———高铁韶关站的城市公交系统。（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市规划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发改局牵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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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关市城市
管理综合检查考评办法 （试行）》的通知

韶府办 〔２０１８〕３２号

浈江区、武江区、曲江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直属机构，中省驻韶有关

单位：

《韶关市城市管理综合检查考评办法 （试行）》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反映。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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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城市管理综合检查考评办法 （试行）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工作水平，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改善城市环境，

提高市民获得感，根据市委、市政府对城市管理工作要求，结合我市城市管理工作实

际，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

园林城市目标，借助 “１２３１９”热线、数字城管、公众微信等信息平台，增强督查考

核力度，落实市委、市政府城市管理工作安排部署，打造环境优美、功能完善、宜居

宜业的 “善美韶关”。

二、工作目标

城市管理综合检查考评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韶城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以

“让城市更美好、让群众得实惠”为宗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强化督促检

查，建立督查与奖惩联动、责任倒逼与主动作为联动的工作机制，形成城市管理工作

全面深化、拓展延伸的格局，推动我市城市管理工作上新台阶，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

指数和获得感。

三、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城市管理考评工作的统筹协调，市政府建立韶关市城市管理考评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 （详见附件１）。

四、考评对象

浈江区、武江区、曲江区人民政府。

五、考评范围

浈江区、武江区、曲江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部门所管辖的区域范围。

六、考评标准

以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相应指标为基准，结合行业规范

和韶关市城市管理工作实际，制定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管理和

拆违控违整治工作考核评分标准 （详见附件２），作为考评的具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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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考评内容及权重

为提高考评工作效率，考评内容实行 “５＋１”制，即：分设５个专业常态考评项

目和１个季度考评项目，权重分设如下：

（一）市容市貌管理：占３０％ （月度评价）。

（二）环境卫生管理：占２０％ （月度评价）。

（三）市政设施管理：占１０％ （月度评价）。

（四）园林绿化管理：占１０％ （月度评价）。

（五）拆违控违整治：占３０％ （月度评价）。

（六）市政府重点工作落实和长效管理机制建设 （季度评价）。

八、考评方式及计分办法

考评分月度考评、季度考评、半年考评和年度考评。采取常态化检查 （暗检）、

专业巡查、月度明检、督查督办及民意调查五种方式进行。

（一）月度考评。

月度综合考评分＝市容市貌月度考评分×３０％＋环境卫生月度考评分×２０％＋市

政设施月度考评分×１０％＋园林绿化月度考评分×１０％＋拆违控违整治月度考评分×

３０％。

１．市容、环卫、市政设施和园林绿化月度考评。包括常态化检查 （暗检）、专业

巡查和月度明检情况，分别占月度考核分的４０％、３０％、３０％。

市容、环卫、市政设施和园林绿化四个专业考评项目月度考评分＝常态化检查分

×４０％＋专业巡查分×３０％＋月度明检分×３０％。

（１）常态化检查 （暗检、百分制）。

①按照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员巡查所发现的案件进行逐一扣分，并对出现超时已处

理案件数、超时未处理案件数、扯皮推诿现象的案件，进行加倍扣分。

②由市住建管理局相关科室人员组成暗访小组，不定期对城区范围内城市管理问

题进行暗访，暗访发现问题报数字城管平台，按 《韶关市城市管理综合检查考评评分

标准》对应扣分，并进行督办。由数字城管平台按照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市政设

施、园林绿化、拆违控违整治等五个专业考核项目，每月分类统计常态化检查分，并

于次月３日前将统计数据报联席会议办公室。

（２）专业巡查 （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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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市政管理中心、市城市公园管理中心分别按各专业

考核项目评分标准安排组织实施，考核结果由实施单位于次月３日前报送至业务科室，

经业务科室审核后报联席会议办公室。

（３）月度明检 （百分制）。

①明检频次。每月一次，时间为每月下旬，每个区半天。具体考评时间安排由联

席会议办公室通知。

②明检方式。检查方式实行抽检，明检当天对考核对象随机选取若干检查内容。

市政园林科和市容环卫科牵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市政管理中心、市城市公

园管理中心抽调专业人员组建明检小组；每个专业的考评人员至少２人以上，明检小

组人员分别按各专业检查评分标准实施检查。

③明检结果报送。明检考核结果经市容环卫科、市政园林科审核后，由各专业考

核小组负责将各专业考评结果于次月３日前将上月考核成绩报联席会议办公室。

２．拆违控违整治工作月度考核 （百分制）。

拆违控违整治工作月度考核由市整治办按照评分标准，结合数字城管案件处置、

违法建筑巡查处置和区上报处置情况单独出具考评分值。

（二）季度考评。

由月度综合考核平均分 （９０％）、市政府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长效管理机制建设

（１０％）、督查督办评分组成。

季度综合考评分＝季度内各月的月度综合考核平均分 （占９０％） ＋本季度市政府

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长效管理机制建设情况 （占１０％） ＋督查督办得分。

１．市政府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长效管理机制建设：由联席会议办公室会同市住建

管理局相关业务科室负责评分。每季度末由考评对象按该项评比标准要求，向联席会

议办公室提交市政府重点工作落实情况、长效管理机制建设有关考评数据和资料以供

评分。

２．督查督办情况。

（１）扣分项。①凡出现被市委、市政府督查督办的、被新闻媒体 “曝光”的、市

领导书面批示提出批评的、发生重大公众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问题，每宗扣０５分。

②市创文办提供的督导通报中月度考核排名末位的，每次扣０１分；在创文第三方测

评结果季度排名末位的，扣０５分。扣分项每季度最高扣５分。督查督办每季度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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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每季度末统计扣分。

（２）加分项。①为推进市容整治工作，提高整治整改效果，突出整治重点带动作

用，在检查季度，由市整治办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整治工作要求进行重点考核，并

根据考核结果发出通报，提出加分意见。②为推进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检

查季度，在办案期限内完成结案的每宗加０３分 （注：办案期限统一为３个月，其中

违建类为立案至发出决定书，其余案件为立案至结案）。次季首月３日前由各区上报案

件加分和明细，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审核。③三区被考评的有关城市管理单项

工作表现突出受到市直相关部门通报表扬或获得 “优秀”等次的，以市委办、市政府

办、市创文办等名义通报的，加０５分，其他市直相关部门名义通报的，加０２分。

加分项每季度最高加５分。

（三）半年考评。

半年内各季度的季度综合考评分进行平均，即为半年度考核评价分。

（四）年度考评。

由季度综合考核平均分 （９０％）、民意调查 （１０％）以及创优争先工作加分组成。

年度综合考评分＝季度综合考核平均分 （占９０％） ＋民意调查 （占１０％） ＋创

优争先工作加分。

１．民意调查。由市住建管理局委托第三方实施，每年第四季度进行。民意调查对

象应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

２．创优争先工作加分。由三区在第二年１月１０日前提供资料申报。其中：与考

评内容相关的综合性评比 （如 “创文”）获得全市评比 “优秀”等次的 （以市委、市

政府名义表彰），加３分；与考评内容相关工作获得省级以上表彰的加５分。全年最高

加１０分。

九、考评结果运用

（一）考评结果点评。

每季度召开一次城市管理考评工作联席会议，由分管副市长结合季度考核情况进

行点评，各区及区直相关部门对所辖范围扣分情况进行现场说明并提出整改意见。

（二）考评结果通报。

１．考评结果定期进行通报，每月考评情况以月报形式专报市委、市政府、市人

大、市政协四套班子领导和市委组织部、市创文办、市整治办及各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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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每月考评结果在 《韶关日报》和相关媒体平台公开发布。

