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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吉

肇仄足我省珠三角逹接大西南枢俎日声城市,地炎珠三

角区域同時又地炎遭往大西南的咽喉位置的独特区位,享有

珠三角rtl西部地区的IEX策畳カロ仇勢,在仝省埜済社会友晨
～

改革升放大局中具有挙足経重的哉略地位。2015年 9月 29

日,国券院批准肇仄高新区等 8全国家高新区建浚国家自主

奄1新示苑区,速足国家深入実施奄1新駆功友晨哉略的重要決

策,也足我市対接片深科技奄1新走廊,主功融入専港澳大湾

区友晨,か快奄1新型城市建浚,努力打造成力片末面向大西

南枢俎日声城市的重要机邁。

本規支1銅要足貫御落共 《国券院美子同意支持珠三角国

家高新区定没国家自主奄1新示疱区的オ♭ヒ夏》 (国 函 〔2014〕

163号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友晨規支1銅要 (2008‐2020

年 )》 《中共片末省委 片末省人民IEA府 美子仝面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カロ快奄1新駆功友晨的決定》 (与友 〔2014〕 12号 )、

《声末省人民政府美子カロ快科技奄1新的若千1EX策 意見》 (専

府 〔2015〕 1号 ),《中共肇仄市委 肇仄市人民政府美子明

碗砲1新駆功主攻方向 カロ快主早声立友晨的実施意几》 (肇

友 〔2015〕 4号 )、 《肇仄市国民盗済和社会友晨“十二五"

