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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令

第１４１号

《韶关市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配建管理规定》已经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８日

韶关市人民政府第十四届５８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起

施行。

市　长　殷焕明
２０１９年４月８日

韶关市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
用房配建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规划、建设和管理，深入推进

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

《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的规划、

建设、登记、移交、使用和管理。

本规定所称社区公共服务用房是社区内开展公共服务、志愿互助服务和群众性活

动的场所，主要包括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用房、居民公益性服务活动用房。

第三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的规划管理，并

会同民政部门编制各辖区内的社区公共服务用房布点规划，将社区公共服务用房配建

要求纳入规划条件。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时，依据规划条件将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的

配建要求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案和土地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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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合同均应当明确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由开发建设单位无偿配建。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办理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应当严格按规划条

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要求审核社区公共服务用房

配建情况，明确社区公共服务用房面积不属于商品房预售范围，不得对外进行销售。

财政部门负责监督社区公共服务用房列入国有资产并进行有效管理，防止因管理

不善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民政部门负责拟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使用和管理的有关制度，监督、检查社区按

规划用途使用社区公共服务用房。

发改、教育、卫生健康、文广旅体、交通、公安等主管部门和市残联等单位，按

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应当结合用地周边公

共服务配套设施的具体设置情况和使用需求，合理确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的坐落位置、

建设规模等。

第五条　开发建设单位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案和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对新建

住宅物业配建社区公共服务用房，并将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纳入新建住宅物业项目建设

计划。

第六条　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应当与住宅物业项目统一规划设计、同

步配套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分期开发的住宅物业建设项目，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项目建设进度，明确

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的建设规模、建设时序等内容。

第七条　社区公共服务用房配建面积标准，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 《城市社区

服务站建设标准》（建标１６７—２０１４）制定当地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配建标

准，并根据社区实际情况统筹规划。

原则上１０００户 （套）以下的社区按６００平方米 （建筑面积，下同）、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户 （套）的社区按６００—８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０—３０００户 （套）的社区按８００—１０００平方

米、３０００户 （套）—５０００户 （套）的社区按１０００—１３００平方米、５０００户 （套）以上

的社区，其规模在社区公共服务用房规划时应进行拆分，并按拆分后的所对应前述社

区规模配建标准执行。

第八条　社区公共服务用房应当为独立成套的单体空间，设置在方便居民出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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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层和方位，拥有独立使用通道，满足社区居委会 “一站式”服务和居民集体活动需

要，符合国家有关建筑工程质量要求和城市社区服务站建设标准，配备独立水、电、

通信、卫生间等基本设施。

第九条　开发建设单位在办理住宅物业预售前，与所在地市或县级住房保障部门

和民政部门三方签订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配建协议，明确社区公共服务用

房配建的移交程序、接收单位、监督管理、违约责任等相关内容。

第十条　社区公共服务用房建设完成后，应当按照相关规定与新建住宅物业同步

进行规划条件核实和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通过后，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配建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向住房保障部门移

交社区公共服务用房。

住房保障部门应当及时将社区公共服务用房交付所在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等

直接使用和维护。

第十一条　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所有权归住房保障部门，使用权根据

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的使用功能归属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等。

住房保障部门应当定期将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分配使用情况向同级财

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建成后，应当依照本规定第十一条规

定办理独立的权属证。

对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未办理规划条件核实手续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的，不动产登记部门不得进行产权登记。

第十三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严格审核开发建设单位报批的新建住宅物

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设计方案，对未达到配建要求的设计方案，不予审批。

第十四条　新建住宅物业项目竣工后，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

对社区公共服务用房配建情况进行审核；对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要求和建筑工程

验收标准建设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的，应当要求开发建设单位补足标准或调整用房，符

合配建要求后，再办理规划条件核实手续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第十五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规划条件不得随意改变；确需改变的，

应当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法定程序调整。

开发建设单位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条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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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的，由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

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　对未配建和已配建但未达到社区公共服务用房配建要求的新建住宅物

业项目，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不得办理规划条件核实手续，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

得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不动产登记部门不得办理权属登记。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配建的规划、建

设、移交和使用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有权向自然资源、住建、民政等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或监察委投诉和举报。

第十八条　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应当严格按照规划批准用途使用，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侵占，不得闲置和擅自改变其使用性质，不得用于经营、

出租、转让、抵押或挪作他用。

对已移交给社区使用的公共服务用房，擅自改变用途的，由民政部门依法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对拒不移交社区公共服务用房或不配合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的开发建设

单位，住房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可以依据配建协议追究开发建设单位的违约责任。

第二十条　履行新建住宅物业社区公共服务用房配建管理监督职责的部门及其相

关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未履行职责或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

单位或者其他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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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韶关市二级古树名录

的通告

韶府 〔２０１９〕１１号

　　古树名木是林木资源中的瑰宝，是自然界的珍贵遗产。根据 《广东省绿化委员会

关于开展新一轮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建档工作的通知》 （粤绿字 〔２０１６〕１号）精神，

市绿化委员会从２０１６年９月开始对韶关市古树名木进行全面普查建档，经审查认定，

我市现存古树名木８３０３株，其中一级古树１９４株、二级古树１０８７株、三级古树７０２２

株，隶属于４３科８６属１３９种，其中包括被评为 “全国最美树王”的南雄市坪田镇树

龄达５００年的枳蓂、始兴县深渡水乡树龄达１０００年的米槠等。

为加大我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力度，切实提高全民古树名木保护意识，配合国家

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全面营造 “共创森林城市，共享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根据广

东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现将韶关市二级古树名录予以公布 （详见附件）。

请各古树名木管护责任单位及广大市民认真执行有关规定，对所公布的古树名木进行

有效保护和管理。

特此通告。

附件：《韶关市二级古树名录》 〔此略，详情请登录韶关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ｗｗｗ．ｓｇ．ｇｏｖ．ｃｎ）政府公报栏目查阅〕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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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韶关市区 （浈江区、
武江区）２０１８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

韶府 〔２０１９〕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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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土地资产和土地价格管理，培育和规范土地市场，充分发挥地价在

土地市场中的调控作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示地价体系建

设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粤国土资利用发 〔２０１７〕１１５号）等文件要求，我市已

完成市区 （浈江区、武江区）新一轮基准地价更新工作。现将 《韶关市区 （浈江区、

武江区）２０１８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公布实施，请认真按照执

行。

一、更新范围

本次基准地价更新的范围为韶关市区 （浈江区、武江区）建成区及五个建制镇

（犁市镇、龙归镇、重阳镇、花坪镇、江湾镇）建成区内土地，其中城区面积为

２５５６７平方公里，五个乡镇面积为４３０８平方公里，共计２９８７５平方公里。

二、更新成果

本次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估价时点为２０１８年３月１日。更新成果分为城区基准地

价成果及乡镇基准地价成果两部分，其中城区基准地价成果体系包括区片基准地价、

商服路线价和级别基准地价三种价格形式；乡镇基准地价成果体系包括商服路线价和

级别价两种价格形式。

三、实施时间

本次韶关市区基准地价更新成果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 《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公

布韶关市市区 （浈江区、武江区）２０１４年城镇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 （韶府

〔２０１５〕５６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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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韶关市区 （浈江区、武江区）２０１８年基准地价更新范围及地价内涵

２．韶关市区 （浈江区、武江区）２０１８年各用途土地级别价格及范围表

３．韶关市区 （浈江区、武江区）２０１８年商服用地路线价区段表

４．韶关市区 （浈江区、武江区）２０１８年各用途区片基准地价表

５．韶关市区 （浈江区、武江区）２０１８年城镇基准地价修正体系

６．韶关市区 （浈江区、武江区）２０１８年城镇基准地价成果图

附件：《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韶关市区 （浈江区、武江区）２０１８年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 〔此略，详情请登录韶关市人民政府网站

（ｗｗｗｓｇｇｏｖｃｎ）政府公报栏目查阅〕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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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规章制定计划的通知

韶府 〔２０１９〕１３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 《韶关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９年规章制定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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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９年规章制定计划

类别 序号 名称 起草责任单位
拟报送市政府

审议时间

正式项目

１ 韶关市物业管理办法 市住建管理局 ２０１９年９月

２ 韶关市节约用水办法 市水务局 ２０１９年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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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力发展
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

韶府办 〔２０１９〕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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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６〕７１号）及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

（粤府办 〔２０１７〕２８号）精神，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动建造方式创新，促进我市

建筑产业转型升级，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工作目标

（一）大力发展新型建造方式。推广装配式建筑，到２０２０年底前，装配式建筑占

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１０％以上，其中政府投资工程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达到３０％

以上；到２０２５年底前，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２０％以上，其中政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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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工程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达到５０％以上。

１．近期示范目标 （至２０１９年６月）。装配式建筑政策、标准体系基本完备，大力

发展装配式建筑，力争２０１９年第二季度前市区 （浈江区、武江区，不含曲江区，下

同）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６％。

２．中期推广目标 （至２０２０年末）。全市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

达到１０％以上。２０１９年起，政府投资总规划建筑面积为２万平方米 （含）以上的新建

房屋建筑工程，应采用装配式技术建造；市政工程、公共设施、城市综合管廊等项目

中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的比例达到３０％以上。非财政投资房屋建筑工程 （包括民用建

筑和工业建筑）中规划总建筑面积为２０万平方米 （含）以上、单体 （地下室单独报

建除外）建筑面积３万平方米 （含）以上新建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应采用装配式技

术建造；力争建成不少于１个装配式建筑示范基地。

３．远期普及目标 （至２０２５年末）。全市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

达到２０％以上。从２０２１年起，政府投资总规划建筑面积为１万平方米 （含）以上的

新建房屋建筑工程，应采用装配式技术建造；市政工程、公共设施、轨道交通、城市

综合管廊等项目中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比例达到５０％以上。非财政投资房屋建筑工程

（包括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中规划总建筑面积为１０万平方米 （含）以上、单体 （地

下室单独报建除外）建筑面积２万平方米 （含）以上新建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应采

用装配式技术建造；力争建成不少于２个装配式建筑示范基地。

二、重点任务

（二）编制专项规划。结合我市实际，在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完成装配式建筑专项规

划编制工作。专项规划要明确全市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分布区域等

控制性指标，明确工作推进的时间节点，按季和年度分解工作任务，确保完成装配式

建筑制定的实施计划。

（三）打造生产基地。按照装配式建筑专项规划要求和区域发展实际，积极推进

建筑产业现代化基地和研发平台建设，优化生产力布局，整合各类生产要素，形成规

模化建筑产业链，实现建筑产业集聚集约发展。支持大型产业化集团创建住宅产业化

基地，在引导龙头企业建立建筑结构体系生产基地的同时，充分发挥部品生产企业的

支撑作用，扶持规模合理、创新能力强、技术服务好、机械化水平高的部品生产企业，

鼓励大型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及传统建材企业向预制构件和住宅部品部件

生产企业转型，在打造建筑结构体系生产基地时优先采购本地企业生产的装配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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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套设备，初步实现建筑构配件、制品和设备的工厂化生产。

（四）推进建筑全装修。重点落实装配式住宅项目精装修交楼，实行装饰装修与

主体结构、机电设备协同施工。积极推广标准化、集成化、模块化的装修模式，促进

整体厨卫、轻质隔墙等材料、产品和设备管线集成化技术的应用，提高装配式装修水

平，倡导菜单式全装修，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五）推广适用建造方式。在保障性住房和商品住宅建造中积极推广装配式混凝

土建筑；在大型公共建筑、大跨度工业厂房建造中优先采用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在风

景名胜区及园林景观、仿古建筑等领域，倡导发展现代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在农房建

造中积极推广轻钢结构建筑；在临时建筑 （含工地临时建筑）、城市轨道管片、地下

综合管廊、城市道路和园林绿化的辅助设施等建造中积极采用可装配、可重复使用的

部品部件。鼓励使用预制内外墙板、楼梯、叠合楼板、阳台板、梁以及集成式橱柜、

卫生间浴室等构配件、部品部件。

（六）建立建全监管体系。进一步加强招投标管理，完善工程造价管理制度，定

期公布贴近市场实际的工程造价指标。健全工程质量监管体系，严格落实企业质量安

全主体责任，加强预制构件生产质量监管，强化装配式施工现场质量和安全管理。完

善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健全质量安全责任体系，明确建设单位、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部品部件生产企业、施工图审查机构、工程

质量安全检测单位等各方质量安全责任。加强行业监管，明确符合装配式建筑特点的

施工图审查要求，建立全过程质量追溯制度，加大抽查抽检力度，严格查处质量安全

违法违规行为。

（七）引导行业自律发展。整合科研开发、勘察、规划、设计、部品部件生产、

装配施工、装饰装修、物业服务、家具家电、物流配送、信息化应用等行业资源，组

建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联盟。发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的作用，加强部品部件生产企

业的行业自律管理，对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的能力、信誉等进行评价，及时发布相关信

息。合理引导预制构件产能，确保预制构件市场供需平衡。

三、扶持政策

（八）强化规划引领。市自然资源局应将装配式建筑专项规划的有关内容纳入规

划条件。在编制 “三旧”改造、城市更新规划及年度实施计划时，要将装配式建筑专

项规划的内容或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有关要求纳入相关规划中。

（九）实行供地优先。市自然资源局应根据全市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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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对符合实施条件的土地在出让或划拨前，应将装配式建造方式列入相关规划条

件，将装配式建造方式列入土地出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中，并按要求优先办理有关用

地手续。

（十）实行容积率奖励。对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的建设项目，且装配率不低于

５０％和满足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ＧＢ／Ｔ５１１２９—２０１７）的，其满足装配式建筑要

求部分的建筑面积可按不超过±００００以上计容建筑面积的３％不计入成交地块的容积

率核算。

（十一）加强财税扶持。鼓励和支持企业、高等学校、研发机构研究开发装配式

建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符合条件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享受税前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对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住宅产业化基地）企

业，经相关职能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相应税收优惠政策。

对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的预售商品房项目，其预售款预留保证金比例可适当降低

或部分保证金采用保函方式代替，并给予优先办理。

各县 （市、区）政府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易地扶贫搬迁和农村危房改造

中推广应用装配式建筑的项目，由同级财政给予一定的奖励。

（十二）加强信贷扶持。购买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的商品住宅，信贷额度、期限

及利率等按政策允许范围内最优惠比例 （标准）执行。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装配

式建造的商品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上浮１０％。

（十三）强化创优激励。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开发的建设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合