３．每月考核结果排名末位或低于７５分的，由区城管局长在 《韶关日报》等市级

媒体说明情况并作表态发言，连续２次排名末位或２次低于７５分的，由政府分管副区

长作表态发言，连续３次排名末位或３次低于７５分的，由区长作表态发言；每季度考

核排名末位或低于７５分的，由政府分管副区长作表态发言，每半年考核排名末位或低

于７５分的，由区长做表态发言。

（三）设立专项奖励经费。

１．专项奖励经费构成。设立城市管理考核评价专项奖励经费，浈江区、武江区、

曲江区各负责承担５００万元，市财政另行安排８００万元，合计２３００万元年度专项奖励

经费。三区承担的经费，由各区财政按规定上缴市财政或由市财政在对三区的转移支

付资金中直接扣减、划转。

２．奖罚标准。以百分制计算，以７５－８０分为基准分区 （不取四舍五入），月度考

评综合分达到基准分区最低值７５分 （含）以上的，当月返还该区上缴市财政奖励经

费的８％ （即４０万元）；超过基准分区最高值８０分 （不含）的，每多１分，由市财政

安排的奖励经费的５０％ （即４００万元）中奖励２％ （即８万元），当年奖励经费不足以

支付奖励的，纳入下一年度市级财政预算安排；低于基准分区最低分值７５分的，每少

１分扣除该区上缴市财政奖励经费的１％ （即５万元），当年经费扣完为止。年度综合

考评成绩在８０分 （不含）以上，且排名第一的区政府，一次性奖励市财政安排的奖

励经费３００万元，并退还该区上缴市财政奖励经费余额；年度综合考评成绩在８０分

（不含）以上且排名第二的区政府，一次性奖励市财政安排的奖励经费１００万元，并

退还该区上缴市政府奖励经费余额；排名第三的区政府，扣减该区上缴市财政奖励经

费余额部分，或由市财政局在该区转移支付指标额度中直接划转或扣减。

３．专项奖励金用途。各区所获奖励金需全额用于被检查评价范围内的整改提高工

作，弥补各项城市管理事业管理经费的不足。

（四）设立责任领导风险抵押金制度。

三区区长个人每季度上缴３０００元，政府分管副区长 （或常委）每季度上缴２０００

元，作为考评风险抵押金，缴存至市住建管理局指定账户。考评对象的季度考评平均

成绩低于７５分 （不含）的，个人风险抵押金全额扣缴；达到７５分 （含）以上的，考

评风险抵押金全额退还。季度考评平均成绩达到８０分 （不含）以上考评对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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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除当季度风险抵押金不予扣缴外，从原规定收缴的责任领导风险抵押金中，退

还相同数额的领导风险抵押金，遇责任领导风险抵押金没有结存时，不再执行此项规

定。

（五）年度综合考评结果纳入绩效评价体系。

１．年度考评结果纳入 《韶关市县 （市、区）工作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相应指标

进行评价。按年度考评成绩排名先后分设三个等级系数１０、０９、０８，即年度考评

成绩排名第一的，绩效评价体系相应指标评分乘以系数１０得出最终得分；年度考评

成绩排名第二的，绩效评价体系相应指标评分乘以系数０９得出最终得分；年度考评

成绩排名第三的，绩效评价体系相应指标评分乘以系数０８得出最终得分。

２．市辖三区政府参照本办法对辖区相关单位的城市管理工作进行考核和奖惩，将

考评结果纳入区相关单位绩效考核中，与年度绩效奖励挂钩，并将绩效奖励方案报市

城市管理考评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

（六）每月考评结果提交市创文办纳入 《韶关市辖三区创文工作绩效评价评分表》

中，作为三区年度创文工作绩效考核参考。

（七）年度考评结果作为各区政绩考核、工作绩效评价以及考核选拔干部的重要

参考依据。

本办法自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起实施，试行一年。原 《韶关市城市管理督查办法》同

时废止。

附件：１．韶关市城市管理考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２．韶关市城市管理综合检查考评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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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韶关市城市管理考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为加强对我市城市管理考评工作的统筹协调，市政府决定建立韶关市城市管理考

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及职责分工如下：

一、联席会议组成人员

召 集 人：李　欣　副市长

副召集人：朱增志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副书记

谢天友　市住建管理局局长

成　　员：杨　雄　浈江区政府副区长

刘拥军　武江区政府副区长

钟秋华　曲江区区委常委、副区长

朱保良　市发改局副局长

张文华　市财政局副局长

谭宝龙　市住建管理局副局长

李仲超　市提升办专职副主任

陈志新　市整治办专职副主任

原文宏　市创文办副主任

谭国权　市爱卫办副主任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住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市住建管理局分管副局长担任，

办公室成员由市住建管理局相关科室及下属单位负责人组成。联席会议成员发生变动

的，由所在单位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办公室报召集人同意后，由办公室发文予以

调整。

二、联席会议及办公室职责

（一）联席会议职责。负责全市城市管理考评工作的统筹安排和目标制定，协调

解决考评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对考评工作中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制定改进措施，

并加强监督，推进落实；负责城市管理考评结果的点评、发布和运用；负责考评办法、

考核评分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完善；承办领导交办的有关城市管理考评工作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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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责。负责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制定城市管理综合检查

评价方案、考评办法，负责考评工作的统筹组织和安排，以及考评结果汇总和公布，

提出考评结果运用建议，定期组织召开考评工作联席会议和全市考评情况点评会议。

涉及办公室各成员及市住建管理局内部科室的职责分工，由办公室自行明确。

三、建立考评工作会议制度

（一）每年年初召开一次年度城市管理考评工作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全体成员及

办公室人员参加。会议通报上年度城市管理考评情况，提出考评结果运用建议，总结

考评工作经验，谋划下年度城市管理考评工作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对考评办法、

考核评分标准、考核实施细则进行修订和完善。

（二）每季度初召开一次季度城市管理考评工作会议，联席会议全体成员及办公

室人员参加。会议点评上季度城市管理考评情况，对考评工作中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建议，并制定改进措施，提出对考核评分标准、实施细则进行修改的建议，并报

年度城市管理考评工作联席会议审定。

（三）根据考评工作的需要，不定期召开一般性工作会议，参会人员视会议事项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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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韶关市城市管理综合检查考评评分标准

一、考核项目及分值说明

韶关市城市管理综合检查考评评分标准包括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园

林绿化、拆违控违整治五个专业常态考核项目，以及市政府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长效

管理机制建设 （季度考核项目）评比标准，每项的总分值均为１００分。

二、专业常态考核项目评分标准说明

（一）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管理考核项目月度明检采取单

项问题扣分方式，在每项控制分值内按单个问题扣分；专业巡查采取总体评价打分方

式，在每项最高控制分值内结合单个问题扣分进行评价。

（二）拆违控违整治工作月度考核由市整治办按照评分标准，结合数字城管案件

处置、违法建筑巡查处置和区上报处置情况单独出具考评分值。

三、考核计分方法

（一）月度考评计分公式。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管理月度

考评分＝Ａ×４０％＋Ｂ×３０％＋Ｃ×３０％

其中：Ａ＝常态化检查成绩

Ｂ＝月度明检成绩

Ｃ＝专业巡查成绩

月度综合考评分＝Ｄ×３０％＋Ｅ×２０％＋Ｆ×１０％＋Ｇ×１０％＋Ｈ×３０％

其中：Ｄ＝市容市貌管理考核成绩

Ｅ＝环境卫生管理考核成绩

Ｆ＝市政设施管理考核成绩

Ｇ＝园林绿化管理考核成绩

Ｈ＝拆违控违整治月度考核成绩

（二）季度综合考评分＝季度内各月的月度综合考核平均分 （占９０％） ＋本季度

市政府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长效管理机制建设评比 （占１０％） ＋督查督办得分。

