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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文件

韶府规 〔２０１９〕６号

《韶关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 （韶府规审 〔２０１９〕６号）已经２０１９年４

月１８日韶关市人民政府第十四届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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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７日

韶关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改善残疾儿童康复状况，促进残疾儿童全面发展，根据 《残疾预防

和残疾人康复条例》《广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和 《广东

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等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以０—６岁阶段为最佳康复期。要做到早预防、早筛

查、早转介、早治疗、早康复，通过科学、及时、有效及个性化的抢救性康复服务，

为其将来入学、就业、融入社会创造条件。

第三条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实行政府负责制。县级人民政府要将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政府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重要内容，对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的单位和个人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对违纪违法的严肃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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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康复救助对象

第四条　康复救助对象主要为韶关市户籍０—６岁 （截至申请康复救助当年度的８

月３１日止年龄不满７周岁，有条件的县 （市、区）可扩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年龄范

围），符合以下救助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智力、肢体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

（一）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具备医疗诊断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的诊断

证明书。

（二）具有康复服务适应指征，通过康复服务可能达到功能重建或改善。

第五条　不断完善非本市户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保障模式，逐步实现持有韶关市

居住证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全覆盖。

第三章　康复救助内容和标准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在省确定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基本服务项目、内容和经费补助

最低标准基础上，进行经费配套和补充。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在

省级救助标准和市级补充的基础上，依据本地财力状况、保障对象数量、残疾类别等

确定本行政区域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基本服务项目、内容和经费补助标准，但不得少于、

低于省级救助、市级补充内容和标准，并建立相应动态调整机制。

第七条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基本服务内容包括以减轻功能障碍、改善功能状况、

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手术、辅助器具配置、康复训练及支持性

服务等。各类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省级基本服务项目、内容、补助标准及经费使用范围

如下：

（一）手术

１．人工耳蜗植入：为未享受国家人工耳蜗救助项目的１—６岁重度听力残疾儿童，

经评估符合植入电子耳蜗条件并符合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经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后仍需个人自付部分费用，凭医院开具的有效票据提供一次性补助，补助标准为

１５０００元／人 （医保报销后个人支付部分低于补助标准的，按个人实际支付费用给予补

助）；对享受国家人工耳蜗救助项目的残疾儿童，按中央、省级政策执行。

—３—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２．肢体残疾矫治：为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等足畸形、小儿麻痹后遗症、脑瘫导致严

重痉挛、肌腱挛缩、关节畸形及脱位、脊柱裂导致下肢畸形等矫治手术提供一次性补

助，标准为１６０００元／人，其中矫治手术补助１００００元／人、辅助器具适配及康复训练

等补助６０００元／人 （手术费经基本医疗保险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支付部分低于补助标准

的，按个人实际支付费用给予补助）。

（二）辅助器具适配

按照 《广东省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实施办法》（粤残联 〔２０１８〕６号）

有关规定和标准，为各类残疾儿童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提供补贴。

（三）康复训练

１．视力残疾儿童：（１）为低视力儿童提供功能评估和视觉基本技能训练，时间

不少于１个月，折算持续训练时间不少于７２小时，补助标准为１５００元／人·次 （限３

年１次）。（２）为低视力儿童提供功能评估及助视器等使用培训、认知学习、社会适

应以及生活技能等训练，每年不少于１０个月，补助标准为２０００元／人·月 （每人每年

补助１０个月）。（３）为全盲儿童提供定向行走及适应性训练，时间不少于２个月，折

算持续训练时间不少于１２０小时，补助标准３０００元／人·次 （限５年１次）。

２．听力、言语、智力、肢体残疾和孤独症儿童：为接受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康复训

练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补助，每年训练时间不少于１０个月 （每人每年补助１０个月），

具体康复服务内容及规范按照国家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七彩梦行动计划”和贫困智力

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的有关要求执行，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新的服务规范后按新规