格后，由市住建管理局颁发装配式建筑项目的牌匾或标识，可优先支持参与市内各类

工程建设领域的评选评优，并按相关政策规定给予奖励。

（十四）加大行业扶持。支持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申报施工资质、设计资质，打造

部品部件生产、设计、施工一体化企业。优先推荐装配式建筑参与评奖评优。

支持培育专业化的物流企业，实施部品部件的统一配送，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

本。各有关部门对运输预制混凝土构件及钢构件等超大、超宽部品部件的运输车辆，

在物流运输、交通通畅方面予以支持。

（十五）优化工程招投标程序。装配式建筑原则上应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也可

采用部分承包方式。装配式建筑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后，总承包范围内涵盖的勘察、

设计、采购、施工可不再通过招标形式确定分包单位。在施工当地只有３家以下 （含

３家）装配式建筑生产施工企业和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基地的，设计施工招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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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取邀请招标方式。

四、保障措施

（十六）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和配套政策，确保各

项任务落到实处。建立健全由市住建管理局牵头，市发改局、市科技局、市工信局、

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

金融局、市市场监管局、韶关税务局、芙蓉新区管委会、市城投集团等单位参与的发

展装配式建筑工作协调机制，负责研究制定推广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规划、年度工作方

案及相关配套扶持政策，定期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做好统筹协调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建管理局，负责日常工作。

（十七）明确工作职责。加强部门协作，明确责任分工。相关单位具体职责分工

如下：

市发改局：将推动装配式建筑发展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积极向上

级相关部门争取支持；配合做好我市推动装配式建筑发展工作及相关文件的完善和衔

接；负责做好有利于推动装配式建筑业发展的有关项目立项等工作；对确定为装配式

建筑项目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列入本级政府年度投资计划。

市科技局：积极引导拥有成套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企业申

报高新技术企业，按相关规定给予高新技术政策扶持。

市工信局：参与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政策制定，协助指导装配式产业发展工作；

在自然资源部门组织项目土地前期出让征询时，向市自然资源局反馈是否符合产业政

策和布局规划的意见；参与研究制定促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

市公安局：负责做好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运输秩序和管理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筹措及落实政府投资建设的装配式建筑试点示范项目资金，监管

上级下达的有关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情况。

市人社局：通过各类人才项目，配合引进一批建筑产业现代化高端专业技术人才

及管理人才。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市级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基地、政府投资建设的装配式

建筑试点示范等项目规划方案审批及周边区域规划调整工作；负责在城乡规划确定的

建设用地范围内核发项目选址意见书等工作；负责市级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基地

项目、政府投资建设的装配式建筑试点示范项目建设用地报批和土地储备工作；负责

在土地出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中明确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比例和具体要求，并明确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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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遵照执行。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对市级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基地项目、政府投资建

设的装配式建筑试点示范项目的环评审批工作。

市住建管理局：做好具体统筹推进等综合协调工作。负责制定 《韶关市装配式建

筑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发展规划》；负责对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落实我市装配式建筑建设

所需的相关具体实施意见及技术支持，包括设计、施工、验收规范及标准出台执行等

工作；负责施工图审查备案工作；负责工程质量监督和监管，协调监督开展项目建设

招标，制定装配式建设工程造价信息标准等工作；负责棚户区改造项目、农村危房改

造项目中装配式建筑的推广和有关政策支持；负责做好装配式建筑的公积金住房贷款

扶持工作；负责新型材料、新工法造价定额的测算确定。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预制综合

管廊在我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中的应用和推广工作；负责设立装配式建筑相关产业链

的交易平台；协助制定并落实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装配式建造的商品房的相关鼓

励政策；在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土地前期出让征询时，反馈是否实施装配式建筑的意见；

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对列入土地出让合同的装配式建造方式相关条款进行监管，

确保落实到位。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对超大超宽预制混凝土构件、钢结构构件、钢筋加工制品等

公路、水路的物流运输提供便利服务；在公路、水路配套建设工程项目中推广应用装

配式建筑。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对建筑产业现代化部品、构件生产环节的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工作，督促企业建立和完善质量保证体系；负责做好装配式建筑相关企业的注册登记

工作，建立审批绿色通道。

市金融局：负责提供金融政策支持，重点加大对建筑产业现代化优质诚信企业的

金融支持力度，积极开辟绿色通道，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购买装配式商品住房的，

按照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积极给予支持。

芙蓉新区管委会：充分发挥芙蓉新区先试先行的示范带动作用，研究制定完善有

关政策措施，加快推动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做好预制综合管廊在新城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中的应用和推广工作；充分发挥财政投资房屋建筑工程的带头示范作用，推动装配

式建筑的发展和应用。

韶关税务局：落实加快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十八）优化政府服务。市相关部门在办理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建设用地规划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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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环境影响评价、施工许可、商品房预售许可等相关审批手续

时，对装配式建筑项目给予优先办理。完善相关奖项评选办法，在奖项评选、绿色建

筑评价等工作中，将装配式建筑作为加分指标。

（十九）强化项目监管。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管理局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

加强对装配式项目的监督管理。市住建管理局要健全动态监管和行业统计制度，建立

装配式建筑项目、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的档案和台账，实现信息化管理，并与相关部门

共享有关信息。

（二十）落实主体责任。将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纳入市政府对各县 （市、区）政

府年度考核内容。各县 （市、区）政府作为所辖区域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的责任

主体，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激励扶持政策，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二十一）加强人才保障。积极发挥高校作用，培养我市装配式建筑专业人才和

装配式施工技术工人，制定培训计划，做好专业人才储备。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

与我市装配式建筑龙头企业开展科研合作，解决装配式技术难题，培育本土装配式建

筑的专家人才。

（二十二）加大宣传力度。建立政府、媒体、企业相结合的宣传机制，提高公众

对建筑产业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建筑产业现代化的社会认知度。广泛宣传推进建筑产

业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形成良性互动和全社会支持建筑产业现代

化的氛围。

各县 （市、区）政府参照本实施意见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地区大力发展装配

式建筑的具体实施办法。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日

—６１—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和

听证事项目录的通知

韶府办 〔２０１９〕２８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韶关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９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和听证事项目录》已经市人民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 《韶关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韶府 〔２０１３〕５４

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司法局反映。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４月９日

韶关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９年度重大行政
决策事项和听证事项目录

序号 决策事项名称
是否组

织听证

组织承

办部门
决策时间

１ 安排市级特色小镇建设专项扶持资金 否 市发改局 ３—１２月

２ 制定关于深化市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

变和推进市属国有企业改革总体方案
否 市国资委 ３—１２月

３ 编制韶关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３０年） 是 市农业农村局 ３—１２月

４ 韶关高新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事项 否
韶关高新区

管委会
３—１２月

５ 制定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方案 否 市教育局 ３—１２月

６ 编制韶关市农村物流现代化建设规划 是 市商务局 ３—１２月

７ 制定韶关市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

范围划定工作实施方案
是 市水务局 ３—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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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２０１９年度
韶关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列

工作方案的通知

韶府办 〔２０１９〕３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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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 《２０１９年韶关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工

作方案》《２０１９年韶关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工

作方案》《２０１９年韶关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工作方案》《２０１９年韶关市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补短板工作方案》《２０１９年韶关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政务服务高地工

作方案》印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高度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工作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我国经济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

部署，也是我市调结构、转方式、促转型的迫切需要。我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

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破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任务依然

艰巨。全市工业产业结构仍然以政策性、资源型、产能过剩性的产业为主，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稳增长压力大，企业、群众办事未完全实现 “只进一扇门”，降成本体制性

障碍尚未消除，部分补短板重点任务推进进度偏慢。２０１９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收官年，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满足需求为最终目的，以提高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

以深化改革为根本途径，切实加大改革力度。

二、科学把握工作原则和方法

做好２０１９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要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加强政

策引导和协调服务，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和市场出清。要因地制宜、精

准施策，找准影响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突出问题，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

性、操作性强的具体措施。要实行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政策措

施。要加强部门之间政策协同配套，加大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国企、财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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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力度，重视补短板兜底线，防范引发社会风险，

确保各项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三、坚决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年度工作目标

（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方面。大力推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至２０１９年底，力争

引导１２０家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工作、新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单位

２家、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３０家，力争引进亿元以上装备制造项目１５个，完成装备

制造业投资不少于２０亿元。力促３家以上工业企业申报两化融合贯标试点，打造２个

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示范项目，再推进３０００家工业企业 “上云上平台”。全市产业园

固定资产投资超百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０％。全市产业园基础设施完成投资１２

亿元。

（二）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方面。到２０１９年底，全市科技研发

投入加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能力加快提高，先进装备制造、旅游文化、大数据、商

贸物流、医药健康、现代特色农业等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企业数量有所提升，新兴支柱

产业体系初步建立，新兴支柱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进一步提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位置更加突出。

（三）降成本方面。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好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政策措

施，研究推出新的降成本举措。研究清理重点领域和环节实施政府定价管理的涉企经

营服务性收费、中介服务收费，确保２０１９年为全市企业和个人减负３０亿元以上。

（四）补短板方面。重点在产业园区发展、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快项目落地、

城市扩容提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使用等领域，加大有效投资力度，强化项目

支撑，创新体制机制，补齐振兴发展面临的突出短板，助推产业集聚发展，为我市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支撑，２０１９年计划补短板总

投资为１１２０５亿元。

（五）打造政务服务高地方面。通过改革创新政策和服务方式，推进体制、机制

和管理手段的完善，将我市打造成服务高效、营商环境优良、监督体系健全的政务服

务高地，为提升我市经济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企业注册、投资项目、

投资审批等事项落地，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打好坚实基础。

四、强化组织保障

各县 （市、区）要结合实际，尽快制定出台当地２０１９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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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和配套政策。各牵头部门要切实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建立工作台账，推进目

标任务如期完成。市发改局要定期总结跟踪全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情况，于每季

度结束后１５个工作日内报送市政府督查室。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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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韶关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工作方案

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我市２０１９年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根据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振兴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及五个行动计划的通知》（韶府办 〔２０１８〕１号）精神，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创新驱动、融合拓展、绿色

生态为主攻方向，立足全市传统产业发展实际，大力推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推动我

市传统产业向创新型、效益型、集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

二、工作措施和责任分工

（一）实施百家优质重点企业 “倍增”计划。１．市直有关部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底

前出台 “倍增计划”扶持措施实施细则，做到成熟一个印发一个。２．将 “倍增计划”

试点企业纳入市领导挂点联系企业范畴。３．加强对 “倍增计划”试点企业的跟踪与

协调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全力以赴促进企业倍增。

４．结合工业增加值、税收等指标对试点企业２０１８年运营情况进行综合研判，对于未

能实现相应规模或效益增长的企业，在２０１９年７月底前启动预警机制和替换机制。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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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底前启动试点企业申报机制，以企业自主申报为主，优先在县 （市、

区）级倍增计划企业及后备库企业中遴选优质企业纳入市级倍增计划。６．以实施中

板产线转型工业线材技改项目、韶钢年度技改项目等方式，推进韶钢高端优特钢生产

基地等项目建设。７．组织企业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作，力争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新

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单位２家。（市工信局、市倍增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排名首

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二）继续实施新一轮工业技改。实施工业技改三年行动，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

技术创新。严格按照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推动工业企业技术改造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韶府办 〔２０１８〕３６号）

要求，引导钢铁、有色冶金、烟草、能源电力等传统优势产业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技

术创新转型升级，力争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引导１２０家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技

术创新工作。（市工信局、市科技局）

（三）积极参与大湾区产业分工。引导大湾区优势行业、龙头企业向韶关功能性

转移。１．围绕装备制造开展全产业链招商，通过招商小分队和协会进行精准招商，力

争年内引进亿元以上装备制造项目１５个，完成装备制造业投资不少于２０亿元。２．大

力宣传珠西扶持政策，发挥珠西扶持资金作用，推动我市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２０１９

年底前完成对省级珠西扶持政策项目的评审和奖励。３．加强市级财政扶持力度，落实

市级装备制造业首台 （套）政策，力争２０１９年对符合申报条件的本地液压件、发配

电设备、矿山工程机械等关键部件、成套装备及整机设备制造企业１００％给予相应的

扶持。４．依托特钢与装备产业联盟，拟制产业路线图和技术路线图，推动装备制造产

业加强资源共享和协调合作。５．配合广汽南方 （韶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试验中

心项目落地建设，力争将该项目打造成为国际领先的汽车研发和整车检测认证平台，

并借助该项目加强与广州市的产业协作。（市工信局、莞韶园管委会、装备园管委会、

市发改局）

（四）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业发展。１．依托东阳光、比亚迪、宏大、韶铸等现有装

备制造业龙头企业，加大企业技改创新力度，提高发展水平，加快装备制造产业发展，

全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８％以上。２．加强项目服务，力促２０１９年底前广东省韶铸

集团、韶关宏大精锻科技等公司的重点装备制造业项目动工建设。３．通过珠西政策资

金引导，力促２０１９年底前金志利年产１０５万吨实型精密铸造项目、一本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项目等建成投产。（市工信局、莞韶园管委会、装备园管委会、市发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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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督促各县 （市、区）抓

紧落实重点行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力争全年完成清洁生产审核企业５０家。进一步加

强钢铁、水泥、造纸、陶瓷、制糖、烧碱等７个行业重点高耗能企业能耗限额实施情

况及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提升专项检查，完成３６家 “百千万家”用能企业能源利

用状况督导。（市工信局、市发改局、市生态环境局）

（六）减轻企业负担，力争今年降低企业成本３０亿元以上。１．根据 “省实体经

济十条 （修订版）” “民营经济十条”等政策，修订出台我市降成本政策。２．制定

２０１９年政策宣贯培训计划。３．各牵头部门落实 “省实体经济十条 （修订版）”“民营

经济十条”等政策宣贯工作，编制宣贯资料，开展宣贯活动。（市工信局、市发改局、

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人社局、市金融局）

（七）加强市场主体培育，建立完善高成长小微企业名录库，鼓励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力争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３０家。１．制定出台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相

关政策，开展２０１９年新增上规企业培育工作，力争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３０家。２．

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对小微工业企业在技术改造、技术创新、新

增贷款贴息方面给予资金支持。３．建立完善高成长小微企业名录库，开展省高成长中

小企业推荐工作。（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八）推进制造业重点领域两化融合。组织开展工业企业两化融合贯标试点工作，

力促３家以上工业企业申报两化融合贯标试点。继续落实市级支持企业 “上云上平

台”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奖补政策，打造２个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示范项目。（市

工信局）

（九）加大工业机器人推广应用力度。促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再推进３０００家

工业企业 “上云上平台”。组织我市３０家以上工业企业参观韶钢智能化改造项目。按

时完成 “广东省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中我市工业企业申请 “上云上平台”服务券的