（三）半年度考核评价分为半年内各季度的季度综合考评分的平均值。

（四）年度综合考评分＝季度综合考核平均分 （占９０％） ＋民意调查 （占１０％）

＋创优争先工作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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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２０１８年

工作要点的通知

韶府办 〔２０１８〕３７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省驻韶各单位：

《韶关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日

韶关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

　　２０１８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也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做好今年的工作，要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

彻省委十二届二次、三次、四次全会和全省科技创新大会精神，落实市委十二届五次、

六次、七次全会的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贯彻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提高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提升产业技术创新水平，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

快集聚创新人才，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更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创新发展振兴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全市创新发展再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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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着力培育创新主体

坚持存量与增量并重的原则，以实施优质企业倍增计划，提升创新创业服务，优

化创新创业环境，大力引进创新型企业为抓手，着力培育壮大创新主体。

１．实施优质企业规模与效益倍增计划，首批选取１００家优质制造企业，出台专项扶

持政策，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发展总部经济、兼并重组、服务型制造、产业链整合、

资本运营和创新招商等要素供给实现规模与效益的倍增。（牵头单位：市经信局）

２．落实 《韶关市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扶持办法实施细则》等鼓励企业科技创

新的优惠政策，建立２００家高企服务台账，力争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３０家以上。

（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３．加大科技招商引资力度，主动对接大湾区创新集聚地，完善科技招商配套政

策，吸纳科技型企业落户韶关。加强与深圳市韶关商会的联系，积极引进深圳科技产

业项目。（牵头单位：市科技局、市商务局）

４．建立完善高成长小微企业名录库。落实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让更多

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到研发费加计扣除７５％的优惠，鼓励广大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激活创新动能。完善科技创新券后补助制度，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购买技术服务

和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牵头单位：市科技局，参加单位：市经信局、市国税局、市地

税局）

５．择优扶持一批本地或新迁入的国内外知名科技服务机构。鼓励科技服务机构在

科技咨询、技术评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专利代理等领域，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多

功能、综合性、专业化服务。 （牵头单位：市科技局，参加单位：市质监局、市农业

局、市林业局、市食药监局）

二、大力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加强基础研究平台建设，突出关键

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

６．推进韶关学院开展高水平大学及重点学科建设，落实资金，引进人才，加强食

品科学、机械工程、禅宗研究等优势学科建设。鼓励市技师学院探索开展双元制教学，

重点围绕我市产业发展需求培育高技能人才。加快全市教育云平台建设，培养理念先

进、素质过硬、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强的社会需求人才。（牵头单位：韶关学院、松

山职业技术学院、市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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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加强临床医学科研攻关力度，促进我市创建高水平医院并进入全省乃至全国一

流领先行列。（牵头单位：市卫计局）

８．以丹霞山等特色旅游资源为重点，研究推广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

以及云计算技术在旅游业的应用，推动 “互联网＋旅游业”的科技发展，促进我市旅

游业转型升级。（牵头单位：市旅游局）

９．以生态保护为契机，加强与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探索建立韶关生态

研究院，开展良种选育试验示范，打造阔叶树、油茶、杉木等良种基地。以生态治理

为契机，推进生态环保创新，围绕大气、水、土壤防治，实施一批重大研究课题，完

成土壤污染防治技术研发与评估平台建设，加强城市垃圾、矿山尾矿、危险废物等废

物循环利用技术的研发与引进。设立土壤污染防治科研专项，重点支持土壤保护基础

研究及修复技术研发、应用实施。围绕大宝山、凡口矿尾矿资源开展科技研发，大力

开展资源综合利用。鼓励企业研究引进先进实用技术，积极开展烟尘排放治理工作。

（牵头单位：市环保局）

三、大力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聚焦优势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设一批

开放性、集聚性、前瞻性的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大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技术话语权。

１０．开展高企树标提质行动，加大高企扶持力度，培育发展龙头高企。发挥大型

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促进东阳光、利民制药、北江纺织、比亚迪、韶钢特钢等企业

提质增效。支持高企开展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推动高企实施科技创新、质量管理、

品牌建设，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名企、名品、名标、名牌。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研究覆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发展全过程、全周期的一揽子扶持政策。

（牵头单位：市科技局，参加单位：市工商局、市质监局）

１１．组织实施市重大科技专项，重点聚焦在大数据、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

备制造、现代农业技术等领域，加大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力度。主动对接国家、省重大

科技专项实施，支持韶钢特钢、东阳光、利民制药等行业优势企业、骨干企业承担省

级以上重大科技项目，争取在铝箔、生物医药、涂料、磁性材料、耐磨材料和氯碱化

工等领域实现技术再创新，攻克若干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牵头单位：市

科技局，参加单位：市财政局、市经信局、市发改局）

１２．推动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巩固主营业务收入５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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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全覆盖成果，１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达到３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立

研发机构达到２５％，全年新增企业研发机构４０家以上。（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１３．开展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研发，支持农业公共

创新技术及服务平台建设。推进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积极培育现代农业专业镇，力争

全年培育专业镇４个以上，推进全市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创新发展。加快构建专业镇协

同创新平台，提升专业镇发展水平。加快乡村振兴，组织科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实施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牵头单位：市科技局，参加单位：市农

业局、仁化县人民政府）

１４．深化产学研合作，重点加快推动高品质金属材料研究院、华实现代农业创新

研究院、石斛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推动矿山机械行业建立技术创新联盟，加

快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牵头单位：市科技局，参加单位：市质监局、市农业局、市经

信局）

１５．实施知识产权提质增量工程，大幅提高发明专利资助，每件授权发明专利资

助２万元，引导企业和个人申请专利，力争全年专利申请量突破７０００件，新增市知识

产权保护重点企业１０家。引导企业建设知识产权制度，开展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贯标，

围绕核心关键技术开展专利布局，打造一批知识产权强企。〔牵头单位：市知识产权

局，参加单位：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四、加大创新平台建设力度

突出创新引领，加强能力建设，将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重点领域、重点区域技术

创新紧密结合，为提升全市技术创新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１６．把握韶关高新区创建国家级高新区的机遇，争取顺利通过科技部的现场考评，

将韶关高新区认定为国家级高新区。按照创建省级高新区的要求，引导南雄市、翁源

县、乳源瑶族自治县等地产业园区争创省级高新区。〔牵头单位：市科技局，参加单

位：高新区管委会、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１７．积极发挥市区教育组团优势，加快谋划市区新的高科技产业平台，打造新的

增长极。（牵头单位：市经信局，参加单位：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国土资源局、市

规划局、浈江区人民政府、韶关学院）

１８．争取中科院韶关实验室申报国家级检测平台，加快广东省液压件产业计量测

试中心申报筹建，创建国家级产业计量平台。（牵头单位：市质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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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完善孵化育成体系建设，出台孵化育成体系管理办法特别是科技企业加速器