范执行。

（１）全日制康复训练：每个训练日在康复机构的康复训练时间不少于５小时，每

周单训不少于１小时，补助标准为：公办康复机构省级标准１２００元／人·月，市级配

套２００元／人·月，非公办康复机构省级２０００元／人·月，市级配套４００元／人·月。

如省级经费指标数不能满足本市康复人数，市级按公办康复机构标准１４００元／人·月，

非公办康复机构２４００元／人·月进行补助。

（２）非全日制康复训练：３岁以下或接受普通幼儿教育、普通小学教育的受助人

可采取一对一的亲子同训、预约单训、家庭指导或集体教学等，每个训练日在康复机

构的康复训练时间不少于３小时，每周单训不少于１小时；或每周单训不少于３次，

每次不少于１小时；或每周开展不少于３小时且康复效果与上述模式相当的集体教学。

补助标准为：公办康复机构６００元／人·月，非公办康复机构１０００元／人·月。非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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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康复训练补助经费由机构所在地的同级财政安排。

３．残疾儿童同一救助年度内原则上不得重复享受政府同类救助项目补助。

４．康复训练补助费主要用于康复训练、康复评估、家长培训、康复教材、康复档

案、康复设备、环境布置、人员培训、食宿及购买康复专业人员服务等。

第四章　康复救助工作流程

第八条　各级残联组织要积极协调同级卫生健康部门定期开展残疾儿童筛查和发

现工作，建立筛查档案，准确掌握本地残疾儿童底数及康复需求，及时提供康复救助

服务。

第九条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应按以下流程办理：

（一）申请

１．残疾儿童监护人向残疾儿童户籍所在地、康复机构所在地或居住证发放地

（以下统称救助申请地）县级残联组织提出申请，也可委托他人、社会组织、社会救

助经办机构等代为申请。财政转移支付地区户籍的残疾儿童到非财政转移支付地区接

受康复训练的，须持有康复机构所在地居住证，向居住证发放地县级残联组织提出申

请。必要时，由救助申请地县级残联组织和卫生健康部门指定的医疗、康复机构做进

一步诊断和康复需求评估。

２．申请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需填写 《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补助申请审批表》（附

后），并提供有关身份和证明材料。其中在户籍所在地和康复机构所在地申请的，持

身份证或家庭户口簿、残疾人证或有专业资质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书原件，向户籍所

在地或康复机构所在地县级残联组织提出申请；在居住证发放地申请的，持身份证或

家庭户口簿、残疾儿童居住证、残疾人证或有专业资质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书原件，

向残疾儿童居住证发放地县级残联组织提出申请。

（二）审核

１．县级残联组织收到申请后，１０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结果通知监护

人。经审核符合康复救助条件的，纳入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管理，并及时安排康复服

务；审核未通过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监护人对未通过审核有异议的，可向上一级残

联组织提出申诉，收到申诉的残联组织应在１０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

２．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残疾儿童，残疾孤儿和纳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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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人员供养范围的残疾儿童由县级残联组织和民政、扶贫、财政等部门共同核准后优

先提供康复救助；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的残疾儿童符合本办法康复救助对象条件要

求、并按有关服务规范开展康复服务的，可申请康复救助。

（三）救助

１．经审核符合救助条件的，由残疾儿童监护人自主选择定点康复机构办理注册登

记，建立康复档案，接受康复服务。救助申请地县级残联组织原则上应安排残疾儿童

在本地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服务；对于确实需要申请异地康复的，经拟接受康复机

构所在地残联组织审核同意，可转介异地康复机构接受康复，并由救助申请地县级残

联组织为其办理转介手续。

２．定点康复机构须与残疾儿童监护人或其代理人签定服务协议，并将协议复印件

提交残疾儿童救助申请地县级残联组织备案。

３．康复服务满１年经评估确无康复效果的、超龄或自行放弃康复救助的残疾儿

童，定点康复机构应终止其康复服务并及时报告救助申请地县级残联组织，救助申请

地县级残联组织要及时做好救助对象调整及服务信息的对接工作。

４．每年９月底前，各县 （市、区）残联组织应向市残联组织报送上学年度本地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相关数据和绩效报告等。

（四）结算

１．在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服务发生的费用，经救助申请地县级残联组织会同同

级财政部门核准后，由同级财政部门与定点康复机构直接结算，或经同级财政部门审

批后由县级残联组织与定点康复机构结算，或由残疾儿童监护人凭有效票据按标准向

县级残联组织申请给予补助，具体结算方式和周期由县级残联组织商同级财政部门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经救助申请地县级残联组织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核准在非定点康复机

构接受康复服务发生的费用，由救助申请地县级残联组织商同级财政部门明确结算办

法。市残联组织所属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发生的康复服务费用，经本级残联组织审核后