审核工作。充分利用好省级财政资金和市级财政资金，推动工业企业特别是被列入

“倍增计划”的企业实施 “机器换人”。（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十）促进产业转移园提质增效。２０１９年全市产业园固定资产投资超百亿元，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０％。深入实施园区三年提升计划，加大园区基础设施投入，２０１９

年全市产业园完成基础设施投资１２亿元。〔市工信局、莞韶园管委会、装备园管委会，

各县 （市、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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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韶关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兴
支柱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振兴发展的决

策部署，加快发展新兴支柱产业，根据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振兴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及五个行动计划的通知》（韶府办 〔２０１８〕

１号）精神，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坚持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核心战略，着力集聚创新资源和要素，激发创新创

业活力，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发展创新型企业，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推进新兴支

柱产业发展。

二、总体要求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和引

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新兴产业崛起为契机，大力推进我市先进装备制造、旅游文化、

大数据、商贸物流、医药健康、现代特色农业等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发展，构建新兴产

业体系，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三、工作目标

到２０１９年底，全市科技研发投入加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能力加快提高，先进装

备制造、旅游文化、大数据、商贸物流、医药健康、现代特色农业等六大新兴支柱产

业企业数量有所提升，新兴支柱产业体系初步建立，新兴支柱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进一步提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更加突出。

四、主要任务及责任分工

（一）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充分利用我市良好的工业基础，培育现有装备制造

企业，引导企业投资扩产，壮大生产规模。大力引进国内外先进装备制造优势企业，

优化产业布局，完善产业链。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提高企业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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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自主研发能力。全面加强与珠三角企业的产业合作，深度融入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

造产业分工体系。加快将韶关高新区创建成为国家级高新区，推动南雄市、乳源瑶族

自治县等现有省级产业园区创建省级高新区，加快华南先进装备产业园建设。加快推

进装备制造公共检测平台建设，确保中广测紧固件公共检测平台对外全面提供服务，

建成液压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力争核工业二九研究所通过省重点实验室认定。加

大项目储备力度，落实省珠西产业带扶持政策。落实市级装备制造业首台 （套）政

策，对符合申报的本地液压件、发配电设备、矿山工程机械等关键部件、成套装备及

整机设备制造企业，力争１００％给予相应的扶持。推动北京理工大学 “云监控平台 ＋

智能医用冷箱”项目落户韶关，力促广东省韶铸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韶关宏大精锻科

技有限公司项目、广汽南方试车场等项目动工建设，力争金志利公司年产１０５万吨实

型精密铸造、一本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等项目建成投产。２０１９年实现装备制造业投资增

速及增加值增长８％以上。〔市工信局、莞韶园管委会、装备园管委会、市发改局、市

商务局、市科技局，各县 （市、区）政府，排名首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二）发展旅游文化业。全力推进 “大丹霞、大南华、大南岭、大珠玑”四大旅

游景区建设。推进 “大丹霞”景区建设，突出规划引领，完成 《丹霞山详细规划》编

制工作。实施扩容提质工程，加快推进丹霞山东南门、南门、西门、西南门四个山门

建设及南部片区道路路网提升改造。引进战略投资，全面拓宽丹霞山发展空间和丰富

丹霞旅游产品。加快丹霞山南部片区开发。推进 “大南华”景区建设，以打造 “一寺

二院”为重点，优化南华寺景区环境及配套设施，建设禅宗文化博物院、禅修院，推

进南华寺创建国家５Ａ级景区。推进云门山和蓝山源旅游度假区等重点项目建设，打

造 “大南岭”产业集群。推动珠玑古巷改造提升工程建设，提升文化内涵，突出古巷

旅游核心主题，打造姓氏之都。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力争３个县 （市、区）纳入 “广

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创建单位”名单，实现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县域覆盖面达到７０％。

强化乡村旅游名县 （镇、村）、民宿和驿站品牌建设，重点打造３个省定贫困村市级

示范村农旅产业，配合举办第二届全国农民丰收节和策划举办乡村旅游季活动。加快

文旅、文体旅融合，提升穿越丹霞山生态徒步游、半程马拉松等户外运动品牌效应，

积极开发山地运动、水上运动和林地运动项目和红色文化、瑶族文化、姓氏文化、禅

宗文化文旅项目及衍生文创产品。推进旅游厕所、标识标牌、咨询点、旅游服务中心

等设施建设，完成新建和改扩建旅游厕所９１座。力争开通四大景区旅游交通专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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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旅游交通通达性和便捷度。建立集票务、食宿预订、导览、导购于一体的网络互动

平台，建立旅游大数据平台和旅游企业管理系统，实现旅游动态管理扁平化。实施线

上线下全媒体营销策略，加大旅游广告投放力度，扩大旅游城市战略联盟覆盖面。加

快建设仁化县宝能丹霞国际旅游度假区、乳源县云门山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丹霞山

南门建设项目、曲江区大南华开发项目一期工程等项目。２０１９年实现接待游客和旅游

收入分别增长１０％以上和１２％以上。〔市文广旅体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交通运输局、丹霞山管委会，各县 （市、区）政府〕

（三）发展大数据产业。依托我市电力保障能力强、成本低，处于南北信息通讯

干线节点的优势，大力推进大数据交易平台、电子商务、软件服务业、创业创新等大

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加快华南数谷大数据产业园区建设进度。强化与华为、三大通信

运营商合作，推进智慧城市、教育组团、广东联通ＢＰＯ等项目建设。争取与华为、腾

讯、阿里、百度、科大讯飞和电信运营商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在我市共建人工智能实

验室。〔市工信局、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市商务局、市科技局、莞韶园管委会，各

县 （市、区）政府〕

（四）发展商贸物流业。进一步调整我市商贸物流产业结构，延伸优势产业链条、

补齐空缺环节，促进传统商贸物流业向现代商贸物流业发展。积极引导区内资源向新

的规划区域集聚化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建立联盟、加盟联营、并购重组等形

式，对全市商贸物流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利用好区域性枢纽地位，培育一批区域性专

业 （批发）市场、大宗产品交易中心和城市商圈，发展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大力推

进粤北国际物流中心、韶关港、现代综合物流园等商贸物流平台建设。加快韶关商贸

物联网小镇、华南农产品交易中心、曲江亚北冷链物流园、乐昌农产品电商物流园、

广东中烟韶关物流基地等项目建设。〔市商务局、市发改局、市自然资源局、市邮政

管理局，各县 （市、区）政府〕

（五）发展医药健康业。发挥我市中成药和生物制品基础优势，重点支持独家品

种、专利产品、特色重要品种发展，进一步支持参芪扶正注射液、血栓通注射液、人

血白蛋白、和胃止痛胶囊、十味溪黄草颗粒等一批知名产品拓展市场，打造 “韶药”

品牌。积极推动企业增资扩产，推进利民制药厂打造国内高端液体制剂基地、乳源东

阳光药业实施 “１５８”布局。加快乳源东阳光药业流感药物 “达菲”扩产项目等５个

新药、８个系列品种产业化落地。发挥现有保健食品、化妆品产业基础作用，加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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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嘉生物安幕茵系列、中健行松珍胶囊、南雄红景天系列、东阳光好山好水面膜系列

的开发和市场开拓力度，打造一批具有韶关生态品牌影响的保健食品、化妆品。支持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兼并重组，引入知名品牌，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兼并重组在我市设立

企业或总部，引导实施 “互联网 ＋药品流通”，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培育新兴业

态。充分发挥乳源少数民族税收政策优势，引导康美、海王、大参林、益丰等大型药

品配送、连锁企业在乳源设立药品物流配送基地。２０１９年新增投资额超亿元医药健康

产业项目１—２个，打造一批快速发展的中小型企业梯队，形成发展稳健的产业格局。

大力推进翁源县嘉华康养、翁源县青云山药厂二期、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新型宠物

药制剂等项目建设。 〔市市场监管局、市工信局、市科技局、莞韶园管委会，各县

（市、区）政府〕

（六）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全面推进我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土地经营

权入股发展农村产业化经营试点工作。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稳定农户

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有序流转

的格局。进一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形

成优质稻、蔬菜、竹子、水果、畜禽、优质鱼等６大主导产业和茶叶、油茶、中药材、

花卉、蚕桑、黄烟等６大特色产业相结合的 “６＋６”发展格局。重点围绕优质稻、茶

果菜、花卉、畜禽、水产等特色产业，通过政策扶持和项目引导，加速培育一批产业

关联度大、技术水平高、带动能力强的 “全产业链”农业龙头企业。大力支持和鼓励

各级农业龙头企业到新三板和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上市，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资我市

农业。大力鼓励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开展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标准认证，鼓励以

镇、村为单位开展农产品地理标志创建、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创建，进一步促

进农产品的提质增效。大力开展省级名牌产品创建工作，实现一大批农产品进入省级

名牌产品名录，形成名优产品的规模效应与品牌效应。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引

导有条件的农业企业围绕粮油、茶果菜、中药材、肉奶蛋类、水产品加工等行业延长

产业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依托有实力的电商龙头，加快完善农村电子商务服

务体系，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大力推进浈江区兴安林业 “虾稻连作”生态种

养、浈江区现代农业研发综合中心、南雄市丝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新丰县茶叶产业

园、新丰县优质农产品营销平台、乳源蔬菜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韶关润民牧业 （乳

源）、翁源县中国 （江尾）兰花小镇等项目建设。〔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信局、市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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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自然资源局、市金融局，各县 （市、区）政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培育新兴支柱产业的重要性，采

取有效措施，加快发新兴支柱产业。牵头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引导，精心部署；各配

合单位要积极配合，通力合作，扎实推进，务求取得实效。

（二）强化分工落实。各有关单位要根据责任分工，强化落实，合力开展新兴支

柱产业发展工作。要研究制定具体的工作推进方案和措施，提出具体目标要求和计划，

并抓好贯彻落实。

（三）强化工作督导。各牵头单位要定期督导，梳理汇总工作推进情况，及时解

决存在问题和困难，确保各项措施落地生根，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推进我市新兴

支柱产业快速发展。

２０１９年韶关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降成本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工作，确保２０１９年为全市企业和个人

减负３０亿元以上，根据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经济振兴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及五个行动计划的通知》 （韶府办 〔２０１８〕１号）精神，

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主要任务及责任分工

（一）全面落实减税政策。继续推进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简化增值税税

率结构，抓好相关政策后续管理，确保纳税人充分享受改革红利。积极落实国家各项

惠企减税政策，认真执行国家出台的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减免税政策，减征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 “六税两费”，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提高科技

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全面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落实好６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轻居民税负。（市税务局、市财政局、市发改

局、市科技局，排名首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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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加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力度。坚持现行省定涉企行政事业性

收费 “零收费”。严格执行中央和省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事项。（市发改局、市

财政局、市税务局、市司法局）

（三）严格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进一步清理各类电子政务平台服务收费，

严禁依托电子政务平台捆绑服务并收费，不得以技术维护费、服务费、电子介质成本

费等名义向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收取任何经营服务性费用。查处和清理各种与行政职能

挂钩且无法定依据的中介服务收费。进一步规范进出口环节经营服务性收费，认真落

实国家免除进出口环节海关查验没有问题的外贸企业吊装、移位、仓储费用政策，降

低外贸进出口货物和集装箱的港口设施保安费，取消引航员滞留费和引航计划变更费

等项目。加大力度整顿进出口环节收费秩序。（市发改局、市商务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财政局、市工信局、市市场监管局、韶关海事局、韶关海关）

（四）全面实施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管理。继续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按省要求完善

市、县两级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制度，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经营服务

性收费和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收费等实行涉企收费清单制度，编制收费项目清单，

明确项目名称、设立依据、收费标准，涉企收费项目清单之外再无行政机关或具有公

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涉企收费。涉企收费项

目清单在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网站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加强涉企收费监督管理，畅通

企业举报渠道，完善查处机制，制止乱摊派、乱收费等违规行为，坚决取缔违规收费

项目。（市发改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

（五）严格落实政府性基金减免政策。落实好已明确的减免政府性基金等政策，

清查取消市、县级政府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市财政局、市发改局、市自然资源

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市税务局）

（六）全面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和第三方评估组织收费。积极稳妥推动行业

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厘清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职能边界，清理行业协

会、商会强制企业付费参加考核评比、表彰、赞助捐赠等项目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

对行业协会、商会和第三方评估组织涉及行政审批前置的评估、咨询、鉴定等中介服

务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专项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理行政机关违规指定行业协会、

商会和第三方评估组织开展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以及依靠代行政府职能或利用行政资

源强制收费等行为。（市民政局、市发改局、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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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大信贷资金支持力度。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差别化信贷政策，加大

对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强化与政策性金融机构合

作，为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鼓励银

行机构加强业务创新，合理设定贷款期限，创新还款方式，减轻小微企业还款压力，

降低资金周转成本。发挥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以及中小微企业信贷风

险补偿资金作用，拓展中小微企业抵质押物范围，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市金融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局、市科技局、市人民银行、韶关

银保监分局）

（八）有效降低融资中间环节费用。完善信贷资金向实体经济融通机制，降低贷

款中间环节费用，严禁 “以贷转存”、“存贷挂钩”等变相提高利率行为。加大力度打

击非法集资和非法提高杠杆比例行为。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法合规收费，制止不规

范收费行为。引导银行机构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特点、规模、周期和风险状况等因素，

合理确定贷款利率，建立科学的企业信贷风险定价机制。（韶关银保监分局、市人民

银行、市金融局）

（九）切实加大融资担保支持力度。积极发展政策性担保机构，运用风险代偿补

偿等措施，提高融资担保机构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微企业、“三农”服务的积极性。

（市金融局、市发改局、市财政局、市工信局、市人民银行）

（十）进一步提高股权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比例。支持企业上市、在 “新三板”挂

牌融资，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扩大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引导企业积极运用

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区域股权市场私募债、银行间市场非金融机构债务融资

工具等直接融资手段，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市金融局、市发改局、市财政局、市人

民银行）

（十一）积极运用政府置换债券减轻企业债务成本。积极利用省已下达的地方政

府置换债券，降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成本，减少利息支出，缓解相关企业偿债压力。

（市财政局）

（十二）深入推进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建设。清理和废除各地自行制定的影响统一

市场形成的限制性规定，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在投资核准、政府扶持、参与政府投资项

目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取消限制民间投资进入自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能源、交

通、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的相关政策，简化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程序。加快推进市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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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负面清单制度。健全经营者自主定价领域的市场规则。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市市场监管局、市发改局、市商务局）

（十三）深化 “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同步推进，提高

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为企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根据省的工作部署和广东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调整情

况，印发市级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和调整事项目录。深化 “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务模