規支1》 等文件精神的具体部署,足指早肇仄国家自主奄1新示

疱区 (以下筒称“肇仄国家自奄1区 ")奄1新友展的行功銅頷。

規支1期 限足 2016-2025年 。



一、友展基硼与友展琢境

近年来,我市主功通鹿新常
・
恣,深入実施奄1新駆功友晨

哉略,カロ快推逃友晨理念、友晨模式和友晨重点的特交,努

力菅造良好的奄1新奄1立不境,取得昆著成須。

(一 )友晨基触。

1.経済妹合央力稔歩提高。 “十二五"期 同,我市声立

錆杓持数仇化調整。2015年 ,仝市一、二、三声立増加値分

男1増 K4.4%、 8.5%、 9。2%,二 次声 立 しヒ重調 整 カ

14.749。 2:36.1。 対しヒ“十一五"期末,仝市恙声値実現八 2000

仏rl1 4000仏的 “三象跳",規模以上工立増カロ値年均増K
17.8%,工立化向中期辺逃。高新枝木声品声値占比提高 9

企百分点,年主菅牧入超 10化元企立数量足“十一五"期末的

5倍 ,被夕1入珠江西岸先逃装各制造声立帯。現代服券立増

カロ値占服券立増加値じヒ重提高至145.2%。

2。を1新友展水平逐歩提升。至 2015年 ,仝市R&D埜費

支出炊 2010年的 6.94化元増カロ至釣 21.67化元,年均増K
釣 25.6%。 高新技木声品声値預十八 2010年的 348.4化元増

加至釣 1352化元,年均増K31%。 2013年 ,我市成功奄1建

国家知沢声板拭点城市,高新区、四会市、高要区先后栄荻

国家知沢声枚拭点園区、拭点城市 (去象 )称号;仝市友明

寺不1申 清量八 2010年的 161件提高至釣 494件 ,年均増K
25。 1%;友明寺オ1申 清量

～
欄有量分ガ1迷 1.21件/万人

～
1.6

件/万人,超額完成省下迷的指林任券。被決定力中国声学研

合作砲1新示疱基地,成力省部声学研合作示疱市。



3.企立奄1新主体地位不断提升。至2015年 ,全市高新技

木企並迷 139家 ,足 2010年 的 2.28倍 ;all入省高新技木企

立培育汁曳1的企立迷 75家 ;助推一批科技型中小微企立友

晨壮大。“十二五"期 日,仝市累汁定立各鉄重点美お室、エ

程技木研究中」む共 100家 ,建立省市寺立鎮 56今 ;凩準高

科俎建的“新型屯子元器件美鍵材料均工芝国家重点実お

室",足我市首企企立国家重点実詮室;累十有 50家科技型

中小企立承担国家、省砲J新基金項目共 71項 ,荻各象財政

資金支持迷 2930万元。裁止至2015年 ,全市累十A股上市

企立 6家 ,“新三板"桂牌企立 7家。

4.砲1新型企立集群不断壮大。依托ヌ準高科、大準友等

重点骨千企立培育出了先逃装各十1造、高端新型屯子信息、

新材料、生物医菊等一批捻1新型声立集群,金属カロエ声立成

力首今年声値超千化元声立集群,有数帯功相美声立従上下

落企立集果,実現声立集楽友晨。2015年 ,仝市規模以上エ

立企立共 1079家 ,実現増カロ値 938.20化 元,増K7.6%,主

菅立券牧入超 10化元企立迷 74家。肇仄高新区作力奄1新駆

功“飯共羊"作用,高新技木声品声値占仝市恙量 36.3%,友

明寺不1申 清量占仝市 17.4%;福 射帯功杯集、高要、四会、

封升、徳仄、端州、声宇、肇仄工並園等 8企分国区協同友

晨, “一区多園"模式仇勢逃一歩友拝。全市定立省市寺立

鎮 52今 ,半数以上的寺立鎮建立了特色声立公共奄1新服券

平合,寺立鎮奄1新服券平合建浚、品牌建没成数明ヱ,成カ

去域姿済友展和自主奄1新 的重要支柱。



5。科技成果結化
～
声立化能力不断強化. “十二五"期

日,我市釈板引逃奄1新人オ,強化声学研合作利科技服券平

合建没,秋板打造奄1新砲1立載体,提升仝市科技成果装化和

声立化能力。仝市引逃国家千人汁支1寺家 3人 ,入地省 “栃

帆十支1"奄1新奄1立 困吹項目 1企 ,入逃省 “特支汁支1"科技

奄1立飯写人オ 3人。仝市毎万成立人員研友人員数量迷 58

人。新型研友机杓及孵化器成力仝市奄1新砲1立載体的主流 ,

建有 3家新型研友机杓、6家科技企立孵化器,涌現出肇仄

市高端屯子信息声並llT同 砲1新研究院、声末百涯迷隻合材料

寺立企立好化器等典型代表。声学研深化合作亮点分呈,引

入中科院深り1先逃技木研究院、省生声力促逃中′む、声州中

国科学院先逃技木研究所等寺立服券机杓。

6.升放奄1新成数ユ著。逃一歩か張片佛肇盗済圏建浚 ,

推逃有声州、佛山在交通対接、声立lll作等方面深度融合 ,

促逃声佛肇一体化逃程;釈板推逃声佛肇埜済圏サ容至清