送市财政局审核拨付。

２．获准接受异地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如户籍所在地救助标准高于康复机构所在

地的，按康复机构所在地标准执行；低于康复机构所在地标准的，差额部分由残疾儿

童家庭自行承担。非财政转移支付地区的残疾儿童异地康复救助补贴标准由当地自行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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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费保障

第十条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纳入政府预算。同

时，健全多渠道筹资机制，鼓励、引导社会捐赠。中央和省级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给予

适当补助，市级、县级财政进行补充。

第十一条　康复救助服务补助经费使用按照资金使用管理有关规定执行。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实施和资金筹集使用情况要定期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县级财政、

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防止发生挤占、

挪用、套取等违法违规行为。

第六章　定点康复机构认定及管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是指国家、社会或个人举办的，依

法登记、符合条件并经有关监管部门认定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机构，主要包括残疾人

康复机构、医疗康复机构、妇幼保健机构、特殊教育学校 （幼儿园）、儿童福利机构

以及非营利性的助残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举办的康复机构和政府举办的康复机构在

准入、执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非营利组织财税扶持、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执

行相同的政策。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各类康复机构的业务指导，加大对社会力量举办康复机构的

支持，逐步完善政府购买残疾儿童康复服务的运作模式及监管机制。

第十三条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要根据本行政区域残疾人数量、分布状况、

康复需求等情况，制定康复机构设置规划，开办公益性康复机构，并将康复机构设置

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康复机构建设，鼓励多种形式举办康

复机构。

各级儿童福利机构要积极创造条件为机构内的残疾儿童开展康复服务，符合定点

康复机构条件的，纳入定点机构管理；暂时不具备开展康复服务条件的，可通过购买

（委托）其他定点康复机构服务的方式提供康复服务。

第十四条　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的认定，由县级 （含县级）以上残联组织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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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级教育、民政、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部门，组织相关领域专

家按照相关准入标准公开评审择优确定。各级残联组织要定期向社会公布本地定点康

复机构名单。

第十五条　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根据 《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的

规定，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法人资质，自愿申请成为韶关市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

构，并履行相应责任和义务，具备承担相关康复救助任务的服务能力。

（二）符合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相关准入标准。按照国家和省现行的残疾儿童

康复机构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规定的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周期和质量要求提供

服务。

（三）遵纪守法。在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和其他政府监管、执法部门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没有发生过重大伤亡或责任事故。

第十六条　经中国残联、国家卫生健康部门认定的听力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

定点医院和通过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机构三级 （含）以上等级评审的机构，可直接认

定为本地定点康复机构。

第十七条　定点康复机构应与残疾儿童监护人或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按省要求

载明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一）定点康复机构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重要负责人、联系方式。

（二）残疾儿童监护人或代理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明、联系方式。

（三）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

（四）收费标准及费用支付方式。

（五）服务期限和地点。

（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七）协议变更、解除与终止的条件。

（八）违约责任。

（九）争议解决方式。

（十）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其他合法内容。

第十八条　教育、公安、民政、卫生健康、发展改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市场

监管等有关部门要商同级残联组织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管理相关政策，共同做好康

复机构监督管理，确保康复救助服务公开、公平、公正、安全、有效。

—８—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第十九条　定点康复机构应充分利用网站、公告栏等做好康复救助项目公示工作，

在机构显眼位置向社会公示接受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及监护人名单、期限等情况，并

定期公布项目进展等情况，自觉接受残疾儿童监护人、媒体及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二十条　定点康复机构出现以下行为，且在规定时间内整改不合格，由认定部

门按照 《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的规定依法处理。

（一）未与残疾儿童监护人或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或协议不符合规定。

（二）借助项目名义套取康复救助经费。

（三）收取救助对象项目服务范围内不合理费用。

（四）未按项目服务范围和服务规范提供康复服务。

（五）项目康复服务效果及满意度未达标。

（六）隐瞒康复服务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拒不提供反映真实情况材料。

（七）擅自暂停或终止康复服务。

（八）存在消防、食品卫生、水电煤气使用及教学环境等安全隐患。

（九）存在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残疾儿童及其他侵犯残疾儿童合法权益行为。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二十一条　承担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任务的非定点康复机构在资质、管理、服务