式，全面推广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提高政务服务效能。依法规范

每项行政审批事项申请材料、审批条件、裁量基准、办理时限，坚决去除各类无谓的

证明和繁琐的手续。研究推广对符合条件且不需要新增建设用地的技术改造项目实行

承诺备案管理。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落实 “双随机”抽查机制，建立随机抽查事

项清单。（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工信局、市发改局、市市场

监管局）

（十四）巩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理规范工作成果。严格执行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事项清单管理制度，凡未纳入我市保留目录的中介服务事项，各部门一律不得实

施。根据国家和省的最新清理情况，结合我市实际，继续加大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事项工作力度。继续完善中介服务 “网上超市”建设，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

成本。（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市发改局）

（十五）全面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利用好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及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共

享、公开和使用。开展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在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市场

交易和投融资等领域对守信企业实施优惠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依法严格限制和约束。

将注册登记、行政审批、行业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息归集到相应

企业名下，依法予以公示。促进知识产权交易流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重点企

业知识产权保护直通车制度，加大对专利、注册商标、商业秘密等方面知识产权侵权

假冒行为的打击力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 （市发改局、市金融局、市市场监管局、

市工信局、市人民银行）

（十六）着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全面推广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推进口岸管

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对信用记录良好的企业降低出口商品查

验率，降低企业货物的通关成本。（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韶关海关、韶关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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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十七）积极推动降低服务收费标准。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

依法确定收费范围，规范服务收费行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为主、政府定价为辅的监管方式，对市场发育成熟、价格形成机制健全、竞争充分规

范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一律通过市场调节价格，最大限度地缩小政府定价范围。加

强经营服务性收费监管，对少数存在垄断的收费项目，加强成本监审，完善定价机制。

（市发改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管理局、市林业局、市

国资委）

（十八）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建立政府和国有企业合理分担成本的机

制，坚持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全

面推进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政策及工作

部署，稳步推进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工作。 （市国资委、市委组织部、

市委老干部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住建管理

局、市卫生健康局）

（十九）统筹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落实国家和省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要求，

促进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保制度。依照市的工作部署，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率下调至５５％。认真执行省确定的

我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单位费率１４％和第四类片区缴费费基标准。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在现行工伤保险八类行业基准费率和浮动费率政策的基础上，

用人单位工伤保险现行缴费费率再统一阶段性下调２０％。进一步做好铁路、公路、水

运、水利、能源、机场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按照国家部署，推进生育保

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医疗保障局）

（二十）认真落实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政策。继续执行降低住房公积金

缴存比例政策，对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高于 １２％的一律予以规范调整，不得超过

１２％。生产经营困难企业除可降低缴存比例外，还可依法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待效

益好转后再提高缴存比例或恢复缴存并补缴缓缴的住房公积金。（市住建管理局、市

发改局、市财政局、市人民银行）

（二十一）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加强公共就业服务，构建高质高效公共就业

服务平台，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政策。免费为企业提供上网招聘服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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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企业用工需求，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类招聘活动，降低劳动力自由流动成本，加快形

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二十二）加快实施能源领域相关改革。持续落实２０１７年基本放开竞争性领域和

环节价格管制要求，形成充分竞争的机制，使能源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提高

价格灵活性。完善管道燃气定价机制，加强输配价格监管，及时根据气源价格变化情

况调整销售价格。（市发改局）

（二十三）合理降低企业用电成本。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的电价政策，按照省

的部署和要求，继续推动电力需求侧管理，不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用户用能水平。

（市发改局）

（二十四）进一步完善土地供应制度。积极推进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先租后让、

租让结合供应，灵活确定工业用地的供应方式和使用年限，鼓励以租赁方式使用土地，

工业用地的使用者可在规定期限内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价款，降低工业企业

用地成本。保障物流业用地供应，科学合理确定物流用地容积率。 （市自然资源局、

市财政局、市住建管理局）

（二十五）大力推进流通标准化建设。继续完成省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后续工作，

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市商务局、市发改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管局）

（二十六）大力发展运输新业态。支持重大物流基地、城乡物流配送中心建设，

完善全市物流综合服务网络，促进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改局、市商务局）

（二十七）科学规范公路收费管理。开展收费公路清理工作，取消到期或其他不

符合规定的公路收费项目。落实国家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和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

通行政策。完善高速公路收费政策，探索高速公路建设多元化筹资模式，为降低高速

公路使用成本创造有利条件。从严查处高速公路车辆通行服务和车辆救援服务中的各

种乱收费行为，规范车辆超限处罚标准，减少各类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坚决杜绝乱

罚款、“以罚代管”等行为。（市交通运输局、市公路局、市发改局、市财政局、市公

安局）

（二十八）严格规范机场铁路港口收费。按照国家部署，全面清理机场、铁路、

港口码头经营性收费项目，除法规规章规定的项目外，禁止指定经营、强制服务、强

行收费行为，清理强制对进出港 （场）企业收取的不合理费用和各地政府设立的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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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涉及铁路收费。（市交通运输局、市发改局）

（二十九）全面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开展建筑业缴纳各种保证金情况

摸查，按照既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又能形成新约束机制的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规

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政策措施。清查向企业收取保证金应返未返行为，按照 “谁收

取、谁返还”原则，分类制定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市住建管理局、市发改局、市

财政局、市人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司法局）

（三十）鼓励企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降低成本。大力支持电子商务应用创新；

加强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和企业目标成本管理。（市工信局、市发改局、市商务局、市

国资委）

二、保障措施

（一）大力支持创新活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加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营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发展新兴

产业，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提高创新资源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二）充分发挥 “互联网＋”作用。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改进生产经营模式。通过 “互联网 ＋协同制造”，提升企业运营效率，降

低运营成本。通过 “互联网 ＋高效物流”，提升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通过 “互

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提高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支持企业

利用电子商务拓展市场、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三）有效降低监管成本。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保护、质量安

全监督等市场监管；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整合优化执法资源，有效避免多层多头重复执法。

（四）全面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扩大覆盖面，延

伸服务终端，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提供公共服务。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行居住证制度全覆盖，将异地务工人员纳

入当地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覆盖范围。

（五）积极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加强规划引导，综合考虑资源、市场等因素，加

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加大对新区、开发区等功能性平台建设支持力度，

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建设，完善产业链、物流链，提高产业发展的配套、协

作和集约化水平。

—３３—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六）分行业有序推进降本增效。增强降成本工作的针对性，根据行业特点，研

究制定具体政策措施，加快实施转型升级降本增效专项行动，有序推出并切实落实我

市各重点行业的转型升级降本增效方案。

（七）严格规范行政检查行为。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清理进企检查项目，进一步规

范检查行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进企检查的，检查实施单位要在年初制定计划，

严格按计划实施，最大限度减少企业接受检查的时长和频次。确需实施临时检查的，

检查实施单位要严格依法依规进行。

２０１９年韶关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补短板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工作，破解项目落地难推进慢、产业

发展水平低的突出问题，促进我市经济振兴发展，根据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振兴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及五个行动计划的通知》

（韶府办 〔２０１８〕１号）精神，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牢固树立并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统筹把握好当前

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坚持问题导向、精

准施策，重点在产业园区发展、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快项目落地、城市扩容提质、

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使用等领域，加大有效投资力度，强化项目支撑，创新体制

机制，补齐振兴发展面临的突出短板，助推产业集聚发展，为我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支撑。２０１９年计划补短板总投资１１２０５亿元。

二、主要任务与责任分工

（一）补齐产业园区短板。

针对园区发展空间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土地利用率不高、服务企业效率低等

问题，加快产业共建平台建设，提升园区配套管理能力，理顺园区管理体制，加大对

园区开发公司的扶持力度，强化土地征拆和闲置土地回收，推行园区项目审批 “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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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着力补齐产业园区短板。

１．加快产业共建平台建设。抓好莞韶园创建国家级高新区工作，推进一区多园，

实行各自独立核算，功能差异定位，统一政策，充分发挥各个园区积极性，促进园区

扩能增效，完善园区内企业配套。编制华南先进装备产业园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加快华南先进装备产业园土地平整、道路、污水厂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首批入园企

业项目动工建设。推进 “华南数谷”大数据产业园建设，完成园区空间规划编制，加

快华为项目建设，积极吸引大数据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落地。谋划建设好珠江东岸产

业合作区，重点发展生物医药等科技含量较高、市场前景广阔的产业。 〔市工信局、

市发改局、市商务局、莞韶园管委会、装备园管委会，相关县 （市、区）政府，排名

首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２．加大对园区开发公司的扶持力度。推动园区开发公司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努力提升经营水平，鼓励运用市场化运作手段，依法参与土地一级市场开发，吸引银

行、企业及社会资金共同开发建设工业园区。〔市工信局、市发改局、莞韶园管委会、

装备园管委会，相关县 （市、区）政府〕

３．强化土地征拆和园区闲置土地回收。出台土地征拆激励机制，调动一线征拆人

员积极性，加快土地征拆进度，做好土地储备工作。借鉴其他地市在闲置土地处置方

面的经验，优化我市闲置土地处置实施方式，为招商引资和新项目落地腾出空间，突

破园区发展的土地瓶颈制约。〔各县 （市、区）政府，市自然资源局、市财政局、市

土地储备中心、装备园管委会、莞韶园管委会〕

４．推行园区项目审批 “代办制”。建立园区项目审批 “绿色通道”，帮助企业代

办所有落地手续，实行项目投资限时办结制度，建立签约项目台账制度、挂钩制度、

督查制度，有效提高项目的履约率、动工率和投产率。 〔市发改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建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装备园管委会、莞韶园管

委会，相关县 （市、区）政府〕

（二）补齐公共服务平台短板。

针对我市研发服务、科技企业孵化、计量检测等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数量少、服务

水平低的问题，大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加快研发机构建设，完善孵化育成体系，建

设省级计量检测中心，着力补齐公共服务平台短板。

１．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力争韶关高新区创建国家高新区实现重大突破，加快推

动南雄市、乳源瑶族自治县等地现有省级产业园区创建省级高新区。积极谋划科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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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加快推动科技新城规划建设，将其打造成为重要的区域发展引擎。建立中小企业

的产学研项目数据库，推动企业加强与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积极深化产

学研合作。建立韶关校企产学研服务机制，推动韶关学院、松山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

服务现代农业、机械装备、生物医药、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争取省级研

究机构在我市布局。用好用活市级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激发市场主体开展研发活

动的积极性，以财政投入为引导，鼓励韶钢、东阳光、比亚迪、韶关市北纺智造科技

有限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作为研发主体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督促各县 （市、区）加大财政科技研发投入。〔市科技局、市工

信局、市财政局，相关县 （市、区）政府〕

２．加快研发机构建设。推动工业企业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企

业重点实验室等企业研发机构。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提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新产品、

开发新工艺、推广应用新技术成果等创新能力。鼓励外地技术力量雄厚的国家级研究

机构到我市设立分支机构。积极筹建金属材料、现代农业、丹霞铁皮石斛、矿山装备

等研究院或技术创新联盟。２０１９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５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

构全覆盖，１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比例达到４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立

研发机构比例达到３０％，新增企业研发机构４０家以上。〔市工信局、市科技局、市发

改局，相关县 （市、区）政府〕

３．加快科技孵化育成平台建设。通过实施 《韶关市促进科技孵化育成体系建设

后补助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引导各类主体开展科技企业孵化育成平台建设，推进众

投邦、达安创谷等加速器建设，打造 “湾区创新·韶关加速”品牌，打造完善的 “众

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创业孵化育成链条。 〔市科技局，相关县 （市、区）

政府〕

４．建设省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鼓励企业参与行业国际标准制定，构建新技术新

产品新业态等计量、标准、认证直通车制度。以装备制造业为重点，鼓励企业积极采

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加大公共检测服务平台建设力度，推进计量测试中心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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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安全、生物制药、节能减排等领域突

破一批关键计量检测技术。（市市场监管局）

（三）补齐项目前期短板。

加快完善项目前期工作等机制体制，做好 “多规合一”工作，强化项目建设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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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力度。

１．强化项目建设要素保障。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

作为契机，做好项目用地规模布局和占用基本农田调出补划工作。加强重点项目 “多

规合一”工作，做到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相互统一，从源头上解决

项目规划选址与土地规划矛盾的突出问题。加强统筹和协调配合，引导用地项目在规

划区内选址，减少不必要的规划调整。加强土地收储工作，提前梳理项目用地存在问

题，及时完成征拆、解决经济与法律纠纷，提前实施围闭、三通一平等熟地化工作，

避免项目引进时才启动。完善征地拆迁激励机制，调动基层征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市自然资源局、市发改局、市住建管理局、市林业局、市人社局，相关县 （市、区）

政府〕

２．加大 “放管服”改革力度。学习借鉴珠三角的先进服务理念，探索制定项目

审批 “绿色通道”，提高项目审批效率。争取省进一步下放项目审批权限，减少需上

报省审批的事项。简化审批事项中的审批要点，推广申报材料标准化，压减材料审查

自由裁量权。进一步深化 “一门式一网式”政府服务模式改革，整顿清理 “红顶中

介”，清理投资项目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推广 “网上中介超市”。〔市发改局、市委编

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关县 （市、区）政府〕

（四）补齐城市发展短板。

加快城市扩容提质，扎实抓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提高善美之城吸引力，继续推

进智慧城市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１．提升农村配电网供电能力。开展农村地区 “低电压”治理，建立 “低电压”

治理绿色通道，对低电压问题建立档案并实行销号管理，淘汰 Ｓ９（１９９７年前投运）

及以下型号高损耗变压器。加强贫困地区农村电网改造升级，落实电网精准扶贫工作

要求，保障农村地区分布式电源，特别是农光互补等的接入和消纳。〔市发改局、市

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韶关供电局，相关县 （市、区）政府〕

２．加快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或预留公交、环卫等公共服务领域，

大型商场、文体场馆等城市公共场所及用户居住地充电设施，完善专业化服务与自行

充电相结合的充电设施网络及城际快速充电网络，在具备条件的政府机关、公共机构

和企事业单位内部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市发改局、市工信局、市住建管理局、市自

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管局、韶关供电局，相关县 （市、区）政府〕

３．进一步完善新区配套基础设施和老城区扩容提质建设。以芙蓉新区核心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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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园区、成片开发区域为重点，新建主干道同步建设地下综合管廊。老旧城区结合