（含虚拟加速器）的相关扶持政策。引导各类主体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力争新增省

级孵化器 （众创空间）２家以上、市级孵化器 （众创空间）２家以上。筹建科技企业

孵化协会，建立专家联系库。引进培育华中科技大学东莞研究院、达安创谷、众投邦

等具有较强孵化能力的孵化器运营单位，推进莞韶双创中心、达安创谷孵化器、众投

邦加速器建设与运营。〔牵头单位：市科技局，参加单位：高新区管委会、各县 （市、

区）人民政府〕

五、加速创新人才培养和集聚

全面推动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以吸引培养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为重点，组织申报

“特支计划”和 “扬帆计划”，深入实施韶关市 “双百”人才工程，强化紧缺适用人才

对我市创新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２０．紧紧围绕产业科技发展需要，大力引进培养紧缺适用人才。积极申报省 “扬

帆计划”，通过柔性方式引进高层次人才在我市开展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等工作。推

动建立院士工作站、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力争创建１个院士工作站、３个以上科技特

派员工作站。（牵头单位：市委组织部，参加单位：市人社局、市科技局）

２１．制定 《韶关市扶持产业科技人才实施意见的实施细则》、《韶关市扶持高校毕

业生在韶就业实施意见》，落实产业科技人才普惠制政策，促进高层次人才、技工人

才等安心在韶关创新创业。开展韶关学院和松山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毕业生留韶就业

行动。鼓励重点企业与高校联合定向培养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职业技能人才。

力争引进产业科技人才１０００人，大学生就业２０００人，职业技能人才２０００人。（牵头

单位：市委组织部，参加单位：市人社局、市科技局、韶关学院、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２２．建设国际人才社区，加强韶关人才 “一卡通”、 “一站式”服务专区建设。

（牵头单位：市人才办，参加单位：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市住建管理局、市规划局、

高新区管委会、芙蓉新区管委会）

六、加速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

不断提升科技金融服务效能，加大金融、科技、产业融合力度，使科技金融服务

于创新驱动战略、服务于经济发展大局。

２３．充分发挥市科技信贷风险准备金风险共担作用，推动各级政府加大财政资金

投入引导力度，争取市科技信贷风险准备金入池企业突破１２０家，全年科技信贷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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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５０％以上。（牵头单位：市科技局，参加单位：市金融局、市财政局）

２４．拓宽技术创新的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创

新的信贷支持力度，设立科技支行等科技金融专营机构，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贷款试点，推动省市联动为轻资产科技企业提供无抵押科技

信用贷款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牵头单位：市金融局，参加单位：市科技局）

２５．加快推进丹霞天使母基金、众投邦创新创业投资基金、达安医疗健康基金等

基金的运作，积极争取粤科金融集团在我市设立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引导加大对我市

科技型企业的投资力度。（牵头单位：市金融局，参加单位：市科技局）

七、大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

紧紧围绕 “坚持融入珠三角、服务大湾区战略，增强内生动力”的发展目标，着

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新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构筑以优势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为支撑，以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生态产业为新增长极的产业发展格局。

２６．贯彻落实 《韶关市促进新兴支柱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制定韶关市促进新兴

支柱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实施细则，坚持增量与存量并重、规模与效益并重，依托优势

产业和龙头企业，重点推进先进装备制造、医药健康、大数据等产业形成高增长、高

质量的新兴产业集群。依托比亚迪、宏大齿轮、东南轴承等骨干企业和项目，推进广

东重要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韶关配套区建设。围绕数据中

心，协同推进大数据交易平台、电子商务、软件服务业发展，打造华南数谷大数据产

业集聚区。依托利民制药、东阳光、丹霞生物等医药企业，引进一批生物工程、医药

生产企业和研发机构，引导设立研发中心、中试基地，形成集生物医药创新、创造、

流通和服务一体化的产业链条。（牵头单位：市商务局，参加单位：市发改局、市经

信局、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食药监局、市卫计局）

２７．精心培育一批代表科技前沿的产业项目，重点推进华为智慧城市、华南数谷

数据中心第一期、亿航无人机、中车株洲所 （韶关）智轨电车生产等项目建设。加快

乳源东阳光药业公司医用辅料车间建设项目和乳源东阳光生物科技公司新型动物专用

药研发及生产项目建设，助推乳源东阳光公司建设成我市县域经济首个百亿级特色产

业集群。力争引进亿元以上装备制造项目１５个，推动液压件、汽车零部件、发配电设

备、矿山工程机械等发展成套装备及整机设备。 （牵头单位：市发改局，参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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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信局、市科技局、高新区管委会）

２８．推动新一轮技术改造，实施 《韶关推动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通过实行目录制管理方式，重点支持主营业务收入３０００万元以上

的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推动企业更新设备和智能化改造。支持扩产增效，以 “机

器换人”为主要手段，实现绿色化发展。力争全年完成技改投资７０亿元。 （牵头单

位：市经信局）

２９．着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坚持生态兴市、生态强市，真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在高水平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壮大以生态畜牧业、休闲渔业、

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等为代表的生态农业；加快以清洁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为龙

头的传统产业生态化改造；着力发展以温泉度假旅游业、文化体验旅游业、森林山地

旅游业等为重点的生态旅游业，进一步提高绿色ＧＤＰ占比，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银山，实现韶关绿色崛起。（牵头单位：市发改局、市经信局、市农业局、市旅游局）

八、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３０．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我省创新创业系列政策，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提升创新创业主体活力。加快推动我市智汇小镇省

级 “双创”示范基地的建设。推进创业孵化基地建设，鼓励引导异地创业务工人员返

乡创业就业，完成全年扶持创业１６００人。组织开展双创活动周、“创客广东”韶关市

创新创业大赛、首届 “丹霞杯”返乡人员创业创新大赛等创业创新服务系列活动。

（牵头单位：市发改局，参加单位：市经信局、市科技局、市人社局）

九、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

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效益，推动政府管理创新

向服务创新转变，使科研管理机制真正向创新者倾斜，让创新者放开手脚去创新。

３１．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结合新一轮机构改革，加强科技管理队伍力量，明

晰科技管理工作职责。〔牵头单位：市科技局，参加单位：市编办、市人社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３２．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制定、完善促进科技、金融与产业融合系列政

策措施。建立以金融部门牵头多部门协调的科技金融融合机制。建立以市科技金融综

合服务中心牵头的市县两级科技金融综合服务机构，为科技型企业融资提供优质高效

服务。（牵头单位：市金融局，参加单位：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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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深化知识产权体制机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优化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完善激励和保护创新的法制环境。建立集信息收集、管理、推动等功能于一体

的知识产权服务平台，提升企业知识产权运用水平。鼓励各县 （市、区）积极参与国

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示范，提高县域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牵头单位：市知识

产权局，参加单位：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３４．强化创新问题研究和督查考评机制，加强对全市创新发展情况的跟踪监测和

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抓好各项创新政策贯彻落实。将创

新驱动发展工作纳入县域发展考核，参照 《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工作考核指标体系》

确定合理科学的考核内容，推动全市创新驱动发展工作逐年上台阶。（牵头单位：市

委组织部，参加单位：市发改局、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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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关于鼓励优质企业 （项目）落户
华南先进装备产业园暂行办法》的通知

东府办 〔２０１８〕５６号

东莞市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东莞市府直属各有关单位；韶关市各县 （市、

区）人民政府，韶关市府直属各有关单位：

《关于鼓励优质企业 （项目）落户华南先进装备产业园暂行办法》业经东莞市人

民政府、韶关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６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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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鼓励优质企业 （项目）落户
华南先进装备产业园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战略