近、云浮,初歩形成声佛肇清云“3+2"埜済圏。深入実施 《珠

江一西江径済帯友晨規支1》 ;以貴声、南片高鉄升適力契机 ,

釈板参街學桂誇高鉄姪済帯建没;不断深化々片西梧州、賀

州等城市哉略合作,共同渫支1合作声立園区建浚。

(二 )え晨琢境。

随着世界笙済科技友晨新格局的形成,我国奄1新駆功友

晨哉略深入実施,我省科技奄1新友晨跨入新除段,肇仄国家

自奄1区的砲1新わ友晨面皓新机rit、 新要求和新挑哉。

八国膵看,世界多板化、名済仝球化、文化多祥化、社



会信息化深入友展,世界姪済在深度調整中由折夏亦,主要

姪済体走勢分化。仝球新一緒科技革命利声立交革正在字育

米起,以緑色、4H・ 能利可持数力主要特征的新一給科技革命

和声立交革的方向日益明晰,仝球を1新尭争曰進激烈。侍坑

意又上的基袖研究、泣用研究、技木升友
～

声立化的迪界日

走模糊,科技を1新々金融資本、商立模式融合更か緊密,技

木更新和成果特化更か快掟,声立更新換代不断か快。

よ国内看,我 国姪済歩入以速度交化、結杓仇化、劫カ

特換力特征的新常恣,径済社会友展併炎千可以大有作力的

重要哉略机過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茨交,友展前景依

然片同,但提廣増妓、特型升象的要求更か緊迫,友展功カ

迪切需要及依皐資源わ低成本労劫力等要未投入紫向を1新

駆劫。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実施Cl新駆功友展哉喀,鼓励念1新

資源密集的区域率先実現念1新駆劫友晨,充分友拝自主念1新

示疱区的示疱集衆、輻射帯劫作用。

水区域看,省委、省IEX府大力実施を1新駆功友晨、振米

専末西北哉略,よ規模′張、要素駆劫特向提灰増妓升象的

Cl新駆劫友展,水依隼珠三角駆功向珠三角、与末西北西大

板決共同駆劫特交,珠三角国家自主を1新示疱区成力念1新駆

劫哉略実施的核ノむ区利重大平台,催 生大量新的径済増K

点,使我市在新的友展頷域与珠三角友込地区炎千同一起砲

銭,力 弯道超牟、后友追走提供了有不1条件,同 時也要正祝

念1新友展中的秋累的矛盾利同題:科技念1新 区域友展不平衡



同題突出,企立自主念1新 能力併不張,財政科技投入不足 ,

高新区念1新拉功力有待か張,声学研合作片度
～

深度有待拓

展,科技金融支禅体系建没有待カロ張等。

妹合研判,我市作力国家実施 “一帯一路"哉略杓想的

重要市点城市,作力珠江―西江姪済帯、専桂誇高鉄姪済帯、

珠江西岸先逃装各tll造声立帯 “三大姪済帯"畳カロ交涯的哉

略要地,力 吸マ1先逃生声要素集衆唸1造 了独特的 ``注地"伐

勢。特男1足 国家堅持冶1新体凋緑色升放共享友展,大力実施

増劫力、促平衡、可持象、拓空日、更包容的友展挙措,我

省仝力か快功力切換,賦予我市同時享有珠三角化化友展和

与末西北振米友展的 “双重"政策,力助推我市后友追た、

快速堀起注入張大劫力。肇仄国家 自を1区 要邊一歩解放尽

想,深入把握宏規哉略不境利走勢,立足現有基袖わ伐勢 ,

宣面白身同題
～

不足,以更か升放、更カロ秋板的姿恣迎接新

一松友展,在珠三角国家自主念1新示疱区建没及仝省実施を1

新駆劫友展哉略中承担更多責任、友拝更大作用。

二、忠体哉略

(― )指子思想。

仝面貫御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ヨ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又思想力指早,深入貫御コ近平恙ギ泥重要琲活精神 ,

深入貫御落実中央利省委、省jE■ 府美子か快珠三角国家自主

を1新示疱区的決策部署,日統建没片末面向大西南枢俎日声

城市的恙体任弁,大力実施工立友展 “366"工程和を1新駆

劫友展 “H33"工程,充分友拝珠三角逹接大西南枢姐11声



的区位仇勢,以奄1新力功力,以人オカ核|む ,以 良好的体+1

机制わ砲1新奄1立不境力保障,深化改革、

「
大升放,形成科

技奄1新有埜済友晨要素的良性互功,激友区域各美砲1新主体

的活力,カロ快科技奄1新成果向現実生声力特化,努力打造珠

三角科技成果声立化拓晨基地、珠三角与大西南科技声立従

接中′む、高新技木声立成長新区,成力国家自主奄1新示疱区

重要市点,推功仝市奄1新駆功友晨走在前夕1,力砲1新型片末

建没作出釈板貢献。

(二 )基本原Лl。

堅持以下基本原ス1:

一―奄1新駆功,茨革先行。堅持以改革促友晨,勇千先

行先拭,大胆升晨奄1新政策先行先拭,着力破除末縛奄1新友

晨的制度障碍,カロ快科技成果特移特化,推逃以科技奄1新カ

核′む的仝面奄1新 ,大力推逃仝民奄1新奄1立。

一一市場主早,企立主体.充分友拝市場対技木研友方

向、路銭地捧、要素介格、各炎奄1新要素配畳的決定性作用 ,

突出企立市場主体地位,引 早声立健上下落企立、机杓在特

定区域集衆和友展,菅造激励奄1新的公平党争不境,激友市

場活力和奄1造力。

一一物Kネト短,重点突破。堅持同題早向利需求早向,

衆焦奄1新駆功的重大任券和重大短板,か張部署和集中力量

推逃,力 争在奄1新駆功友晨哉略的重点飯域、美鍵不市取得

新突破。

一一升放合作,協同を1新。大力引逃仇秀資本、高端人



オ和先逃技木,整合国内外唸1新資源,充分調功仝市砲1新主

体的釈板性,推功多主体協同奄1新 ,仇化奄1新資源区域布局 ,

私板融入全国奄1新国箸,秋板参均国昧合作、交流均党争。

(二 )友晨え位。

肇仄国家自奄1区杵堅持 “珠三角科技成果声立化拓晨基

地、末三角与大西南科技声立健接中′む、高新技木声立成長

新区"的哉略定位,力争杓建仝市奄1新型径済新格局,幅射

31頷仝市姿済社会特型友展。

一一珠三角科技成果声立化拓晨基地。友拝我市比較仇

勢,張化技木、資本、人オ、服券等奄1新資源的深度融合萄

仇化配畳,建立符合科技奄1新規律和市場姿済規律的科技成

果紫移特化体系,完善奄1立孵化体系,吸引以珠三角先友地

区力重点的科技成果至1我市孵化特化声立化,探索科技成果

有数特移特化的新机tll、 新模式。

一一珠三角均大西南科技声立健接中′む。友樹 三角逹

接大西南枢鉦日声城市的仇勢,大力集果科技奄1新資源,吸

引高水平奄J新奄J立人オ,建没友展新型研友机杓等奄1新平

合,完善孵化カロ速体系,探索有妓fll用 大西南人オ、技木、

資金等奄1新要素的新模式,促逃珠三角均大西南科技声立従

的対接延伸。

一一高新技木声立成長新区。机住世界科技革命わ声立

交革机過,深入実施奄1新駆功友晨哉略,推功新共声立規模

友展、主早声上高端友展、借銃声立特型友晨、現代服券立

カロ快友晨,培育自主井沢声枚和自有品牌,杓建具有国昧克



争力的現代声立体系。

(四 )メこ万≧ロオ示。

至12020年 ,肇仄国家自唸1区奄1新友晨的主要曰林足 :