“三旧”及棚户区改造、道路改扩建、河道治理、地下空间开发等稳步推进。建设芙

蓉新城芙盛路、九龄路、人民路、梅关路、滨江路延长线等芙蓉新城管廊和道路工程，

道路全长１１４公里。稳步推进浈江市政工程ＰＰＰ项目、武江市政工程ＰＰＰ项目，加快

建设韶州大道、铜鼓大道等芙蓉新城路网工程，继续推进北江桥西桥头交通节点整治

工程，积极建设垃圾中转站、水质检测中心等市政公用设施。〔市发改局、芙蓉新区

管委会、市代建局、市住建管理局，市城投集团，相关县 （市、区）政府〕

４．提高水利防灾减灾和水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大江大河防洪骨干工程、“山边、

水边、江边”防洪薄弱环节、中小河流治理等重点工程建设。做好跨区域水资源调度

管理，优化区域引调水工程布局，加快推进韶关市南水水库供水工程建设。新建和改

造供水厂、配套管网和备用水源设施，完善城市及城市周边供水体系，提高供水质量

和普及率。建设农村水利保障体系，推进大中型骨干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和小型

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市水务局、市国资委、市住建管理

局、市南水办、市自来水公司，相关县 （市、区）政府〕

５．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扩大开放医疗服务市场，积极引进珠三角地区社会资本和

先进管理模式，多形式开办民营医院。加快推进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韶关

市第一人民医院迁建、广东韶州人民医院、韶关前海人寿医院、粤北二院传染病综合

大楼等项目建设，大力推进县 （市、区）人民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卫生院标准化建

设。〔市卫生健康局，各县 （市、区）政府〕

６．加强环境污染治理。进一步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和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重点推进武江区村镇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曲江区污水处理

设施及管网建设ＰＰＰ项目、乐昌市村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南雄市村镇生活污水

处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始兴县村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翁源县村镇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项目、仁化县域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升级改造项目、新丰县村镇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等工程。〔相关县 （市、区）政府〕

７．推进城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东鹏中学、车头小学、浈江区火车东站

片区配套学校、翁源县永翔实验学校等新建、迁建项目，积极推进基础教育资源均衡

配置，不断完善区域教育配套设施，稳步推进我市教育资源整合。〔市教育局，相关

县 （市、区）政府〕

（五）补齐交通通讯等重要基础设施短板。

—８３—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强化区域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争 “十三五”时期形

成 “八高四铁两航”的综合交通网络，打造连通南北、贯通东西的区域交通枢纽。提

升通信基础设施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对网络运营商引导，鼓励运营商加大交通沿

线等城市门面区域信息基础设施投入，促进信息服务降费提速。

１．完善互联互通交通网络。

（１）加快高速公路建设。进一步优化完善高速公路网络，全面加快推进省、市共

建高速公路建设。２０１９年计划投资１９５０亿元，加快推进南雄至信丰 （省界）高速公

路、翁源至新丰高速公路建设。〔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县 （市、区）政府〕

（２）完善港航公共基础设施。２０１９年计划投资６５０亿元，加快推进韶关机场军

民合用工程、北江航道 （韶关段）扩能升级工程等项目建设；完成机场空港产业园规

划编制，启动空港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加快打造区域航空快递物流中心和通用航空服

务基地，促进空港经济发展。（市交通运输局、市发改局、市商务局、市机场办、市邮

政管理局）

（３）加快普通公路建设。２０１９年计划投资１０７０亿元，优化普通国省道干线网

络，进一步提升农村公路通达性，提高县乡公路通行能力和路况水平。大力推进连接

交通枢纽、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旅游景区的重点经济网络公路建设，加快推进韶

关市旅游公路建设工程。继续推进全市贫困村中２００人以上的自然村道路路面硬化建

设，优先实施对农村公路中较窄路面道路的拓宽改造工程。〔市交通运输局、市公路

局，相关县 （市、区）政府〕

２．加快信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点推进我市无线宽带城市建设，加快城市４Ｇ

网络规模化应用和实施４Ｇ网络入乡进村工程，提升城乡４Ｇ覆盖能力。积极做好５Ｇ

网络基站的建设工作，为我市未来建设智慧工厂、智慧车站等行业应用提供支撑。大

力推进光纤网络与农村地区光纤入户工程。加快建设骨干光缆环，深入实施城镇信息

基础设施和宽带乡村建设工程，大幅提升我市光缆网络覆盖密度和网间带宽。〔市工

信局、市发改局、市财政局、市住建管理局，相关县 （市、区）政府〕

（六）补齐人才短板。

针对我市技术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矛盾、创新创业人才不足、人才服务环境有待

改善等问题，加大力度引进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实施人才强市工程，完善人才干事创

业激励机制，着力补齐人才短板。

１．加大力度引进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继续实施 “双百”人才政策，落实扶持产

—９３—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业科技人才新政，用好省、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紧紧围绕产业科技发展需要，大力

引进培养紧缺适用人才和高层次人才。落实高校毕业生来韶在韶就业、加快新时代博

士和博士后人才创新发展等实施意见，落实我市扶持产业科技人才政策。鼓励重点企

业与高校联合定向培养各类人才尤其是技能人才，开展高校毕业生留韶就业行动，做

大人才增量。（市人才办、市科技局、市人社局，韶关学院、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２．实施人才强市工程。举办企业人才活动周等系列人才活动，组织申报 “珠江

人才计划”、“广东特支计划”、“扬帆计划”等省级重大人才工程项目。建设市级人才

驿站，开展专家服务基层活动。建设一批博士、博士后、院士创新创业平台，积极争

取在化工、现代农业等企业建立院士工作站，在中星科技、顺昌布厂、新新生态、金

友米业等企业建立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市人才办、市科技局、市人社局）

３．完善人才干事创业激励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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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流得动、用得好。（市人才办、市

科技局、市人社局、市住建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韶关高新区管委会、芙蓉新区管

委会）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成立由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的领导机

构，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合作、强力推进的工作机制。围绕目标任务，制定节点计划，

细化推进举措，明确责任主体，强化保障措施，确保补短板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有

力开展。

（二）落实工作责任。市有关部门要及时研究补短板工作落实中的突出问题，制

定产业、金融、财政、用地、用电等配套政策，建立重点工作任务台账，完善工作动

态跟踪机制，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和政策环境，确保补短板各项任务顺利推进。各县

（市、区）政府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分解目标任务，确保责

任到岗到人。

（三）强化督查督办。补短板各牵头部门要对各县 （市、区）政府和各责任单工

作落实情况实行全过程跟踪督查，并于每季度结束后１０个工作日内汇总推进落实情况

报送市发改局，市发改局根据各项工作完成情况组织实地检查。

附件：韶关市２０１９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重大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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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韶关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打造政务服务高地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切实做好我市

“提高行政效率，打造政务服务高地”工作，更快更好地促进企业注册、投资项目、

投资审批等事项落地，根据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经济振兴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及五个行动计划的通知》 （韶府办 〔２０１８〕１号）精

神，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推进体制、机制和管理手段的完善，将我市打造成政

务服务高效、营商环境优良、监督体系健全的政务服务高地，为提升我市经济发展，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企业注册、投资项目、投资审批等事项落地，建设服务

型政府打好坚实基础。

二、重点任务与政策措施

（一）全面提升行政审批效率。

１．加快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１）继续精简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根据国家和省改革调整情况以及广东省行政

许可事项通用目录的更新情况，对我市的行政许可目录进行调整，适时制定 《韶关市

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２０１９年版）》，持续推进职权下沉和服务前移。（市政务服务数据

管理局）

（２）落实权责清单动态管理制度。根据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依托 “十统一”平

台，结合机构调整，动态调整市级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明确政府权力和责任 “台

账”。（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３）巩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理规范工作成果。严格执行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事项清单管理制度，凡未纳入我市保留目录的中介服务事项，各部门一律不得实施。

根据国家和省的最新清理情况，结合我市实际继续加大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

项工作力度。继续完善中介服务 “网上超市”建设，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市发改局，排名首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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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加快推进 “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务改革。

（１）大力推进 “一门办”。将面向企业和群众、依申请办理的行政权力和公共服

务事项基本进驻实体服务大厅集中办理，２０１９年基本实现 “应进必进”，重点推进企

业群众办理较多的公安、社保、税务等业务进驻大厅办理。加强大厅管理，建立和完

善前台和后台工作机制，建立综合窗口和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管理制度、窗口与部门联

动协作制度、服务流程等制度，规范平台运作。整合更多单位和事项进驻到综合服务

窗口，２０１９年实现进驻大厅事项７０％以上 “一窗受理”。继续推行事项同办联办服务，

以群众和企业办理 “一件事情”为标准再造流程，实行同办联办服务 “一次办好”。

（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直有关单位）

（２）加快推进一网式改革。在广东 “数字政府”政务云平台技术框架下，整合欠

发达地区政务云平台，推进省 “数字政府”政务云平台韶关节点建设，逐步推进部门

自建系统迁移上云。推进韶关市 “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务信息系统提升改造，升级

优化系统功能。开通粤省事韶关专版，推动我市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进驻 “粤省事”，

提升优化我市政务服务环境。进一步梳理规范市县镇村政务服务事项，持续推进政务

服务事项进驻省政务服务事项 “十统一”标准化梳理系统和 “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

务信息系统，深入开展网上办事应用。继续推进政务服务系统和中省垂直业务系统对

接，加强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避免重复录入。大力推行 “互联网 ＋政务服务”，推

进企业专属网页和市民个人网页、电子证照、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等系统推广应用

工作。〔各县 （市、区）政府，市委网信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市行政服务中

心、市直有关单位〕

（３）深化县镇村 “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务模式改革。推进更多事项进驻到县、

镇、村实体服务大厅办理，不断丰富镇村平台服务内容，实施县级窗口前移，将更多

事项委托授权至镇村平台办理。进一步规范镇村服务事项，做到全市镇村事项名称、

材料、流程基本统一，推进镇村办理事项规范化、标准化。进一步推动县镇村三级政

务服务平台服务模式改革，将大部分事项整合到各级综合服务窗口实行 “一窗通办”，

建立完善镇村综合服务窗口运作机制，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全面推行 “全

市通办”服务模式，分批次梳理公布 “全市通办”事项目录，建立完善工作机制，打

破区域限制，让群众就近能办、异地可办，构建全市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 〔各县

（市、区）政府，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直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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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快推进项目投资审批改革。

（１）推进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按照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进一

步优化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流程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韶府办 〔２０１８〕３９号）要求，

制定配套实施细则，加强落实督促指导。整合建设工程领域系统平台，构建形成空间

规划布局、项目储备生成、项目审批、中介服务、诚信监管等一体化系统。（市发改

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政务服务数据

管理局、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直有关单位）

（２）完善协调工作机制。组建投资项目领导小组，建立项目快速协调机制，及时

解决推进项目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明确具体解决办法。（市

发改局）

（３）推动对功能区放权。针对华南装备园、莞韶园等经济功能区，在法律法规的

框架内，研究梳理出一批有利于园区管理、经济发展和项目落地等方面的职权，并推

动以委托或授权的方式下放，助力功能区发展。（市发改局）

（４）整合扩大工程建设项目综合服务窗口。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整

合扩大工程建设项目综合服务窗口，建立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模式。将相关业务

按 “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窗口统一出件”的运作模式，为工程建设项目提

供一次性综合咨询、统一受理、统一出件服务。进一步梳理投资项目事项标准，并逐

步实现标准化。加强综合服务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组建 “一张表单”、“一套机制”审

批服务专业队伍。（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直有关部门）

４．加快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１）推进 “多证合一”改革。按照全国统一的 “多证合一”改革涉企证照事项目

录，进一步整合银行开户许可等许可证，加强与社保、税务等部门信息共享，把属于

信息采集、记载公示、管理备案类的各种证整合到营业执照上。（市市场监管局）

（２）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减少办证环节，压缩开办企业时间，降低市场准入制

度性成本。实行标准化服务和限时办结承诺。加强办证窗口标准化管理，按照国家和

省的调整而调整更新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对现有企业登记注册流程进

行再梳理，进一步简化优化，切实做到 “三个统一”，即登记流程统一、材料标准统

一、审批标准统一，使群众对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的各个步骤及流程 “一看就明

白、一办能办成”。（市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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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大力推广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和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加大力度推广全程电子

化商事登记，积极引导企业和群众网上办照，在实现区域、业务、主体类型全覆盖的

基础上，全面提高 “网办率”，实现 “互联网＋”环境下的 “一照走天下”。（市市场

监管局）

（４）加快推进市场主体各项业务登记便利化。修订商事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

实行住所及经营场所登记改革，推行 “住所信息申报＋负面清单”的商事主体住所管

理模式，实行新业态企业集群注册，允许 “一址多照”及 “住改商”。在省的统一部

署下，不断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简化市场退出手续，不断清理 “僵尸”企业。（市市

场监管局）

（５）健全市场监管部门与关联审批部门沟通协调新机制。配合牵头部门加快推进

我市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建设，利用平台加强商事登记与审批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和数

据互通，按照 《广东省市场监管条例》要求，配合引导推动各部门按职责实施行政许

可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市市场监管局）

（二）全面提升服务企业水平。

１．切实优化惠企政策。

（１）进一步修订完善我市降成本政策措施。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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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韶府 〔２０１７〕４２

号）。继续做好宣贯培训工作。组织做好 “省实体经济十条 （修订版）”等政策的宣讲

培训工作，努力实现 “三覆盖” （即覆盖到基层部门工作人员、覆盖到大中小企业、

覆盖到中小企业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市工信局）

（２）贯彻落实支持科技创新、有效投资、生态经济、外贸企业、民生经济、高级

企业管理人才等税费优惠政策和各项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充分发挥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的引导作用，积极落实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软件企业优惠政策和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等创新优惠政策；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落实好个人所得税专项

附加扣除政策；积极履行 《实行园区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财政扶持政策工作方案》有

关要求，及时统计和报送企业缴纳税款情况，配合推进园区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财政

扶持工作。（市税务局）

２．搭建沟通服务渠道。一是建立健全政企双方网络互动平台。完善和推广应用

“政企通”服务平台，实时全程展示诉求处理动态。组织企业参加 “政企通”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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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培训，畅通企业诉求办理渠道。二是抓好挂点联系帮扶。继续做好２０１９年市领导挂

点联系企业工作，市四套班子成员和市直相关部门定期走访，深入所挂点联系企业开

展调查研究，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倾听企业的意见建议，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主动帮助协调解决问题。（市工信局）

３．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状况，在城镇供水、污水垃圾处

理、水利设施、公路水路基础设施、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教育机构、文化设施、

体育设施等传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优先通

过招标、竞争性谈判等竞争性方式引进社会资本，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运营管理，

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推进中介服务市场化改革，

各行政监督部门要加强行业监管，制定量化考核评级体系，完善中介服务超市信用监

管制度。以工程招标代理行业为试点，制定出台 《韶关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工程招标