部署，引导优质企业 （项目）落户华南先进装备产业园 （以下简称 “装备园”），促进

园区产业发展，结合韶关、东莞两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韶关、东莞两市政府共同设立装备园企业 （项目）落户扶持专项资金，

用于奖励优质企业 （项目）落户发展。

第二章　奖励扶持

第三条　适用范围

依法在装备园区范围内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纳

入装备园统计口径并依法在园区纳税，符合国家、省及装备园的产业发展、环境保护

和节能减排政策，项目投资额在１亿元以上的企业或者机构。

第四条　工业项目享受奖励的基本条件

（一）项目属于 《广东省主体功能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非限制类以及非禁止类，外商投资企业还应符合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

录》要求；

（二）符合产业规划和环保要求；

（三）土地投资强度１５０万元／亩及以上且承诺自投产起３年内平均每年税收贡献

率１０万元／亩及以上；或承诺自投产起３年内平均每年税收贡献率１５万元／亩及以上；

（四）容积率不低于１０；

（五）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签约，土地摘牌后９个月内动工

建设，１８个月内建成投产的企业或项目。

第五条　项目落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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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扶持内容：对新设立的企业，按项目实际完成投资额进行奖励，该项由东

莞、韶关两市财政各按１１比例出资；

（二）奖励标准：实际完成投资额３—５亿元 （含５亿元）奖励１００万元；实际完

成投资额５—１０亿元 （含１０亿元）奖励３００万元；实际完成投资额１０亿元以上奖励

５００万元。

第六条　建厂补助奖励

（一）东莞市关于投资韶关建厂奖励

１．扶持内容：对自建物业 （包括厂房、办公用房、宿舍）建设进行补助奖励，

该项由东莞市财政全额出资；

２．申报条件：一是项目已经竣工；二是实际投资完成额达１亿元以上；

３．奖励标准：按实际竣工验收建筑面积，以３００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

贴，单个企业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

（二）韶关市关于华南装备园厂房建设补贴

１．扶持内容：对自建物业 （生产用房、仓储用房、办公用房、宿舍、饭堂）建

设补助奖励，该项由韶关市财政全额出资；

２．申报条件：一是达到约定的投资强度且建筑总面积达到控制性详细规划或国有

土地出让合同中规定的最低计容建筑面积；二是按投资合同约定的投产时间正式投产

且投产两年内主营业务收入达到规模以上；三是须按签订的投资合同规定期限动工、

按时完成工程进度和投资规模、竣工、验收等约定条款，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完善报

建手续；

３．奖励标准：建筑总面积达到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最低计容面积的，每平方米建

筑面积补贴１５０元，超过最低要求建筑面积部分补贴２００元／平方米。补贴总额最多不

超过２００万元。

本条 （一）、（二）项可以同时享受。

第七条　租金补助

（一）东莞市关于鼓励投资韶关租金补助

１．扶持内容：对租赁厂房、办公用房和宿舍用房的租金进行补贴，该项由东莞市

财政全额出资；

２．申报条件：一是项目投产；二是项目完成实际投资额在１亿元以上；

—０５—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３．补贴标准：自项目投产之日起，按核定租用面积，以每月４元／平方米给予补

贴，租金补贴时间跨度为自投产起最多５年，单个企业补贴金额累计最高不超过１０００

万元。

（二）韶关市关于华南装备园租赁租金补贴

１．扶持内容：对租赁厂房、办公用房、宿舍、饭堂用房等主营业务收入达规模以

上的企业租金进行补贴，该项由韶关市财政全额出资；

２．申报条件：一是企业须正常经营一年及以上，经营状况良好；二是租赁单位面

积年产出效益达到５０００元／平方米以上或年缴税金达６５０元／平米以上，其他非生产性

服务企业产值须达２０００万元以上或年缴税金达１０００元／平方米以上；三是所租赁的园

区内楼宇、厂房等必须是申报企业自用于生产经营方面，不能转租；

３．补贴标准：给予工业厂房最高每月５元／平方米租金补贴；办公、宿舍、饭堂

等配套用房最高每月３元／平方米租金补贴。每月租金补贴合计额度最多不超过１０万

元，跨度每次最长不超过１２个月，上年已获奖补的企业，间隔３年后可再次申报，其

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可连续申报。

本条 （一）、（二）项可以同时享受，但合计补贴最高不超过企业实际支出租金。

第八条　设备购买补贴

（一）扶持内容：对企业采购的工业机器人或成套设备进行配套补贴，配套部分

由东莞市财政全额出资；

（二）申报条件：设备投资总额超过１０００万元，报送了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

（二手设备和自制自用设备原则上不纳入奖励范围）；

（三）补贴标准：参照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 （试行）》（韶府

〔２０１５〕５０号）文件，“按其设备购买价５％ 以内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

按韶关市政府给予的奖励金额，装备园再按１１配套补贴。

第九条　科技创新奖励

（一）获国家级载体称号

１．扶持内容：对获得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称号的重大创新载体进行配套奖励，配套部

分由东莞市财政全额出资；

２．奖励标准：按韶关市政府给予的奖励金额，装备园再按１１配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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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获省级载体称号

１．扶持内容：对获得省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公共技术平

台等各类称号的创新载体进行配套奖励，配套部分由东莞市财政全额出资；

２．奖励标准：按韶关市政府给予的奖励金额，装备园再按１０５配套补贴。

（三）获科技立项奖励

对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的企业，按立项金额１０％ 的比例给予一次性配

套扶持，同一个项目最高扶持金额不超过１００万元，配套部分由东莞、韶关两市财政

各按１１比例出资。

（四）获高新技术企业相关称号奖励

韶关地区外在有效期内完成整体转移进入装备园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每家一次

性奖励３００万元；对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一次性奖励３０万元；纳入省高新技

术企业培育库的企业，每家一次性奖励３０万元；上述奖励根据 《关于印发 〈韶关市

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扶持办法〉的通知》（韶科 〔２０１７〕７６号）文件执行，并可以

与省相关奖励叠加享受，该条款全部由韶关市财政出资。

（五）创新平台奖励

１．扶持内容：对省级孵化器、新型研发机构、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平台整体转移

进入装备园或者在装备园设立分支机构的进行奖励，该项由东莞、韶关两市财政按

１１比例出资；

２．奖励标准：按在装备园实际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超过１０％比例按年度予

以奖励，每家累计最高不超过２００万元，可以与省、市相关奖励叠加享受。

（六）东莞市关于鼓励投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补助

对建设公共服务平台的机构，自平台项目竣工运营后，按项目核定实际总投资的

２５％给予一次性补贴，单个项目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该项由东莞市财政全

额出资。

第十条　金融扶持

（一）东莞市关于鼓励投资韶关贷款贴息

１．申报条件：同时满足，一是企业所增的贷款为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运作；二是产

业符合装备园产业发展要求；三是项目投资额在１亿元以上；

２．贴息标准：贴息比例为贷款利息总额的５０％，贴息时间最长不超过３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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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企业贴息金额累计最高可达１０００万元，该项由东莞市财政全额出资。

（二）韶关市关于华南装备园贷款贴息扶持

１．申报条件：同时满足，一是注册在园区内，企业需经营１年以上，且企业必须

经营效益良好，企业信用良好，无不良贷款记录；二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规模以上；