等方面的要求与定点康复机构一致。

第七章　康复服务专业人员

第二十二条　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专业人员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持证上岗，或上

岗前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并通过测评。

第二十三条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要建立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专业人员教

育、培训、培养体系，加强对康复专业人员的培养培训；各级残联组织要会同同级教

育、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加强残疾儿童康复专业人才建设，制定相关

鼓励政策和措施，充分发挥各类康复专家的技术指导作用，提高各类康复专业人才培

养水平。

第二十四条　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应当加强在岗工作人员培训，保证各类康复服务

专业人员符合岗位资质要求；同时，创造条件每年度为每个专业人员提供至少一次培

训机会，不断提高机构康复服务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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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康复救助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五条　各级残联组织、发展改革、教育、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卫生健康、审计、市场监管、扶贫等部门要履职尽责、协作配合，加强工作

衔接和信息共享，深化 “放管服”改革，努力实现 “最多跑一次”、“一站式结算”，

切实提高便民服务水平，共同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

（一）残联组织要切实发挥牵头作用，加强宣传发动、组织协调，会同有关部门

全面摸清残疾儿童康复需求，制定康复救助计划。加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业务经办能

力，做好康复救助申请受理、审核工作，妥善安排符合条件残疾儿童接受康复服务。

依托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管理系统，加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服务数据信息管理与共享，

及时将康复机构、从业人员和救助对象家庭的诚信评价和失信行为反馈发展改革、市

场监管等部门；会同教育、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加

强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建设，对定点康复机构准入、退出等实施严格监管，建立定期检

查、综合评估机制，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和安全责任事故，确保残疾儿童人身安全；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残疾儿童康复人才培养，积极培育和发展康复服务行业协会，充分

发挥行业自律作用。

（二）教育部门要支持具备条件的特殊教育学校 （幼儿园）开展残疾儿童康复服

务，逐步完善随班就读保障体系，为康复后的残疾儿童进入普通小学或幼儿园就读提

供支持保障；鼓励市内高校开设教育康复、特殊教育等相关学科及专业；配合有关部

门做好特殊教育补贴的发放工作。

（三）公安、应急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监督指导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做好消防、

技防等安全工作，配合残联组织和民政、扶贫等部门核实残疾儿童的户籍、居住证等

有关信息。

（四）民政部门要做好残疾儿童的生活救助和民政服务机构内残疾儿童的医疗康

复救助，优先保障低保家庭、儿童福利机构和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的残疾儿童；组

织儿童福利机构开展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及康复救助工作；加强社会办残疾儿童康复教

育服务机构的注册登记审核和监督管理；协调社会捐助支持残疾儿童康复。

（五）财政部门要按规定保障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补助经费，会同审计部门、残联

组织等部门加强资金使用监管。会同发展改革部门、残联组织等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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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基本服务项目经费保障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

（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规定落实残疾儿童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医保支付

范围政策，逐步提高报销标准。

（七）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对定点康复机构的管理和指导，组织康复专业技术人

员培训，健全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医疗康复专业人员的职称评审制度；指导妇幼保健等

医疗机构开展残疾预防和残疾儿童早期筛查、诊断、干预等工作，及时将有康复需求

的残疾儿童转介到康复机构接受康复训练。

（八）发展改革部门要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康复服务定价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康复服

务价格监管。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立覆盖残疾儿童康复机构、从业人员和

救助对象家庭的诚信评价和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建立黑名单制度，做好公共信用

信息记录和归集。

（九）扶贫部门要全面摸清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残疾儿童状况，配合民政部门、

残联组织等做好相关康复救助服务工作。

（十）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商事主体类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的注册登记审核和监督

管理；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做好有关康复机构的信用信息记录和归集。

（十一）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的审计监督。

（十二）充分调动和发挥村 （居）民委员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益慈善组织

和残疾人专职委员、社会工作者、志愿服务人员等社会力量的作用，做好发现告知、

协助申请、志愿服务等工作。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行

政区域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如之前执行有关规

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补助申请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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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补助申请审批表
（　　 年度）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残疾人证号

（持证必填）

残疾类别 视力□　听力□　肢体□　智力□　精神□　其他□ （多重残疾可多选）

残疾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未定级□

家庭住址 监护人姓名 联系电话

家庭经济

状　　况
□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
□家庭经济困难

康复需求

项　　目 （附评估机构出具的 “康复需求评估意见”）

残疾人或监

护人申请

申请人：

年　　月　　日

县 （市、区）

残联审批意见

审核人：

公　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１．此表由残疾人或其监护人 （代理人）填写并向县 （市、区）残联申请，由县 （市、区）残联审批并