代理选取办法》，探索完善网上中介超市择优选取办法。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有

序推进行政审批部门与下属事业单位脱钩，破解 “红顶中介”问题。（市发改局、市

委编办、市财政局、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行政服务中心、

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直有关单位）

４．增加金融有效供给。

（１）全面完成农信社改革。针对我市相关农合机构改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大

与省政府、省银监局的汇报沟通力度，协助已经获批筹建的仁化县、乐昌市、南雄市

３地农商行尽快开业；请求上级部门支持市区、曲江合并改制事宜，力争年内实现全

部农商行挂牌开业。大力督促已经揭牌营业的农商行尽快恢复开展正常贷款业务，确

保农合机构贷款余额增幅不低于１０％。 〔市金融局、市人民银行、韶关银保监分局，

各县 （市、区）政府及相关农合机构〕

（２）增资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资金。完善 《韶关市扶持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资金

操作办法》，将市政府设立的１０００万元 “过桥”资金增至５０００万元，专门用于企业贷

款还旧借新的过渡性周转安排，解决企业 “过桥”贷款难题，并将扶持企业范围从市

辖区扩大到全市。〔市金融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莞韶园管委会〕

（３）集中资源着重培育重点企业。发挥企业ＩＰＯ攻坚领导小组作用，利用 “一企

一策”工作机制，定期收集整理重点企业的问题，协调各相关部门全力解决企业遇到

的行政困难，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加快改制步伐。〔市金融局、市工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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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市住建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

（４）健全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积极落实省级工作部署，加强各

相关部门沟通合作，破除行业间信息壁垒，加大涉及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整合力度，

扎实做好企业信息数据上报工作。着力争取省企业征信评级平台试点落地我市，利用

“数据库＋服务网”模式，搭建银企融资对接平台，实现企业信息顺畅转换成信贷评

级，切实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贷款渠道。 （市人民银行、市金融局、市市场监管局、

市税务局、市住建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人社局、市民政局、市

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韶关银保监分局、韶关供电局、市

自来水公司）

（５）探索推广应收账款融资业务。发挥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等金融基础设

施作用，鼓励供应链核心企业加入服务平台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应收账款融资，切实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探索制定应收账款融资奖励方案，争取省级配套资金，落实市级

奖补资金，支持供应链核心企业帮助中小企业供货商进行应收账款融资，进一步缓解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市工信局、市金融局、市人民银行）

（三）全面完善政府购买服务。

１．完善购买服务工作机制。加强与上级主管部门沟通，根据机构改革有关要求及

省相关工作部署，健全完善购买服务监管规则、绩效评价制度和操作性强的配套措施

及工作流程等，形成上下结合的政策体系。将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

障。加强资金管理，强化部门支出责任，加强成本效益分析，注重结果应用。制定我

市公共财政发展专项规划、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规划，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向制度化规范

化发展。（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直有关单位）

２．培育发展特色龙头社会组织。着力培育发展一批符合韶关产业特色，适应市场

经济需求的行业协会。重点培育推动经济建设、解决 “三农问题”、服务社区发展、

发展公益事业等四类社会组织。鼓励、支持有利于解决生产安全、食品卫生、弱势群

体利益等社会问题的新型社会组织。（市民政局）

（四）全面强化督查考核机制。

１．加强督查工作信息化建设。加强督查软件系统建设，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督查网络，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对督查信息平台作进一步的完善，推进平台上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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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市政府督查室）

２．加强督查力量的整合。优化督查队伍结构，完善督查机构设置，建立一套更符

合工作实际的督查工作运行机制。（市政府督查室）

３．加强督查成果的转化。及时将督查结果整理汇总，通过督查报告、督查反馈、

督查通报、督查专报等形式报送有关领导参阅，或者将督查成果融入领导讲话和相关

文件，使督查成果转化为领导的决策成果。督促被督查单位改进工作，对督查中发现

的一般性问题进行及时纠正或提出纠正意见，明确整改方向，落实整改责任，确保整

改落实到位，坚持督查与考核一起抓，注重在考核中体现督查成果。（市政府督查室）

三、保障措施与督查考核

（一）加强组织领导。牵头单位和各责任单位要组成打造政务服务高地工作小组，

研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的政务服务改革工作，重点结合 “放管服”改革，制定

配套制度和措施，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二）保障政策措施落实。各项政策的制定要体现民主性、科学性、可操作性。

各责任单位要积极推动政策的实施，确保政策措施的有效落实。

（三）保障服务措施落实。各责任单位要按照责任分工的时间进度要求，及时制

定各项重要项目内容的具体措施。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调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

（四）严格督查考核。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

对提高行政效率、打造服务高地工作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各责任部门要将该项工作纳

入年度重点工作，确保工作按期完成，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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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韶关市区
停车场和学车场 （教练场）设置的

指导意见

韶府办 〔２０１９〕３７号

浈江区、武江区、曲江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省驻韶各单位：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规定，为加强城市扬尘污染治理，改

善城市环境质量，规范市区停车场和学车场 （教练场）设置，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

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规划布点

（一）停车场。

１．根据 《韶关市中心城区大车限停区域范围示意图》（详见附件１），红线范围内

合法的大车停车场要逐步迁移，新建的大车停车场不可在限停区域范围内设置。

２．根据大车限停区域范围，暂缓受理大车停车场行政许可办理业务。由许可部门

会同当地政府督促经营单位做好停车场的搬迁准备；对相关证照超出有效期的，要督

促其立即搬离。

（二）学车场 （教练场）。

１．根据 《韶关市中心城区教练场禁设区示意图》（详见附件２），红线范围内合法

的学车场 （教练场）产生严重污染的必须迁移，新建的学车场 （教练场）不可在禁设

区域范围内设置。

２．根据教练场禁设区域范围，暂缓受理学车场 （教练场）行政许可办理业务。

红线范围内合法的学车场 （教练场），经生态环境部门认定会产生严重扬尘污染的，

在经营期到期后必须实施迁移，由许可部门会同当地政府督促经营单位做好搬迁准备；

对证照超出有效期的，要督促其立即搬离。

对短期无法迁移或在限制区外的停车场、学车场 （教练场），按照以下设置标准

和管理要求做好扬尘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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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置标准

（一）停车场。

１．用地手续合法，经营证照齐全。对未经相关部门审批以及占用耕地无法合法化

的大车、小车停车场要一律关停、取缔。对关停、取缔的停车场，要彻底清理场内堆

积的货物、违建构筑物和相关机械；取缔后要恢复标准的公路边沟，并在路口种植与

公路沿线相同树种的路树。

２．位于公路建筑控制区以外。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

距离标准为国道２０米、省道１５米、县道１０米、乡道５米。

３．具备硬化条件的场地需实施硬底化，不具备硬化条件的场地必须建设生态停车

场。场内不得出现黄土裸露的空地，须设置下沉式绿化带或草坪并及时管养，保持常

青常绿。

４．场内必须配备降尘设备 （雾炮或自动喷淋系统）。车辆场内行驶时，适时开启

降尘设备，确保扬尘不扩散，确保出入车辆不带灰尘上路。

５．停车场不允许未加顶盖且装满渣土、垃圾和其他容易造成扬尘污染材料的车辆

出入。

６．停车场设置平面交叉道口与道路搭接路段必须实施硬底化 （原则上硬底化路

面的宽度不少于５米，长度不少于５０米，长度不足５０米的按实际计算）。路口应该保

持安全视距，不得影响道路排水功能，路口处及路口前方应按照标准设置相应交通安

全设施。

７．场内和场门口必须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监控内容实时传输至各监管部门。

（二）学车场 （教练场）。

１．用地手续合法，经营证照齐全。对未经相关部门审批以及占用耕地无法合法化

的学车场 （教练场）要一律查封、取缔。对查封、取缔后的停车场，要彻底清理场内

堆积的物品、违建构筑物和相关机械；恢复标准的公路边沟，并在路口种植与公路沿

线相同树种的路树。

２．位于公路建筑控制区以外。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

距离标准为国道２０米、省道１５米、县道１０米、乡道５米。

３．学车场 （教练场）内训练项目场地路面需实施硬底化，场内不得出现黄土裸

露的空地。教学区域、生活区域、训练道路两侧及场内空地应进行绿化布置，绿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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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要求，有条件的可以设置下沉式绿化带或草坪，对场内的绿

化布置定期进行管养，制定场地定期清扫、保洁方案，做好保洁防扬尘工作。

４．学车场 （教练场）与道路搭接路段必须实施硬底化 （硬底化路段的宽度不少

于５米，长度不小于５０米，长度不足５０米的按实际计算）。路口处应保持足够的安全

视距，不得影响道路排水功能，路口处及路口前方应按照标准设置相应交通安全设施。

５．学车场 （教练场）出入口须设置洗车池或车辆冲洗设施，并做好场地排水处

理，确保出入车辆不带灰尘上路。

６．场内必须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确保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实时对场地进行监督，避

免出现意外。

三、管理要求

（一）位于城市主次干道旁的停车场和学车场 （教练场），场地四周须砌筑围墙或

搭设围挡，并进行墙面美化。道路搭接口附近路面、水沟、绿化带等受到损坏的，必

须及时修复。

（二）全面建立和完善停车场和学车场 （教练场）各项管理制度，并落实制度上

墙；同时制定防治扬尘工作制度，由专人负责场内扬尘和出场车辆行驶路面污染管控。

（三）停车场和学车场 （教练场）内严禁焚烧油毡、橡胶、塑料、皮革、树叶、

枯草、各种包装和其他物品，防止产生烟尘和有害气体。

（四）停车场和学车场 （教练场）内道路和绿化带要安排专人定期清扫、洒水，

并视天气和季节变化加大清扫保洁力度，防止产生扬尘。

（五）停车场和学车场 （教练场）内应设置闭式环卫设施或分类垃圾桶，将垃圾

分类存放并及时清运出场。

（六）停车场和学车场 （教练场）门口设置公示牌，内容包括场地名称、地址、

法人姓名、联系电话、扬尘污染投诉电话等。

附件：１．韶关市中心城区大车限停区域范围示意图；２．韶关市中心城区教练场

禁设区示意图。 〔此略，详情请登录韶关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ｗｗｗ．ｓｇ．

ｇｏｖ．ｃｎ）政府公报栏目查阅〕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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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
韶关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告

韶知 〔２０１９〕４号

　　 《韶关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已经局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韶关市司法

局合法性审查，审查号：韶法审 〔２０１９〕２号，现予以发布。

特此通告。

韶关市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４日

韶关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对韶关市专利资助的管理，规范专利资助的受理和审批工作，方便企业

和专利申请人申报专利资助资金，根据 《韶关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韶府规 〔２０１８〕

１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专利申请资助的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和申报方式

（一）申报条件

１．除满足 《韶关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韶府规 〔２０１８〕１号）第二条外，该专

利申请的第一申请人地址必须属于韶关市行政辖区内的地址。

２．符合 《韶关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韶府规 〔２０１８〕１号）有关规定，国内专

利在授权后的８个月内 （以授权日起算）。

（二）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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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韶关市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申请表》及 《韶关市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申请明细

表》。

２．缴纳费用票据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开具的国内专利申请费、专利登记费、

年费等票据；申请年费资助的需提供授权日起３年年费票据）。

３．专利证书。

４．单位申请需提供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个人申请

需提供个人身份证或户口簿或常住地派出所出具的常住证明。

５．提供专利申请人或委托联系人持有的中国工商银行 （仅限韶关地区内）的存

折或卡复印件，并注明存折或卡的户名、账号；企事业单位提供单位对公账户。

以上材料提交复印件，同时提供原件 （存折或卡除外）核对，除 《韶关市专利申

请费用资助申请表》、《韶关市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申请明细表》提交一式二份外，其余

材料均提交一式一份。

（三）申报方式

１．申请人携带申报材料到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办理 〔地址：

韶关市浈江区北江中路３７号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

２．为方便专利申请人申报专利申请资助，申请人可在本市专利代理机构申请专利

时同时提交相关的申报材料，由专利代理机构集中将申请人的申报材料交韶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办理。

第三条　专利申请资助的标准 （人民币）

（一）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给予一次性资助。即：

发明专利每件资助７０００元，实用新型专利每件资助２０００元，外观设计专利每件

资助６００元。

同一个人同一年度发明资助不超过５件、实用新型资助不超过１０件、外观设计资

助不超过１０件。

（二）ＰＣＴ专利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授权资助；

１．在ＰＣＴ申请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 （２３７表）或者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 （４０９

表）（中文版本）中显示该专利至少一项权利要求同时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的，每件资助５０００元。

２．ＰＣＴ专利进入国家阶段获得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授权的，每件资助３万元；

—０６—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获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授权的，每件资助２万元；同一ＰＣＴ专利申请最多获得境外２

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专利授权资助。

（三）２０１６年后 （含２０１６年）授权的发明专利，自授权公告之日起连续缴纳３年

以上年费的，每件一次性资助专利年费２０００元。

第四条　专利代理机构资助的条件和标准

在我市注册的专利代理机构或者在我市设立的专利代理分支机构，上一年度代理

以本市地址申请并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超过１０件的，给予代理机构每件授权发明专利

１０００元资助，同一代理机构资助不超过１０万元。

第五条　国家、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配套补贴标准

（一）获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的，每家给予补贴２０万元；

（二）获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的，每家给予补贴１０

万元；

（三）获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每家给予补贴３万元。

第六条　国家、广东省专利奖配套补贴标准

（一）获中国专利金奖的，每项给予补贴３０万元；

（二）获中国专利银奖和广东专利金奖的，每项给予补贴２０万元；

（三）获中国专利优秀奖和广东专利银奖的，每项给予补贴１０万元；

（四）获广东专利优秀奖的，每项给予补贴５万元；

（五）获广东杰出发明人奖的，每人给予补贴２万元。

第七条　对企业知识产权贯标进行专项资助

专项用于本市企业知识产权贯标培育工作，企业通过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

（ＧＢ／Ｔ２９４９０—２０１３）国家标准认证，给予５万元资助。

申请资助材料：

（一）《韶关市知识产权贯标认证资助申请表》；

（二）通过贯标认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贯标认证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第八条　对专利运用进行专项资助

（一）对专利技术实施项目进行专项资助。每年实施一批专利技术项目。申报条

件和支持方向以当年公布的申报指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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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专利信息推送进行专项资助。由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为申报主体，专

项用于本市企业专利信息推送工作。申报条件和支持方向以当年公布的申报指南为准。

第九条　申报材料的审核和审批

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根据申请人提交的专利申请资助表进行登

记造册，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分批进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