奄1新体系整体数能呈著提升。人オ激励、科技金融、舛

沢声枚、技木輪移和庁立化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取得重要

突破,成功探索出一系夕1具有全国示疱意文利推片介値的体

+1机 tll及支持IEA策 ,重大科技成果的織化率大幅提高,科技

与金融更か緊密錆合,科技逃歩対埜済増K的貢献明呈増

張。

自主奄1新能力星著提升.仝社会研究々升友 (R&D)投

入占地区生声恙値 (GDP)的 じヒ重迷 2.7%。 研友机杓覆蓋

30%以 上規模工立企立,高新技木企立数量、研友埜費占

GDP♭ヒ重、友明寺不1申 清量和授枚量均じヒ2015年翻一番 ,

自主砲1新能力迷至1中 等友迷国家水平。

具有国豚荒争力的奄1新型声立集群基本形成。特色鮮

明、結杓仇化、仇勢突出的現代声立体系初歩建成,規模以

上工立増カロ値年均増K12%,高技木制造立増加値占規模以

上工立増カロ値じヒ重迷 12%,高技木声品声値占規模以上工立

′こ声値じヒ重迷 39%,力 争形成声値超

“

00化声立集群 3-4企。

科技成果特移特化及其声立化能力明星提升。IEA能 完

善、近行高数、市場化的科技成果特移特化体系仝面建成 ,

定成科技成果特移特化示疱区2今以上,推功一批有力帯功

声立結杓仇化升象的重大科技成果特化鹿用,形成若千哉略

性新共声立集群,技木合同交易額力争迷至1200仏元。



奄1新奄1止気曰活氏.定成国家象科技企立孵化器 2家 ,

国家象科技企立孵化器培育単位 4家 ,不断声生道鹿我市科

技埜済友晨需求的奄1新奄1立新模式;31早、支持多晨次人オ

奄1新奄1立 ,培育一批有活力的科技型企立,毎年新登泥注爆

市場主体数量 1万声;吸幼的国内外奄1立投資規模逃入珠三

角地区中済,形成具有肇仄特色的良好砲1新奄1立文化気曰。

展望 2025年 ,肇仄国家自奄1区功能完善、近行高妓、

市場化的科技成果特移特化体系仝面定成,一オ)ヒ 重大科技成

果装化鹿用落地建成,跨区域奄1新合作llT渭机+1更か高残 ,

声立従分工llr作体系和奄1新資源升放共享模式更か完善,在

若千頷先声立頷域形成欄有技木主早枚的声立集群和新立

恣,実現企立牧人超 1万化元,培育出一批国昧知銘品牌
～

具有校張国豚党争力的跨国企立,成力珠江西岸奄1新要素衆

集、奄1新 能力校張、奄1新不境仇良、砲1新径済活跳的区域。

三、杓建“1+5+N"自含1区建没格局,形成新的劫力源和

増長扱

張化肇仄国家自奄1区対仝市実施奄1新駆勁友晨哉略的

引飯作用,以砲1新資源的共建共享以及科技声立的trt同 友晨

力派手,杓建借位友晨々仇勢互ネト相結合的友晨新模式。

(― )仇化白稔1区を1新布乃。

科学規支1各 区域功能定位和友晨重点,完善和友拝肇仄

高新区 “一区多国"模式的銃等協凋仇勢,形成以肇人高新

区力核lむ 区,以高要、四会、端州、鼎湖、拳仄新区等 5今

高新区分園区等力功能区,學桂合作特男1拭詮区、片佛肇(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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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変済合作区等力拓晨区的 “1+5+N"肇人国家自奄1区建

没格局,形成声立集群特色化、要素資源集衆化、区域奄1新

llT凋化的杢同友晨布局,カロ快提升区域自主奄1新能力和声立

党争力。

(二 )増強高新区核ぶ帝功能力.

1。実施高新区砲1新友晨哉略提升行功。主功対林国家自

主奄1新示疱区友晨要求,仝力提升高新区的科学友晨水平 ,

完善肇仄高新区 “一区八国"管理机tllttllT同友晨模式,増

強高新区核lむ 帯功作用。曰統先逃装各制造、屯子信′き、金

属新材料、生物医菊等特色声立集群建没,釈板渫支1建没科

技奄1新平合,か大奄1新企立培育力度,友晨新型研友机杓 ,

増強科技企立孵化能力和科技金融支禅能力,不 断杓筑人

オ、技木、資金、声枚等奄1新要素集衆仇勢,形成一llL重 点

声立 “奄1新核",打造成力奄1新 引頷、集衆集釣、国内一流

的国家高新区。力争Fl1 2020年 ,高企数量占園区規上工立

企立′も量 50%以上,排身全国国家高新区前 70位。

2.完善高新区姪沸和社会管理叔限.接照 “充分授枚、

圧縮健条、枚責対等、精筒高残"的原ス1,建立合理高数的

取能下放利授枚机制,凡是有禾1千高新区友晨、可以下放且

具各承受能力的市象埜済
～
社会管理枚限,都 下放至肇仄高

新区管委会俎鉄実施,市各部11か張立券指早和監督栓査。

不能下放的市象管理枚限,市各部11建立録色ミ道,実行限

叶亦錯,提高常オ}ヒ敷率。重点在財政預算仮斜和税費改革方

面倣出探索,市財政年度預算汁支1体現対高新区的道度仮

１

■

１

■



斜;高新区格区内土地使用杖出■牧入、房地声特■声生的

各項税費、各項規定牧費牧入等,除接規定上数中央、省以

及市財政留成部分以外,其余仝額返透高新区。

(二 )輻射帯功区成体同え晨。

探索高新区奄1新友晨新模式わ福射帯功周迪区域新机

制,以か快肇仄高新区奄1新友晨力核′む,鼓励和支持奄1新要

素分際段逐歩向功能区、拓展区輻射,推功奄1新要素的合理

流功和高残俎合,着力杓建llT同 有序、仇勢互ネト、科学高妓

的区域奄1新一体化友晨格局。カロ張肇仄国家自奄1区 与功能

区、拓晨区乃至仝市其他区域的声立健布局和協同友晨,重

点推逃在先逃装各制造立、生物医菊和食品声立健各不市昇

地l・I日 的互功交流。通辻成立跨区域声立哉略咲盟、ヽ地笙

済、昇地孵化等方式,杓建跨区域声立生恣。筑等建浚一批

科技奄1新平合、公共服券平合,カロ張肇仄高新区的科技服券

輸出,推功大型供器浚各、重大科技基拙没施和科技信息姿

源等共享共用。探索建没区域lll同 奄1新平合,咲合升展重大

科技攻美,共同実施科技奄1新工程,推功科技成果声立化 ,

完善区域跡同科技奄1新体系。釈板探索肇仄高新区々分園区

的資源共享与オ1益平衡机制,合作共建高水千高新区分国,

共享国家自主奄1新示苑区政策生不1.