留存。

２．“康复需求项目”栏可根据需求填写，或必要时依据评估机构出具的 “康复需求评估意见”填写。

评估机构出具的 “康复需求评估意见”须加盖评估机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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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表扬２０１８年度荣获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单位的通报

韶府 〔２０１９〕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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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全市科技工作紧紧围绕国家和省

科技创新工作的战略部署，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结合，涌现

出一批科技创新优秀单位，为推动韶关振兴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其中，宝

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实施的 “高强高韧海洋工程及船舶用钢关键技术研究及

产业化”项目、韶关学院参与实施的 “草菇环保高效栽培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和韶

关市妇幼保健院参与实施的 “新生儿疾病防治质量控制体系的临床研究与应用”项目

荣获２０１８年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为表扬先进、树立典型，进一步提高我市科技

创新水平，决定对荣获２０１８年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的第一组织实施单位宝武集团

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给予配套奖励３０万元；对参与单位韶关学院、韶关市妇幼保健

院给予通报表扬。

希望获奖单位继续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推进我市科技事业发展再立新功。全

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向获奖单位学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

重要讲话精神，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争创更多

科研成果，为建设创新型韶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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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表扬第七届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的通报

韶府 〔２０１９〕１８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中省驻韶各单位：

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韶关赛区活动 （以下简称大赛）取得了圆满成功，

创造了历届参赛企业最好成绩，营造了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成为了我市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展示自我、吸引融资的重要舞台。

为表扬先进、树立典型，决定对荣获韶关赛区三等奖及以上、入围第七届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广东省行业决赛和国家行业总决赛的韶关市欧莱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等１６家

企业给予通报表扬。

希望获奖企业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不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市科技型企

业要向获奖企业学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培养科技创新和金融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为建设创新型韶关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受表扬企业名单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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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受表扬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参赛获奖情况

１ 韶关市欧莱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国家行业总决赛第３名，
韶关分赛区第１名

２ 广东桃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国家行业总决赛优胜奖，

广东省行业决赛第７名

３ 广东硕成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行业总决赛优胜奖，

韶关分赛区二等奖

４ 韶关市连邦环保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行业总决赛入围奖，

广东省行业决赛第８名

５ 广东英业达电子有限公司 国家行业总决赛入围奖

６ 广东磊蒙重型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入围广东省行业决赛，

韶关分赛区二等奖

７ 韶关凯鸿纳米材料

有限公司

入围广东省行业决赛，

韶关分赛区三等奖

８ 韶关市御曰优品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入围广东省行业决赛，

韶关分赛区三等奖

９ 南雄市金鸿泰化工新材料

有限公司
入围广东省行业决赛

１０ 南雄阳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广东省行业决赛

１１ 广东自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广东省行业决赛

１２ 广东嘉盛环保高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广东省行业决赛

１３ 韶关市涵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广东省行业决赛

１４ 韶关市天宏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广东省行业决赛

１５ 大光惠世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广东省行业决赛

１６ 广东富刚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韶关分赛区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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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表扬风度广场重大火灾
隐患整治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的通报

韶府 〔２０１９〕２１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省驻韶有关单位：

为有效推进我市重大火灾隐患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坚决预防和遏制较大以上

火灾事故发生，２０１８年５月，市政府决定对浈江区风度广场重大火灾隐患进行整治。

一年来，在风度广场火灾隐患整治工作指挥部 （以下简称 “指挥部”）有力领导、指

挥部办公室统筹协调和各成员单位共同努力下，全面完成了整治任务，排除了市中心

这颗威胁市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 “不定时炸弹”，啃下了这块最难啃的 “硬骨头”，

全面提升了风度广场及周边的消防安全水平，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

感，为我市破解重大火灾隐患综合治理难题提供了可供借鉴、可复制推广的新经验。

为表扬先进、树立典型，大力营造比学赶超、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决定对在整

治工作中表现突出的１０个先进单位和３０名先进个人 （名单附后）予以通报表扬。希

望受到表扬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进一步发扬奋斗精神，攻坚克难，争

先进位，为我市火灾防控工作再立新功。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干部要以受表扬的单位