第十条　资金的划拨

对专利资助申请审查合格的，由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通过银行

代发的方式，将资助款发放到申请人提供接受资助款的银行存折 （卡）账户。

第十一条　资金的管理与监督

（一）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负责对专利资助申请进行审核。

（二）凡有单位或个人涉及非正常专利申请的，一经确认，将如数追回已资助的

资金。

（三）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会同韶关市财政局对资助资金的使

用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十二条　建立专利资助的业务档案和专项财务档案

（一）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对受理专利资助资金的申请建立业

务档案。

（二）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对专利资助资金设立独立科目进行

核算，支付凭证及相关材料归入财务档案管理，及时填写季度、年度汇总表。

第十三条　实施细则解释

本实施细则由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实施时间

本实施细则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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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印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韶文广旅体 〔２０１９〕１５２号

各县 （市、区）文广旅体 （文旅体）局，各有关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认定管理办法》已

经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并经韶关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审查号：韶法审 〔２０１９〕３

号，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８日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 《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

意见》（粤发 〔２００８〕２２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建设，推动青

少年体育工作开展，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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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以下简称俱乐部）是指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面向

全市青少年开展体育活动的体育俱乐部。

第三条　俱乐部的主要任务是开展体育活动，传授运动技能，培养青少年体育兴

趣、爱好和终身体育锻炼习惯，增强青少年体质，发现和培养体育人才。

第二章　认定要求

第四条　申请条件：

（一）组织机构完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年审合格，根据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等文件要求开展日常工作。

（二）场地设施配套齐全，各项功能完好，并已对外开放。配备专业体育教练员，

能够满足２００人开展体育活动。

（三）保证青少年每周能在俱乐部参加体育活动２至３次，每次活动不少于２小

时。每年定期组织１—２次１００人以上参与的体育活动。

（四）重点发展足球、羽毛球、跆拳道、网球、篮球、游泳、武术、乒乓球等具

有广泛青少年体育运动基础的运动项目俱乐部。

（五）积极组织青少年参加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举办的青少年锦标赛、中小学

生公开赛、俱乐部联赛等各类比赛。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五条　由各俱乐部提出申请。在各县 （市、区）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俱乐部向

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部门提出申请，经评审后，按分配名额推荐上报。在市民政部

门注册登记的俱乐部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交申请。

第六条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评审小组对申请单位采取材料审查的办法进

行评审，并将审查结果报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审批、公示、命名。

第七条　申请单位须提交下列申报材料：

（一）《韶关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申请书》；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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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章程》；

（四）体育场地设施使用协议或租赁合同；

（五）体育场地设施对外开放的有效证明材料；

（六）专 （兼）职体育教练员 （社会体育指导员）证明材料及劳动关系证明；

（七）俱乐部上年度青少年体育工作总结和本年度规划。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八条　各县级文化广电旅游体育部门负责统筹制定本地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

发展规划、组织实施本地区俱乐部的申报工作，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相关的规

章制度，加强对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管理和业务指导，确保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健康有

序发展。

第九条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对参加省以上比赛成绩突出的俱乐部推荐创建省

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第十条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每年开展一次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认定工作，评

审合格者给予训练经费１—２万元，当年认定，次年拨付。县级文化广电旅游体育部门

原则上应按１１比例给予相关俱乐部训练经费。

第十一条　扶持经费纳入部门年度预算，经市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拨付。扶持经

费不能作为奖励发放。

第十二条　俱乐部应提高训练经费使用效益。训练经费可用于训练场地、训练器

材、开展培训、参加比赛等项目开支。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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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印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委托培养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管理办法》的通知

韶文广旅体 〔２０１９〕１５３号

各县 （市、区）文广旅体 （文旅体）局，各有关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委托培养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管理办

法》已经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并经韶关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审查号：韶法审

〔２０１９〕４号，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６日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委托培养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管理办法

根据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韶关市青少年体育训练规划》中 “政府主导与社会力量相结

合”的原则，为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拓宽我市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提高

青少年体育训练水平，实现十六届省运会参赛目标，规范我市委托培养青少年体育后

备人才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选择部分条件较好的市级以上 （含市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下文简称

委托培养单位）开展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委托培养工作。委托培养单位必须具备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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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条件：

（一）具有单位法人资格和完善的组织机构。

（二）场地器材设施满足基本训练要求，配备不少于１名专职教练，保证委托培

养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每周训练时间不少于８小时。

（三）在上周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韶关市青少年锦标赛、韶关市青少年运动会及

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广东省运动会该项目比赛中取得较好成绩。

第二条　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委托符合条件的市级以上 （含市级）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培养跆拳道、拳击、棒球、垒球、网球、手球、曲棍球、足球青少年体育

后备人才。

第三条　委托培养目标

（一）委托培养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必须代表韶关市注册并符合参加省运会

（竞技体育组，下同）比赛资格。

（二）委托培养项目省运会比赛得分不低于１５分 （足球项目获前十二名）。

第四条　管理要求

（一）委托培养单位与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签订委托培养协议。

（二）委托培养项目运动员及带训教练员的注册、参赛、奖励等工作根据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规定执行，委托培养项目的日常训练、管理、食宿、保险、学籍、

安全等问题由委托培养单位自行解决和负责。

（三）委托培养单位应充分保证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训练时间和训练质量，争取

实现省运会成绩目标。

（四）委托培养单位应自觉接受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监管，年底向市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提交委托培养工作年度总结报告 （包括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教练员花

名册、训练与参赛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存在问题、解决方案与建议等）。

（五）委托培养单位因违反兴奋剂、赛风赛纪管理规定而被通报批评或因为管理

不善发生安全事故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将取消其委托培养资格。

第五条　经费保障

（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每年给予每个委托培养项目５—８万元训练费，并报

市财政审核通过后列入部门年度预算，不足部分由委托培养单位自筹解决。

（二）各委托培养单位应保证专款专用。训练费可用于购买训练器材、改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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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设施、引进交流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参加外训及比赛，按 《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第１５号令）规定及标准发放伙食补助等，不得将

训练经费用于发放奖励及与训练、比赛无关的开支。

第六条　本办法由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四年。

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印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业余训练重点班管理办法》的通知

韶文广旅体 〔２０１９〕１５４号

各县 （市、区）文广旅体 （文旅体）局，各有关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业余训练重点班管理办法》已经局党

组会议审议通过，并经韶关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审查号：韶法审 〔２０１９〕５号，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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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业余训练重点班管理办法

一、指导思想

为规范韶关市业余训练重点班 （下文简称重点班）的申报、评定、管理工作，促

进各基层训练单位积极开展青少年业余训练工作，选拔、培养和输送更多优秀体育后

备人才，争取在省以上竞技体育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推动我市竞技体育事业发展，根

据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韶关市青少年体育训练规划》和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广东省体育单项

后备人才重点基地、重点班认定办法 （暂行）》有关精神，制定本办法。

二、重点班申报

（一）申报单位：韶关市各县 （市、区）文广旅体 （文旅体）局或业余体校、各

市级以上 （含市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均可申报。

（二）申报时间：每年一次，以通知为准。

（三）申报程序：申报单位根据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通知要求，准备申报材料，

报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三、重点班评定

（一）重点班每年评定一次。

（二）基本条件。申办重点班的单位必须同时满足以下６项基本条件：

１．申办单位必须具有单位法人资格。

２．申办项目必须是十六届省运会 （竞技体育组）开设的项目。优先扶持我市重

点开设项目 （田径、举重、赛艇、皮划艇、射击、武术套路等）。

３．必须有专职教练。

４．必须有符合基本要求的训练场地和器材。

５．必须有符合本周期省运会参赛要求的在训运动员。

６．必须有运动员 （包括已输送到市体校、省体校、省专业队的运动员）参加当

年省青少年锦标赛 （或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比赛）并获得前八名成绩。

（三）评定标准：满足上述基本条件的申报单位，根据申报单位运动员参加当年度

省青少年锦标赛 （或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比赛）成绩和向省专业队、省体校正式输送高水

平运动员情况计算得分，并按得分高低排列，得分高者及获得省运会 （竞技体育组）冠

—９６—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军者优先评定。具体标准如下：获得省青少年锦标赛 （或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比赛）前八

名分别计：１３、１１、１０、９、８、７、６、５分 （集体球类项目多倍计分的按省比赛计分规

则计分），每向省专业队正式输送一名运动员 （包括经市体校输送），计金牌１枚、１３

分，每向省体校正式输送一名运动员 （包括经市体校输送），计铜牌１枚、１０分。

（四）评定数量

每个项目每年评定的重点班数量原则上不超过３个，每年评定的重点班总数原则

上不超过２０个。

（五）评定程序

１．资料审核。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青少年体育科对各单位申报资料进行审核。

２．局研究。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对当年拟命名重点班名单进行研究。

３．公示。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网站对当年拟命名重点班名单进行公示。

４．命名。公示后印发通知命名当年度重点班。

四、重点班管理

（一）申报单位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建立重点班管理制度，明确责任，落实

到人。

（二）申报单位应密切和教育等相关部门的联系，解决好在训运动员的吃、住、

训、学、管问题，确保训练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重点班教练员应制定完整的训练计划，建立运动员档案，实行运动员考勤

登记，撰写本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度工作计划，并于申报时将相关材料报送市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

（四）重点班应保证每周训练时间不少于８小时。

（五）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可依据本办法对申报单位或已命名的重点班进行不

定期检查。

五、扶持措施

对命名的每个重点班给予３—４万元的训练费，次年拨付。各重点班应保证专款专

用，训练费可用于购买训练器材、改善训练场地设施和文化学习条件、引进交流运动

员、重点班运动员参加各类比赛、按 《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第１５号令）规定及标准发放伙食补助等，但不得将训练经费用于发放奖励及与

训练、比赛无关的开支。

六、本办法由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

七、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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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公安局关于发布修订 《关于进一步
加强市区大货车通行秩序管理的通告》

有关决定的通告

韶公通字 〔２０１９〕第５号

《韶关市公安局关于修订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大货车通行秩序管理的通告〉的

决定》已经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韶关市人民政府第十四届６８次常务会议通过，并经市司

法局合法性审查，审查号：韶法审 〔２０１９〕１号，现予以发布。

特此通告。

韶关市公安局

２０１９年５月８日

韶关市公安局关于修订 《关于进一步加强
市区大货车通行秩序管理的通告》的决定

为进一步缓解市区道路交通压力，提高城区空气环境质量。韶关市公安局决定对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大货车通行秩序管理的通告》（韶公通字 〔２０１８〕第２号）作如

下修订：

一、将通告发布目的修改为：“为缓解城市道路交通压力，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

和交通拥堵，减少机动车造成的污染，提高城区空气环境质量，保障市民身体健康和

市区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二、将第一点第二款、第三款合并为第二款：“载货汽车是设计和制造上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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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载运货物或牵引挂车的汽车；专用作业车是装置有专用设备或器具，在设计和制造

上用于工程专项 （包括卫生医疗）作业的汽车。”

三、增加一款，作为第一点第三款：“中型载货汽车、中型专用 （项）作业车是

车长大于等于６０００ｍｍ或者总质量大于等于４５００ｋｇ且小于１２０００ｋｇ的载货汽车，但不

包括低速货车；重型载货汽车、重型专用 （项）作业车是最大允许总质量大于等于

１２０００ｋｇ的载货汽车。”

四、将第二点第 （一）项 “限制通行区域”修改为：

浈江区：凤凰路 （良村铁路跨线桥—五里亭大桥）以南、陵南路以西、鹅坑桥

（铁路立交桥）以西、大学路 （鹅坑桥—大塘路）以西、百旺大桥以北。包括西堤北

路、帽峰路、写云路 （凤凰路—帽峰大桥）、金湾路、大塘路、莲花北路、生态路、

韶南大道 （百旺大桥以北）、北江中路。

武江区：朝阳路以南、五里亭大桥以南、百旺大桥以北、百旺东路 （百旺隧道—

百旺大桥）以北、百旺中路以北、韶关大道南路 （西联隧道—百旺中路）以东、韶关

大道北路以东。包括惠民北路、武江北路、沿江路、芙蓉大道南路、芙阳路、芙蓉北

路、工业西路、移山路。

曲江区：马坝大道 （铁东一路—沿堤一路）以西、铁东一路以南。包括铁东一

路、铁东二路、东苑一路、东苑二路、东苑三路、东苑四路。

在限制通行区域禁止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以及剧毒、放射性等危险

物品的车辆通行。重型载货汽车、重型专用 （项）作业车只允许在每天２２时００分—

次日６时００分，在韶南大道 （北江大桥—百旺大桥）、工业西路 （沙湖路—韶关大道

北路）、芙蓉北路 （怡华路—韶关大道北路）通行。严格限制重型建设施工单位散装

物料运输车 （含混疑土、建筑垃圾、渣土运输车辆）通行。禁止中型载货汽车、中型

专用 （项）作业车在每天７时００分—８时３０分、１１时３０分—１２时３０分、１３时３０分

—１４时３０分、１７时００分—１９时００分通行。对确实需要进入限制通行区域道路行驶

的被限制车辆，须经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批准，按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

五、将第二点第 （二）项 “禁止通行区域”修改为：

浈江区：凤凰路 （帽峰路—五里亭大桥）以南、帽峰大桥以南、启明路以西、南

韶路铁路医院以南、安全北路铁路跨线桥以西、北江大桥以北。包括西堤北路、帽峰

路、东堤北路延长路 （待建）、东河路、浈江路、南韶路 （含南韶路口沿江边至曲江

—２７—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桥底道路）、安全北路、站道路、北江北路、韶南大道 （福康医院—万豪酒店）。

武江区：五里亭大桥以南、新华南路 （西河立交桥—北江大桥）以东、新华北路

（群康路—西河立交桥）以东，芙蓉东路 （新华南路—沿江路）以东、新华南路 （北

江大桥—芙蓉东路）以南。包括惠民北路、新兴路、西河立交桥、沙洲一路、沙洲二

路、沙洲三路、沙洲四路、沙洲五路、沙洲六路、福彩路、沙洲路、沿江路 （芙蓉东

路—北江大桥）、武江路 （五里亭大桥—北江大桥）、桥西巷 （北江大桥西端南侧匝

道）、北江大桥西端北侧匝道。

曲江区：马坝大道 （六祖大道—长江路）以西、长江路 （马坝大道—沿堤一路）

以西、狮岩路 （黄包车桥—上门路）以北、京港澳高速公路 （Ｇ４）引道 （狮岩路—

２５３省道）以西、２５３省道 （京港澳高速公路 （Ｇ４）引道—３１６县道）以北、３１６县道

（２５３省道—六祖大道）以南、六祖大道 （马坝大道—３１６县道）以东。包括环山北

路、鞍山路、文化路、府前东路、长江路、沿堤二路、狮岩一路、狮岩二路、狮岩三

路、京港澳高速公路 （Ｇ４）引道 （狮岩路—２５３省道）、上门路、沿堤三路、桃源西

路、府前西路。

在禁止通行区域禁止中、重型载货汽车和中、重型专用 （项）作业车通行。对确实

需要进入禁止通行区域道路行驶的被禁止车辆，禁止每天７时００分—９时００分、１１时

３０分—１２时３０分、１３时３０分—１４时３０分、１７时００分—１９时００分通行，并须经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批准，按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