２．贴息标准：符合条件的企业贷款，按上年度贷款基准利率的２０％给予扶持补

贴，企业如通过园区鼎盛担保公司、圆融小贷公司发生的贷款数额，扶持补贴可按上

年度贷款利息的２２％ 给予补贴，每家企业每一年度最高贴息额不超过２００万元，该项

由韶关市财政全额出资。

（三）融资奖励

对园区内注册企业主体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的，按韶关市政府给予的奖励金额，

装备园再按１０５配套补贴，配套部分由东莞市财政全额出资。

本条 （一）、（二）项可以同时享受。

第十一条　产业共建扶持

（一）对珠三角共建企业奖励

按照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的财政扶持政策》 （粤

财工 〔２０１６〕３８４号）文件，每年度由省级与粤东西北地区财政按１：１比例安排预算

资金的要求，以下为地方财政出资部分，该部分由韶关市受益财政全额出资。

１．企业入园投产起第１—３年，单家企业奖补金额 ＝该企业当年度财政贡献量

（参考企业当年实际缴纳入库的企业所得税额＋增值税额） ×２０％；

２．企业入园投产起第４—５年，单家企业奖补金额 ＝该企业当年度财政贡献量

（参考企业当年实际缴纳入库的企业所得税额＋增值税额） ×１０％。

（二）对非珠三角共建企业奖励

参照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的财政扶持政策》 （粤

财工 〔２０１６〕３８４号）文件，对非珠三角入园企业全部由韶关市受益财政全额出资奖

励。

１．企业入园投产起第１—３年，单家企业奖补金额＝该企业当年度财政贡献量地

方留成部分 （参考企业当年实际缴纳入库的企业所得税额＋增值税额） ×４０％；

２．企业入园投产起第４—５年，单家企业奖补金额＝该企业当年度财政贡献量地

方留成部分 （参考企业当年实际缴纳入库的企业所得税额＋增值税额） ×２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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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与增值税额以税务机关认定的具体企业数据为准。

第十二条　人才引进奖励

（一）企业高管人才奖励

１．扶持内容：对包括正副董事长、正副总经理、监事长、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或

相当层级人员进行奖励，该项由韶关市受益财政全额出资；

２．申报条件：一是企业营业收入５亿元以上且同比增长幅度达６％以上，或营业

收入１—５亿元且同比增长幅度达１０％以上的企业高管；二是在韶关缴纳个人所得税；

３．奖励标准：按照个人当地财政贡献的１０％予以奖励，最高每人每年不超过１００

万元，每家企业每年奖励人数不超过８名，单个企业累计奖励总金额不超过该企业对

本级财政留成部分的３０％。

（二）紧缺适用人才配套奖励

１．奖励内容：对被韶关市认定为紧缺适用的人才进行配套奖励，配套部分由东莞

市财政全额出资；

２．申报条件：一是在园区企业全职工作；二是被韶关市认定为紧缺适用人才并享

受韶关市人才津贴的；

３．奖励标准：按 《韶关市引进百名紧缺适用人才实施意见》（韶人才办 〔２０１６〕

３号）给予的津贴，装备园再按１０５配套奖励。

（三）创新创业团队引进奖励

１．扶持内容：对获得国家、省、市创新创业团队认定的团队进行配套奖励，配套

部分由东莞市财政全额出资，具体依照韶关市相关标准执行；

２．申报条件：获得国家、省、市创新创业团队认定的；

３．奖励标准：对韶关市根据 《韶关市扶持产业科技人才实施意见 （试行）》（韶

人才办 〔２０１７〕６号）认定享受创新创业团队的奖励，按照韶关市政府给予的奖励金

额，装备园再按１０５配套奖励。

（四）对引进人才的其他配套政策

对上述 （一）至 （三）类人才，对其配偶、父母、子女可随迁，在本韶关市实际

居住地或单位所在地落户。韶关市公安部门凭装备园管委会或人社部门签发的调动通

知予以办理入户手续，其子女入学 （园），可视其子女学业测试水平情况由韶关市教

育部门安排优质学校，教育部门凭装备园管委会或人社部门证明统筹安排就读。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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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不受户口所在地和房型限制，自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之日起即可申

请，贷款额度提高到一般额度的２—４倍。

本条内各项如果同时满足的可以重复享受。

第十三条　重点扶持项目

对个别优质项目、土地投资强度３００万元／亩及以上的项目，或税收贡献率２０万

元／亩及以上的项目、公共服务平台 （机构）等，由东莞韶关对口帮扶指挥部 （以下

简称 “莞韶指挥部”）按 “一事一议”程序报东莞、韶关市政府审定，该项由东莞、

韶关两市财政按１１比例出资。

第十四条　韶钢对入园企业优惠

本优惠政策只适用于入园企业在园区内为生产、建设采用的韶钢钢材，不适用于

销售流动等转售钢材。

装备园与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韶钢”）签订合作协议，

入驻装备园的企业可享受韶钢如下优惠：

（一）建材价格优惠：韶钢采用第三方网即 “我的钢铁”网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ｙｓｔｅｅｌｃｏｍ）广州市场的价格作为参考依据，在第三方网价基础上减少５０元／

吨。

（二）特钢价格优惠：入园企业首次订货 （订货量不超过１０００吨），在韶钢挂牌

价基础上优惠５％。韶钢与入园企业签订年度购销协议，按照年度累计订货量给予返

利优惠，具体优惠幅度根据各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

（三）订金优惠：入园企业按照货款总额预付２０％订金，韶钢可予以备货，并按

款到发货原则将所订钢材在约定期限内交货。

（四）本条如有变化，以韶钢最新优惠规定为准，该项由韶钢出资。

第三章　申报和审批

第十五条　申报企业向莞韶指挥部提出申请材料及相关证明附件，莞韶指挥部进

行初审后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第三方评审机构评审，确定资助名单报两市政府审定。

第十六条　资助名单经两市政府批准后，进行社会公示 （公示期为７个工作日）。

公示结束没有异议的，按程序发放资助金；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由莞韶指挥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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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后报两市政府审定。

第十七条　对弄虚作假、伪造事实骗取扶持资金的单位或个人，以及在项目评审

认定、扶持资金监督管理等工作中存在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的行政主管部门及

工作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享受本办法奖励的企业或机构，须承诺自获得奖励起３年内注册及办

公地址不迁离装备园，不改变在装备园纳税义务，不减少投资规模。

第十九条　本办法涉及 “投资额”、“营业收入”等指标的数额均以企业或机构提

供的第三方审计报告及税务机关证明文件为准。本办法提及的货币单位，均以人民币

计算。项目投资额由固定资产投资 （包括土地购置及相关税费支出、厂房及办公楼建

设支出、设备购置支出、配套设施投资支出等）、技术投资和其他有效投资 （主要指

生产经营性租赁支出）构成，其中技术投资额占项目实际投资总额的比例不得超过

２０％。

第二十条　以上条款，有叠加享受东莞、韶关两市相关政策的，合计叠加奖补总

额不超过企业实际成本或投入。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 （六）、第十条 （一）（二）、第十

一条 （一）等条文源自省、东莞、韶关等有关扶持政策，按省、东莞、韶关有关政策

执行，如本办法条文内容与其政策不一致的，以其最新政策为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莞韶指挥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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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法制局关于印发 《韶关市行政复议
案件庭审办法》的通知

韶法 〔２０１８〕２０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规范我市行政复议案件庭审工作，确保行政复议案件审理公开透明，更好地保

障当事人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程序中的权利。我局制定了 《韶关市行政复议案件庭审

办法》 （韶法审 〔２０１８〕５号），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韶关市法制局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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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关市行政复议案件庭审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行政复议案件庭审工作，确保行政复议案件审理公开透明，