和个人为榜样，认真学习他们高度负责、不畏艰难、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精神，为

我市主动融入珠三角、服务大湾区，争当北部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作出新贡

献！

附件：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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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
一、先进单位 （１０个）

浈江区人民政府

市政府办公室

市公安局

市财政局

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市应急管理局

市消防支队

移动韶关分公司

二、先进个人 （３０名）

凌福传　市政府副秘书长、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肖　景　浈江区副区长、指挥部办公室社会维稳保障组组长

许立夫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指挥部办公室安全措施防护组组长

李代友　市消防支队副支队长、指挥部办公室综合协调组组长

聂土龙　市政府办公室副科长

叶　兴　市政府办公室 （原市工商局）科员

张来曦　市发展和改革局副科长

廖和平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大队长

刘　贺　市财政局副科长

马国栋　市自然资源局 （原市国土资源局）副科长

郑宏波　市自然资源局 （原市城乡规划局）副科长

陈伟良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副科长

李　波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科员

黄泽高　市应急管理局科长

肖寿松　市司法局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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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林　市消防支队科长

张　康　市消防支队参谋

徐文涛　市消防支队政治指导员

陈丽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

魏亚飞　浈江区消防大队工程师

何琼华　浈江区风采街道办事处综治中心副主任

邓子明　市政府物业管理中心风度广场总经理

孔智敏　市供电局高级作业员

管慧洪　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副主任

蓝五生　铁塔韶关分公司项目经理

黄伟新　电信韶关分公司项目经理

钟海滨　移动韶关分公司网络规划管理员

潘宗麟　联通韶关分公司项目经理

杨理辉　长城宽带公司工维主管

肖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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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广电网络公司助理工程师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首届韶关市
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予以表扬的通报

韶府办 〔２０１９〕３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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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 〔２０１７〕２４号）精神，深入实施质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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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战略，引导和激励我市各行各业加强质量管理，增强质量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根据 《韶关市政府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 （韶府规 〔２０１８〕６号）规定，市政府决定

对质量管理成效显著，产品、服务、经营质优，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乳

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授予首届 “韶关市政府质量奖”，并予以通报表

扬，给予５０万元奖励。

希望受表扬的企业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标杆示范作用，在质量工作中

再创佳绩。全市广大企业要认真学习先进经验，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理念，坚持走质

量效益型道路，不断追求卓越，提质增效，为建设质量强市，为我市争当北部生态发

展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作出更大贡献。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５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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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信息

市政府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任命：

连卫同志为韶关市公安局副局长 （试用期１年）

张鹏良同志挂任韶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时间１年）

范玲玲同志挂任韶关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时间１年）

谢纪亮同志挂任韶关市财政局副局长 （时间１年）

周晖彦同志挂任韶关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 （时间１年）

潘振宇同志挂任广东韶关工业园区 〔东莞 （韶关）产业转移工业园、韶关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时间１年）

何惟富同志挂任韶关芙蓉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时间１年）

市政府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免去：

黄海林同志的韶关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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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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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季度 一季度累计 累计同比±％

（一）国民经济核算 （一季度）

１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２７１１２ ６３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４４７ ４６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９３４０ ５５

＃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７９４５ ５６

建筑业增加值 亿元 １４１５ ５４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１５３２４ ７１

＃批发和零售业 亿元 ２９１８ ７９

交通运输邮政业 亿元 １８４４ ３５

住宿业 亿元 １１５ ２１

餐饮业 亿元 ５１５ －１４

金融业 亿元 ９１４ ４２

房地产业 亿元 １６１３ －０９

营利性服务业 亿元 ２１７８ １３４

非营利性服务业 亿元 ５１８０ ９８

２民营经济增加值 亿元

（二）农业 （一季度）

１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４１８ ４１

２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产量 万吨 ０３ ６８

＃稻谷 万吨

蔬菜产量 万吨 ２４９ ６６

生猪出栏 万头 ６１９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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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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３