(四 )整体規力朦 油没花走没。

1。建没便掟高妓的録色交ミ体系。深化区域交適合作 ,

カロ快形成与片佛等周迪城市互咲互rin的 一体化回路。私板推

逃片佛肇軌道交週和高快速路回建没,杓建囲箸完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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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近行高妓、家色低破的妹合交通近輸体系。大力推逃

重点声立基地均中lむ城区、新城同城市公共交逍建浚,推逃

肇仄国家自奄1区道路改造与建浚,提升智能化管理々服券水

平,形成図箸完善、布局合理、近行高妓的隻合型快速交通

走廊。

2.杓建便民宣居的生活基拙没施。を1新財政投入方式,

放大財政資金的引早作用,帯功社会資本投入,形成多元化

的基建投入体系。か張与周迪去区在友晨規支1、 基袖浚施、

服券配套等方面的対接合作,解決国区部分配套資源短快准

題,打造配套完善的砲1新奄1立 宜居社区。カロ快推逃周・it地 区

科技教育、医庁工生、文化娯示等生活性服券没施建浚与升

鉄,提高鰊合服券水平,建成管理有序、服券完善、不境仇

美的和t皆社区。

3.推逃市攻基拙浚施現代化建没。カロ快杓建高速、移功、

安全、た在的新一代信息基拙浚施,提升高速借送、ス活凋

度和智能近配能力,釈板推逃信息口箸新技木升友鹿用,実

現仝区互咲、智能感知、数据升放、融合庄用。

(工 )強化土地資源集釣オ1月 。

1。完善土地准入制度。実行建没用地恙量わ張度双控行

功,芦格土地/11用 管理,仇化用地錯杓,カロ張集釣用地鏡数

考核,努力提高企立建筑容釈率和‐in位国上面釈的投資張度

和声出残率。私板探索以上地集釣型内涵式升友力主的友晨

模式,有妓控tll新増定没用地規模,逃一歩提高工立項目准

入11檻。鼓励友晨孵化器、カロ速器等集釣式升友建没模式。

13



探索建立土地分期出逃tll度 ,対千需要分期升友建没的人項

目,根据其美昧建浚需要提供土地。

2.を1新土地集釣411用 方式。汗格仇行土地rll用 恙体規支1,

合理オ1用 上地資源。建立市釣集釣用地激励和釣束机lll,カロ

大対困畳、低残用地的人畳力度,推逃建浚用地常llL和批后

監管tll度 改革,提高土地精如化管理水平。カロ快探索和完善

近泣新声立、新立恣友晨的新型声立用地管理机制。推行

TOD土地繰合升友模式,推勁城市用地功能通度混合,奄1新

地下杢同牙友fll用 机lll o tll定芦格的企立用地退出管理流程

均実施亦法。カロ大建咸区土地資源格港力度,釆取多科方式

促逃土地資源向残益好、集釣不1月 率高的企立流若。

(夫 )堆辻生恣丈明定没。

1.推片録色市能技木。杓建政府引早、市場主早的協同

推逃机制,依托席迪不保科技城、準南不境治理示疱中」い等

重大平合,集中突破一批市能不保美鍵技木。通辻推行清浩

低破技木声品IEX府釆殉tll度 ,引 早わ促逃企立升友清浩低破

声品。か張用屯需求叡1管 理,建立市屯管理く数机制;升晨

緑色建筑示疱点,大力友晨市能型住宅。推逃不保基拙浚施

建没,推功互咲回均生恣文明建没深度融合,完善汚染物監

淑1及信息友布系銃,形成覆蓋主要生恣要素的資源不境承載

能力功恣監双1国 箸。

2.友展循不径沸。接照 “資源集釣使用、声品互力共生、

疲物循不オ1用 、汚染集中央理"的要求,推功声立循不式俎

合。深入推逃工上国区循不化改造和工立 “三疲"資源化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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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高資源声出率わ循不禾1用 率,支持再tll造声立化、容