保障当事人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程序中的权利，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广东省行政复议工作规定》和 《广东省行政

复议案件庭审办法 （试行）》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政复议机构对重大、复杂或者事实争议较大的行

政复议案件进行开庭审理的活动，适用本办法。

县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政复议机构开庭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可以参照

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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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开庭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应当坚持合法、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

则。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开庭审理案件

应当以公开方式进行。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重大、复杂或者事实争议较大的行政复议案件：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

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较大数额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关闭或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

定提出行政复议的；

（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

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或者使用权提出行政复议的；

（三）申请人人数众多，且社会影响较大的；

（四）疑难、复杂且不开庭审理难以查清案件基本情况的。

本办法所称较大数额罚款、较大数额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对公民处以超过５０００元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超过１００００元，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超过１０００００元罚款、没

收违法所得超过１５００００元。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政复议机构可以决定开庭审

理：

（一）有重大影响并可能涉及公共利益的；

（二）疑难、复杂且不开庭审理难以查清案件基本情况的；

（三）行政复议申请人、被申请人或第三人申请开庭审理，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行政复议机构认为有必要的；

（四）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可以开庭审理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政复议机构可以决定合并开

庭审理：

（一）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适用不同的依据对同一事实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

（二）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对若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别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分别申请行政复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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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不

服申请行政复议的；

（四）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可以合并开庭审理的其他情形。

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政复议机构决定合并开庭审理的，应当在开庭前５个工作

日告知当事人。

第七条　开庭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应当由２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参加，并由其中

１名担任庭审主持人。行政复议庭可另设书记员１名。

庭审主持人由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政复议机构指定，经办人和书记员由庭审主

持人视案件情况指定。

第八条　参加庭审的行政复议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也

有权申请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处理的。

第九条　当事人申请回避的，一般应当在庭审前提出，庭审过程中发现回避事由

的，也可以在庭审过程中提出。庭审过程中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记录在卷并当场进

行处理。

当事人申请庭审主持人以外的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回避的，由庭审主持人决定是否

回避；申请庭审主持人回避的，由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决定是否

回避；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担任庭审主持人的，由市人民政府及

其部门行政复议机构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条　行政复议庭审主持人负责组织和主持行政复议庭审工作，具体履行下列

职责：

（一）决定庭审的时间、地点；

（二）组织和主持庭审；

（三）向庭审参加人提问；

（四）维持庭审秩序，对违反庭审纪律的行为予以制止，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其

退出庭审；

（五）其他应当由庭审主持人履行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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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行政复议庭审参加人包括当事人、代理人和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人员：

（一）当事人包括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

（二）代理人是指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

（三）其他人员包括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和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

政复议机构认为需要参加庭审的其他人员等。

第十二条　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代理人：

（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二）当事人的近亲属；

（三）当事人所在工作单位的工作人员；

（四）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委托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庭审，应当在开庭前提交委托代理手续。

第十三条　同一行政复议案件申请人超过５人 （不含５人）的，申请人应当推选

１至５名代表人参加庭审。

第十四条　被申请人主要负责人是行政复议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有组织依法答

复、举证、参加庭审和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责任。

第十五条　政府部门为被申请人的，负责被复议行政行为的内部业务部门负责人

应当出庭参加行政复议庭审。政府为被申请人的，负责被复议行政行为的政府部门负

责人应当参加行政复议庭审。被申请人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可由其他工作人员出庭，

但不得仅委托律师或者外聘的法律顾问出庭。

前款所指工作人员中应当至少有１名是被复议行政行为的承办人或者熟悉相关业

务的工作人员。

第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政复议机构决定开庭审理案件，应当在开庭前

５个工作日通知庭审参加人，并将被申请人的答辩材料副本送达申请人、第三人。

第十七条　庭审参加人员和旁听人员在庭审活动中应当服从庭审主持人的指挥，

遵守庭审纪律，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鼓掌、喧哗；

（二）吸烟、进食；

（三）拨打或者接听电话；

（四）未经庭审主持人许可，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使用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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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

（五）其他危害庭审安全或者妨害庭审秩序的行为。

庭审参加人员发言或提问，应当经庭审主持人许可。

旁听人员不得随意走动，不得发言和提问。

庭审主持人对违反庭审纪律的人员，应当予以警告、训诫或者责令退出庭审会场；

对严重扰乱庭审秩序，致使庭审活动无法继续进行或者妨碍行政复议正常工作的，应

当终止开庭。

第十八条　当事人在庭审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委托１至２名代理人参加庭审；

（二）根据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申请回避；

（三）陈述案件事实和理由，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

（四）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达成和解；

（五）庭审结束后，核实庭审笔录，对表达不准确的用语提出修改或补正；

（六）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十九条　庭审参加人员在庭审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时到指定地点参加庭审；

（二）如实回答有关提问；

（三）遵守庭审纪律；

（四）服从庭审主持人的安排。

第二十条　申请人或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庭审或未经允许中途退庭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由庭审主持人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庭审。第三人不参加

庭审的，不影响行政复议庭审的举行。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政复议机构开庭审理案件，允许旁听，当事

人申请参加旁听，并根据行政复议案件内容及庭审场地设施条件决定旁听人员数量。

第二十二条　下列人员不得旁听：

（一）证人、鉴定人以及准备出庭提出意见的有专门知识的人；

（二）未经庭审主持人许可的未成年人；

（三）拒绝接受安全检查的人；

（四）醉酒的人、精神病人或其他精神状态异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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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有可能危害行政复议庭安全或妨害庭审秩序的人。

第二十三条　行政复议庭审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核实当事人身份；

（二）宣布案由和庭审纪律；

（三）介绍参加庭审的行政复议人员并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

（四）宣布庭审开始；

（五）申请人明确行政复议请求，陈述行政复议的事实和理由；

（六）被申请人答复；

（七）第三人陈述意见；

（八）出示证据、进行质证，庭审主持人对需要查明的事实向庭审参加人询问和

核实；

（九）进行辩论；

（十）最后陈述；

（十一）宣布庭审结束。

第二十四条　庭审参加人员举证应当客观、真实，不得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虚

假证明。

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当是原件、原物，提交原件、原物有困难的，可以提交与原

件、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品、复印件、照片、视频资料等。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庭审主持人同意，被申请人可以在庭审时补

充相关的证据：

（一）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但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正当

理由在提出行政复议答复时未能提供的；

（二）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在庭审时提出其在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没

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证据的。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政复议机构可以按照自

愿、合法的原则在庭审时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

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

（二）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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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行政复议调解书，调解结案。

第二十七条　庭审结束后，庭审参加人员应当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确认。庭审参加

人员拒绝签字的，应当记录在卷。

行政复议庭审笔录和庭审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作为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依据。

第二十八条　进入行政复议庭的人员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并接受安全检查。

第二十九条　开庭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

效期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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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韶关市司法局关于印发 《韶关市村
（社区）法律顾问律师述职工作

指引 （试行）》的通告

（韶司规 〔２０１８〕１号）

　　 《韶关市村 （社区）法律顾问律师述职工作指引 （试行）》已经局党组会议审议

通过，并经韶关市法制局合法性审查，审查号：韶法审 〔２０１８〕４号，现予以发布。

特此通告

韶关市司法局

２０１８年６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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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村 （社区）法律顾问律师
述职工作指引 （试行）

第一条　为了深化我市一村 （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完善工作汇报沟通、监督

指导的运作机制，进一步增强村 （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的知晓度和影响力，结合工作

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的述职是指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会同镇 （街）司法所开展对村