２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６８４ １３００７ ４５

３工业产品销售率 ％ １００００ ９８９０ ０３

４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９５５４ ４５３８８ ５８

５工业产品出口交货值 亿元 ６７５ ３２０６ ５２

（四）投资

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亿元 ０７

２实际利用外资 亿元 ０２８ １５９ ２９

（五）消费、出口与价格

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６５３５ ３２３４３ ６４

２旅游收入 （上月数） 亿元 ３３５４ １４０１３ １１２

旅游者人数 （上月数） 万人次 ３８５ １５６０ ９６

３外贸进出口总额 亿元 １８０６ ６７９６ ２０９

＃出口总额 亿元 ５９８ ２７２８ １３８

进口总额 亿元 １２０８ ４０６８ ２６２

４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１８４４ ８３４６ －１８５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２８１７ １３３５８ －２６８

５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５ ０５

６韶关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１０３９ １０２９ ２９

＃消费品价格指数 ％ １０４１ １０２５ ２５

＃食品 ％ １１０２ １０５２ ５２

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 １０３６ １０３６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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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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８ ３３６２ ７０

２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２６１７ １５３８９ １５２

＃八项支出合计 亿元 １９４３ １２４１７ ２３１

＃教育支出 亿元 ４１０ ２３５８ ８７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亿元 ２９０ ２３３２ ２０２

卫生健康支出 亿元 ３５６ １８４９ －４１

农林水支出 亿元 ３４２ １２２０ －３４４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亿元 ２７２ ２５３２ －０４

３社保离退休金发放总额 （１季度） 亿元 １１１０ ６４

（七）金融业

１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本外币） 亿元 １９４７９９ ７９

＃住户存款 亿元 １２６７７４ １２８

＃非金融企业存款 亿元 ２５６７６ －１００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本外币） 亿元 １０３７４４ １２２

＃住户贷款 亿元 ５５７３２ ２１０

＃短期贷款 亿元 ７０５４ ２２１

中长期贷款 亿元 ４８６７８ ２０９

＃消费贷款 亿元 ４８５０５ ２６９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亿元 ４７８９３ ３５

＃短期贷款 亿元 １４０１０ －１０３

中长期贷款 亿元 ３０１２２ ３０

２证券交易额 （上月数） 亿元 １４５９００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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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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６５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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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７７ ３２４９８ １１７

２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１１５５ ５５１０ ４６

＃第二产业 亿千瓦时 ８２２ ３８０７ ３７

＃工业 亿千瓦时 ８１１ ３７６１ ３４

第三产业 亿千瓦时 １７４ ８３３ ６１

＃居民生活用电 亿千瓦时 １４１ ７７８ ８４

（九）环境保护

１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ＡＱＩ≤１００） 天 ３０ １４７ １６７

２市本级新建项目环保审批数 个 １４ ６３ ６１５

市本级新建项目总投资额 亿元 ３５２１ １１７４９ ６２６

＃环保投资额 亿元 ８６３ １４７５ １５倍

（十）芙蓉新区起步区完成投资额 亿元 ２０００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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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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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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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１１２ ６３ １３００７ ４５ ０７ ３２３４３ ６４ ３３６２ ７０

１县域 １４２２４ ６４ ５０７５ ４２ －４３ １２２３５ ６５ １４１８ １０４

始兴县 １５７３ ６６ ５８３ １２６ －２９３ ９５２ ７１ １４２ ２１０

仁化县 ２５００ ３２ １３１９ －４１ ４７ １４９３ ６３ ２６０ ８７

翁源县 １９８９ ８１ ５０７ ６０ ３３６ １７３７ ６６ １９０ １３６

乳源瑶族

自治县
２０１１ ７９ １４７９ １０４ －４２１ １１４３ ８２ ２１９ ２２

新丰县 １３８２ ８３ ４２２ ５９ ４３ １２５５ ５５ １４２ １４７

乐昌市 ２４６８ ６９ ３９１ －８０ ２４８ ３０９５ ６６ ２７５ １２２

南雄市 ２３０２ ６５ ３７５ ２８６ －２２１ ２５６０ ５８ １９０ ７２

２市区 １３５４６ ６２ ８１３４ ６１ ８４ ２０１０４ ６３ １９４４ ４７

武江区 ５５４７ ６８ ３３８１ ４２ １８４ ５６５６ ７５ ３０６ １６６

浈江区 ４５０４ ３９ ９８４ －１２２ －５６ １１３２９ ５８ １６９ １４０

曲江区 ３４９５ １０１ ３７６９ １６５ ４４ ３１２０ ５９ ３３１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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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