六、增加一项，作为第二点第 （三）项 “限制通行路段”：

前进路 （十里亭路—五里亭大桥）、大学路 （韶赣高速公路跨线桥—韶关市技师

学院）、黄金村大桥、凤凰路、五里亭大桥、朝阳路、韶关大道北路 （移山路—工业

西路），禁止重型载货汽车、重型专用 （项）作业车每天６时００分—２２时００分通行。

百旺大桥、百旺东路 （百旺隧道—百旺大桥）、百旺中路、马坝大道 （韶钢工业

大道—１０６国道），禁止重型载货汽车、重型专用 （项）作业车每天１７时００分—１９时

００分通行。

七、将第三点修改为：“在禁止通行时间内需要通行 （过境）的大货车，请选择

京港澳高速公路 （Ｇ４）、韶赣高速公路 （Ｇ６０１１）、北环高速公路 （Ｓ８４）、２４６省道、

２４８省道、１０６国道、莲花大道、２５３省道、六祖大道等道路绕行。”

八、增加一点，作为第四点：“限制通行区域、禁止通行区域和限制通行路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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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 （批准）时间通行的大货车，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没有限速

标志的路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不得超过每小时５０公里。”

九、将第四点改为第六点，修改为：

大货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

要求；装运散装物料须安装密闭蓬盖，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

大货车运载超限的不可解体的物品，需要在道路或桥梁上行驶的，须经市政设施

管理部门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同意，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按照指定的时间、路

线、速度通过路桥。

载运建设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还应持有市住建管理部门核发的建筑垃圾运

输核准文件，上路行驶必须保持车容整洁，不得污染道路和环境。

十、删除第五点。

十一、将第六点改为第五点，修改为：

军警、消防、应急抢险 （修）的大货车，执行紧急任务时不受本通告的限制。

城市市政维修养护、下水道清疏和洒水、清扫的大货车，经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登记报备，在保证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前提下作业时不受本通告的限制。

十二、将第七点修改为：

大货车违反本通告管理规定通行，或者将车辆停放在道路上等待通行影响交通安

全的，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对阻碍执勤民警执行公务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

规定，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三、将第八点修改为：“本通告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原韶

关市公安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大货车通行秩序管理的通告》 （韶公通字 〔２０１８〕

第２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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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公安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市区大货车通行秩序管理的通告

为缓解城市道路交通压力，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和交通拥堵，减少机动车造成的

污染，提高城区空气环境质量，保障市民身体健康和城区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道路交通

实际情况，现就市区大货车通行秩序管理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大货车是指车长大于等于６０００ｍｍ或者总质量大于等于４５００ｋｇ，依法

应悬挂大型汽车号牌的中、重型载货汽车和中、重型专用 （项）作业车。

载货汽车是设计和制造上主要用于载运货物或牵引挂车的汽车；专用作业车是装

置有专用设备或器具，在设计和制造上用于工程专项 （包括卫生医疗）作业的汽车。

中型载货汽车、中型专用 （项）作业车是车长大于等于６０００ｍｍ或者总质量大于

等于４５００ｋｇ且小于１２０００ｋｇ的载货汽车，但不包括低速货车；重型载货汽车、重型专

用 （项）作业车是最大允许总质量大于等于１２０００ｋｇ的载货汽车。

二、市区划定大货车限制通行区域、禁止通行区域和限制通行路段。

（一）限制通行区域

浈江区：凤凰路 （良村铁路跨线桥—五里亭大桥）以南、陵南路以西、鹅坑桥

（铁路立交桥）以西、大学路 （鹅坑桥—大塘路）以西、百旺大桥以北。包括西堤北

路、帽峰路、写云路 （凤凰路—帽峰大桥）、金湾路、大塘路、莲花北路、生态路、

韶南大道 （百旺大桥以北）、北江中路。

武江区：朝阳路以南、五里亭大桥以南、百旺大桥以北、百旺东路 （百旺隧道—

百旺大桥）以北、百旺中路以北、韶关大道南路 （西联隧道—百旺中路）以东、韶关

大道北路以东。包括惠民北路、武江北路、沿江路、芙蓉大道南路、芙阳路、芙蓉北

路、工业西路、移山路。

曲江区：马坝大道 （铁东一路—沿堤一路）以西、铁东一路以南。包括铁东一

路、铁东二路、东苑一路、东苑二路、东苑三路、东苑四路。

在限制通行区域禁止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以及剧毒、放射性等危险

物品的车辆通行。重型载货汽车、重型专用 （项）作业车只允许在每天２２时００分—

次日６时００分，在韶南大道 （北江大桥—百旺大桥）、工业西路 （沙湖路—韶关大道

—５７—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北路）、芙蓉北路 （怡华路—韶关大道北路）通行。严格限制重型建设施工单位散装

物料运输车 （含混疑土、建筑垃圾、渣土运输车辆）通行。禁止中型载货汽车、中型

专用 （项）作业车在每天７时００分—８时３０分、１１时３０分—１２时３０分、１３时３０分

—１４时３０分、１７时００分—１９时００分通行。对确实需要进入限制通行区域道路行驶

的被限制车辆，须经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批准，按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

（二）禁止通行区域

浈江区：凤凰路 （帽峰路—五里亭大桥）以南、帽峰大桥以南、启明路以西、南

韶路铁路医院以南、安全北路铁路跨线桥以西、北江大桥以北。包括西堤北路、帽峰

路、东堤北路延长路 （待建）、东河路、浈江路、南韶路 （含南韶路口沿江边至曲江

桥底道路）、安全北路、站道路、北江北路、韶南大道 （福康医院—万豪酒店）。

武江区：五里亭大桥以南、新华南路 （西河立交桥—北江大桥）以东、新华北路

（群康路—西河立交桥）以东，芙蓉东路 （新华南路—沿江路）以东、新华南路 （北

江大桥—芙蓉东路）以南。包括惠民北路、新兴路、西河立交桥、沙洲一路、沙洲二

路、沙洲三路、沙洲四路、沙洲五路、沙洲六路、福彩路、沙洲路、沿江路 （芙蓉东

路—北江大桥）、武江路 （五里亭大桥—北江大桥）、桥西巷 （北江大桥西端南侧匝

道）、北江大桥西端北侧匝道。

曲江区：马坝大道 （六祖大道—长江路）以西、长江路 （马坝大道—沿堤一路）

以西、狮岩路 （黄包车桥—上门路）以北、京港澳高速公路 （Ｇ４）引道 （狮岩路—

２５３省道）以西、２５３省道 （京港澳高速公路 （Ｇ４）引道—３１６县道）以北、３１６县道

（２５３省道—六祖大道）以南、六祖大道 （马坝大道—３１６县道）以东。包括环山北

路、鞍山路、文化路、府前东路、长江路、沿堤二路、狮岩一路、狮岩二路、狮岩三

路、京港澳高速公路 （Ｇ４）引道 （狮岩路—２５３省道）、上门路、沿堤三路、桃源西

路、府前西路。

在禁止通行区域禁止中、重型载货汽车和中、重型专用 （项）作业车通行。对确

实需要进入禁止通行区域道路行驶的被禁止车辆，禁止每天７时００分—９时００分、１１

时３０分—１２时３０分、１３时３０分—１４时３０分、１７时００分—１９时００分通行，并须经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批准，按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

（三）限制通行路段

前进路 （十里亭路—五里亭大桥）、大学路 （韶赣高速公路跨线桥—韶关市技师

学院）、黄金村大桥、凤凰路、五里亭大桥、朝阳路、韶关大道北路 （移山路—工业

西路），禁止重型载货汽车、重型专用 （项）作业车每天６时００分—２２时００分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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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旺大桥、百旺东路 （百旺隧道—百旺大桥）、百旺中路、马坝大道 （韶钢工业

大道—１０６国道），禁止重型载货汽车、重型专用 （项）作业车每天１７时００分—１９时

００分通行。

三、在禁止通行时间内需要通行 （过境）的大货车，请选择京港澳高速公路

（Ｇ４）、韶赣高速公路 （Ｇ６０１１）、北环高速公路 （Ｓ８４）、２４６省道、２４８省道、１０６国

道、莲花大道、２５３省道、六祖大道等道路绕行。

四、限制通行区域、禁止通行区域和限制通行路段在允许 （批准）时间通行的大

货车，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在确保安全的

情况下不得超过每小时５０公里。

五、军警、消防、应急抢险 （修）的大货车，执行紧急任务时不受本通告的限制。

城市市政维修养护、下水道清疏和洒水、清扫的大货车，经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登记报备，在保证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前提下作业时不受本通告的限制。

六、大货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

装载要求；装运散装物料须安装密闭蓬盖，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

大货车运载超限的不可解体的物品，需要在道路或桥梁上行驶的，须经市政设施

管理部门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同意，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按照指定的时间、路

线、速度通过路桥。

载运建设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还应持有市住建管理部门核发的建筑垃圾运

输核准文件，上路行驶必须保持车容整洁，不得污染道路和环境。

七、大货车违反本通告管理规定通行，或者将车辆停放在道路上等待通行影响交

通安全的，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对阻碍执勤民警执行公务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

规定，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本通告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原韶关市公安局 《关于进一

步加强市区大货车通行秩序管理的通告》（韶公通字 〔２０１８〕第２号）同时废止。

附件：１．浈江区、武江区大货车限行、禁行区域范围图；２．曲江区大货车限行、

禁行区域范围图；３．浈江区、武江区限行路段示意图；４．曲江区限行路

段示意图。 〔此略，详情请登录韶关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ｗｗｗ．ｓｇ．ｇｏｖ．

ｃｎ）政府公报栏目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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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信息

市政府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８日免去：

安森雨同志的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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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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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４５ ９８９０ ５３

３工业产品销售率 ％ ９６９０ ９８７０ －０８

４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９５０５ ３５８３７ ８２

５工业产品出口交货值 亿元 ７０５ ２５２８ ２９

（四）投资

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亿元 ７６

２实际利用外资 （上月数） 亿元 ０２４ １０３ ３０

（五）消费、出口与价格

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６２３８ ２５８０７ ６３

２旅游收入 （上月数） 亿元 ３７１８ １０６５９ １２３

旅游者人数 （上月数） 万人次 ４１０ １１７５ １０３

３外贸进出口总额 （上月数） 亿元 １４００ ３４７０ －２３

＃出口总额 亿元 ５８０ １５８０ １２４

进口总额 亿元 ８２０ １８８０ －１２０

４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１８３４ ６５０２ －８８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２９４８ １０５４１ －１８２

５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 １０１２ １００５ ０５

６韶关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１０３２ １０２６ ２６

＃消费品价格指数 ％ １０３２ １０２１ ２１

＃食品 ％ １０４９ １０３２ ３２

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 １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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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７ ２６９４ ７７

２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２２３４ １２７７２ １５１

＃八项支出合计 亿元 １７２２ １０４７３ ２３３

＃教育支出 亿元 ３６６ １９４８ ７５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亿元 ３３７ ２０４２ ２５４

卫生健康支出 亿元 ３２９ １４９３ －７２

农林水支出 亿元 １８０ ８７８ －３５５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亿元 ３３２ ２２６０ ２２

３社保离退休金发放总额 （一季度） 亿元 １１１０ ６４

（七）金融业

１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本外币） 亿元 １９０８１１ ６８

＃住户存款 亿元 １２６０６７ １２７

＃非金融企业存款 亿元 ２４９９１ －１３９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本外币） 亿元 １０２９１７ １２３

＃住户贷款 亿元 ５４９０５ ２０９

＃短期贷款 亿元 ６９４９ ２２８

中长期贷款 亿元 ４７９５６ ２０７

＃消费贷款 亿元 ４７７３７ ２７１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亿元 ４７８９２ ３８

＃短期贷款 亿元 １４３００ －７９

中长期贷款 亿元 ２９６６４ ０９

２证券交易额 （上月数） 亿元 ９９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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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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４６

财产保险赔付支出 （上月数） 亿元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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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７１ ２５５２１ １５８

２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１１０３ ４３４３ ７０

＃第二产业 亿千瓦时 ８０６ ２９７３ ６５

＃工业 亿千瓦时 ７９１ ２９３３ ６１

第三产业 亿千瓦时 １５３ ６５８ ７６

＃居民生活用电 亿千瓦时 １２７ ６３７ ９８

（九）环境保护

１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ＡＱＩ≤１００） 天 ３０ １１７ １９４

２市本级新建项目环保审批数 个 １３ ４９ ５８１

市本级新建项目总投资额 亿元 １６９７ ８２２７ ４９５

＃环保投资额 亿元 ０４５ ６１２ ６８１２

（十）芙蓉新区起步区完成投资额 亿元 １６０７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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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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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 量

（亿元）

增长

（％）

总 量

（亿元）

增长

（％）

总 量

（亿元）

增长

（％）

全 市 ２７１１２ ６３ ９８９０ ５３ １７２３７ ７６ ２５８０７ ６３ ２６９４ ７７

１县域 １４２２４ ６４ ４１０２ ７２ １００６２ １５ ９７５４ ６４ １０８０ ７０

始兴县 １５７３ ６６ ４７１ ６２ １２０９ －４２ ７５９ ７０ １０９ １７０

仁化县 ２５００ ３２ １０６０ －１９ １７１６ １０２ １１９０ ６３ １９９ １３

翁源县 １９８９ ８１ ４２７ ７９ １９４０ ４５８ １３７８ ６５ １４２ １０２

乳源瑶族

自治县
２０１１ ７９ １１６４ １３０ ９１３ －４０１ ９１４ ８３ １７４ ６７

新丰县 １３８２ ８３ ２８１ １０３ １３３４ ２１６ １０１６ ５４ １１０ １２４

乐昌市 ２４６８ ６９ ３３８ １２ １６７６ ２５５ ２４６３ ６５ １９８ ３５

南雄市 ２３０２ ６５ ３６２ ３１７ １２７４ －２９６ ２０３５ ５８ １４８ ６５

２市区 １３５４６ ６２ ５９８９ ５２ ７１７５ １７４ １６０５２ ６２ １６１５ ８１

武江区 ５５４７ ６８ ２６２５ ４９ ３８６９ １９８ ４４９８ ７３ ２１９ １２９

浈江区 ４５０４ ３９ ９０４ －１４６ １７３４ １８３ ９０８３ ５９ １３０ ６５

曲江区 ３４９５ １０１ ２４５９ １５０ １５７１ １１２ ２４７２ ５７ ２７９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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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