（社区）法律顾问律师履行职责的检查评估时，组织律师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汇报履行

村 （社区）法律顾问工作职责情况。

述职活动每年开展两次，分别在７月份前后及１２月份前后完成。

上半年可采取书面述职的方式进行。

第三条　述职以工作实绩和数据为依据，坚持述职与评价、述职与改进工作相结

合原则。

第四条　述职内容为前半年工作完成情况，工作亮点，遇到的困难、问题及改进

措施，以及其它述职事项等。要求实事求是，以数据和事实说话。

第五条　县 （市、区）司法局成立述职测评小组，由分管领导任组长，成员由公

律股、各镇 （街）司法所相关人员组成。述职测评小组负责组织实施顾问律师的述职

工作。

第六条　述职程序

（一）述职测评小组以镇 （街）为单位分别召集由当地党委、政府领导，司法所

干部，相关村 （社区）“两委”干部代表，群众代表及村 （社区）法律顾问律师等人

员参加的检查评估述职会议。

（二）镇 （街）所辖的所有村 （社区）法律顾问律师分别就履行村 （社区）法律

顾问工作职责情况作述职报告。

（三）由参加会议的镇 （街）党委、政府领导，镇 （街）司法所相关人员，村

（社区）“两委”干部，党员及群众代表分别对律师开展的工作进行评价，提出改进意

见和建议。

（四）测评小组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进行总结、分析，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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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述职测评小组组织相关人员填报不少于１０份的 《法律顾问服务满意度调查

问卷》，调查问卷表及其得分情况按照 《韶关市村 （社区）法律顾问工作检查评估指

引 （修订）》执行。

第七条　本指引由市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指引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８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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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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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６０５４９ ４９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５５２８ ４２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２７２７ ４５

＃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１９８５５ ５４

建筑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９２２ －０８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３２２９３ ５２

＃运输仓储邮政业 亿元 ５０５４ ２３

批发零售贸易业 亿元 ６２４９ －０２

住宿餐饮业 亿元 １４２４ ４９

金融业 亿元 ２８４５ ５６

房地产业 亿元 ３５５２ ４２

营利性服务业 亿元 ４０９３ １７２

非营利性服务业 亿元 ８９７７ ６８

＃现代服务业 亿元

２民营经济增加值 亿元

（二）农业

１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４８４ ９２９ ４０

２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产量 万吨

＃稻谷 万吨

蔬菜产量 万吨 ５６８ １１４８ ５０

生猪出栏 万头 ５３２ １１５２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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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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７ －９９

２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５９５ １４８６８ ５７

３工业产品销售率 ％ １００２０ ９８７０ －１０

４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９７４８ ５４４３９ ３６

５工业产品出口交货值 亿元 ７５４ ３８６２ －１１７

（四）投资

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亿元 ２７５．６２ ５１

２实际利用外资 （上月数） 亿元 ０２６ １５５ －０５

（五）消费、出口与价格

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６１４９ ３６５５３ ９３

２旅游收入 （上月数） 亿元 ３５６４ １６１６７ １５０

旅游者人数 （上月数） 万人次 ３８７ １８１１ １２９

３外贸进出口总额 （上月数） 亿元 １１２０ ５６３０ －１３５

＃出口总额 亿元 ５１０ ２４００ －８５

进口总额 亿元 ６２０ ３２４０ －１６９

４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２６６０ １２９０４ ９５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４４６０ ２２７０６ ０４

５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 １０６２ １０５６ ５６

６韶关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１０１１ １０１３ １３

＃消费品价格指数 ％ １０１１ １００７ ０７

＃食品 ％ １００５ １０１４ １４

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 １０１１ １０２５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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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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３６ ４１７７ １１１

２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３６５７ １７０１７ １３０

＃八项支出合计 亿元 １２９１６ １３６

＃教育支出 亿元 ６３１ ２７９９ ８６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亿元 ２８８ ２２２８ １３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亿元 ５５８ ２４８７ ２２９

农林水支出 亿元 ３５２ ２２１０ ２４０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亿元 ３６４ ２９０６ ５８６

３社保离退休金发放总额 （２季度） 亿元 ２０７２ ３７

（七）金融业

１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本外币） 亿元 １８３６８７ ８７

＃住户存款 亿元 １１３１８２ ７３

＃非金融企业存款 亿元 ２８７０６ －２４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本外币） 亿元 ９２１００ １０６

＃住户贷款 亿元 ４７０４０ ２２２

＃短期贷款 亿元 ５９１８ ５４２

中长期贷款 亿元 ４１１２２ １８７

＃消费贷款 亿元 ３９３２４ ３０３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亿元 ４４９２６ ０８

＃短期贷款 亿元 １４８０７ －６７

中长期贷款 亿元 ２８１５８ －０３

２证券交易额 （上月数） 亿元 １３１２８１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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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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９０ １０３

财产保险赔付支出 （上月数） 亿元 ２５０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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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４８ ３５４７８ １０

２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１１８４ ６４５２ １５４

＃第二产业 亿千瓦时 ８１１ ４４８３ １７０

＃工业 亿千瓦时 ８０２ ４４３９ １７２

第三产业 亿千瓦时 １８０ ９６５ ８２

＃居民生活用电 亿千瓦时 １７２ ８９０ １５３

（九）环境保护

１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ＡＱＩ≤１００） 天 ３０ １５６ －４９

２市本级新建项目环保审批数 个 １２ ８０ ００

市本级新建项目总投资额 亿元 ３１３９ １０３７ －３９１

＃环保投资额 亿元 １３２ ２２１ －５１１

（十）芙蓉新区起步区完成投资额 亿元 ２１５２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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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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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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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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 量

（亿元）

增长

（％）

总 量

（亿元）

增长

（％）

总 量

（亿元）

增长

（％）

全 市 ６０５４９ ４９ １４８６８ ５７ ２７５６２ ５１ ３６５５３ ９３ ４１７７ １１１

１县域 ３０６９４ ４７ ６７４６ ４７ １６６９８ ４２ １３８０８ ９５ １７２６ ８４

始兴县 ４１３２ １９ ７５１ －２１ ２０９５ －１２１ １０６９ ８９ １７８ ９８

仁化县 ４９３３ ３７ ２０００ １４ ２６９６ ６７ １６９１ ９３ ２８２ １４２

翁源县 ４３４０ ７８ ６５５ １７４ ２５４９ －１２８ １９５８ ９３ ２４９ １５０

乳源瑶族

自治县
３４７１ ８８ １７５５ ２２７ ２５７２ ２１ １２７０ ８８ ３００ １７２

新丰县 ３０４３ ２２ ４８０ －９５ ２１６９ ６４７ １４１９ １１０ １７９ ２０７

乐昌市 ５６８４ ６４ ５８４ １１３ ２０８４ ３５８ ３４９７ ９５ ３１５ ７２

南雄市 ５０９２ ２４ ５２２ －７４ ２５３３ －１０３ ２９０４ ９４ ２２３ －１７０

２市区 ３０００７ ５４ ８７６９ ６９ １０８６４ ６３ ２２６５７ ８８ ２４５１ １３０

武江区 １１９３９ ６６ ３３９４ ５４ ５１９３ ９１ ６３５１ ９２ ３３０ ８２

浈江区 １０７９３ ６２ １４８４ ４５８ ３１５４ ２４ １２７７２ ８６ ２１８ １４６

曲江区 ７２７５ ２３ ３８９０ －２２ ２５１７ ５７ ３５３４ ９１ ３７９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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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