厨疲井物資源化以及 “城市ゲ声"示疱基地定浚,培育四会

肇仄市工洲金属資源再生工上国等一批循不変済国区典型。

3.侶早録色低破生活。引早、培赤公ハ低破消費コ慣 ,

提侶歩行、自行年、公共交ill等低破出行方式,鼓励脚共新

能源汽率。友晨城市慢行交ミ系坑,侶早低破出行。大力友

展智能交週,探索友晨共乗交壇。以録色市能林准建浚商券

建筑,政逃已有商券楼的供暖、制今、照明系統。菅造肇仄

国家自奄1区 屯子亦公不境,推行元気化亦公,合理回牧和再

利用屯子泣坂。

四、加快促造技木特移特化,建没珠三角科技成果声上

化拓展基地

緊緊把握珠江西岸先逃装各制造声立帯、珠江‐西江盗済

帯和片佛肇埜済合作区的友晨帯来的契机,友拝好我市在珠

三角地区的しヒ較仇勢,促逃珠三角科技成果至1肇人国家自稔1

区特化、声立化,打造珠三角科技成果声立化拓展基地。

(― )カロllk宍花菫えヽゝ 寺項。

曰統肇人国家自唸1区先34_装各制造、新材料、高端新型

屯子信息、生物医菊等声並頷域,争取市IEK府支持,咲合省

科技部11,釈板対接国家、省象重大科技基拙没施建没,推

功重大基拙没施落声肇人国家自砲〈区,力 争在若千重要科学

前沿、美鍵飯域実現突破,取得一批具有国際影噛力的重大

科学友現和技木友明,実現部分飯域炎子世界 “井砲"水平。

針対片末省重点実施的九大科技寺項,重点対接汁算均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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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恙片、移功互咲美鍵技木々器件、智能机器人、新能源

汽4屯池均功力系筑、増材制造 (3D打印)技木等重大科

技寺項実施,力 争推功一批重大成果特化和声立化。

(二 )争稔1国 家科技戌呆猪移岩化式唸示地区。

跨区域整合珠三角を1新資源,升晨仝方位合作,努力争

奄1国家科技成果特移特化拭詮示疱区,在科技成果特移紫化

服券、金融、人オ、政策等方面,探索形成一批可隻lll、 可

椎片的工作盗給与模式。均珠三角各美科技国区和解化器升

晨仝方位合作,共享公共平合、美詮室等研友資源,突破対

唸1新要素跨境流功的限制,推功形成跨境融合的升放唸1新机

lll。 推功企立奄1新券わ科技項目姪費跨声佛肇三地使用。共

同推功奄1新奄1立 ,以高新区力核′む,浚立面向珠三角的国家

象科技成果孵化基地和珠三角青年奄1立基地,私板承接利孵

化珠三角科技項目,か張在A奄1杢 同、科技金融、科技服券

立的升放合作,咲合挙外奄1新奄1並活劫,建没奄1新奄〈並合作

示疱区。秋板均珠三角科技声立困区対接与合作,促逃唸1新

資源的仇勢互ネト均合理流功,推功声立承接利市場升友,咲

合承接国隊高新技木企並研友紫移。

(二 )定没料技戌呆中拭為オ上化載体。

1.建没科技成果声立化基地。暗准云汁算、大数据、机

器人、市能不保、高端屯子装各等哉略性新共声立頷域,依

耗奄1新資源集衆区域以及高校、科研院所、行立骨千企立等,

建没一llL科技成果声立化基地,31早科技成果対接特色声立

需求紫移緒化,培育新的盗済増く点。推逃均中科院等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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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的仝面合作,秋板等建“院地科技成果特化基地",汗晨

実施一批技木特化和声立化示苑項目。

2。 張化科技成果中拭熟化。鼓励企立牽共、政府引早、

声学研lll同 ,面 白声立友晨需求升晨中拭熟化与声立化升

友,提供仝程枝木研友解決方案,か快科技成果特移特化。

曰統区域特色声立友晨、中小企立技木奄1新需求,建没ミ用

性或行立性技木奄1新服券平合,提供及共詮研究、中拭熟化

至1生声辻程所需的供器浚各、中拭生声銭等資源,升晨研友

浚汁、栓お榊 1決江、科技各洵、技木林准、知沢声枚、投

融資等服券。

(四 )促辻“四人り腱券千台史諄科薇戌呆片上化。

か快 “四炎"服券平合建没,降低奄1並 日檻,カロ張唸1新

奄1立資源共享々合作,及引珠三角小微企立和奄1立者至1肇仄

国家自奄1区奄1新奄1立。支持建立一批低成本、便不1化 、仝要

素、升放式的奄1立倶示部、奄1新工場、奄1立勁口呵卜屋、奄1客杢

日、奄1立孵化基地等新型孵化載体。大力実施制造近象A包 ,

支持工洲年並、八準高科等有能力的大中型制造企立Iil辻互

咲図∧包平合衆集跨区域林准化声能。カロ快挙仄国家自奄1区

各炎公益事立机杓、奄1新平合和基地,以及肇入学院等高校、

科研院所公共科技資源和信
`息 資源升放共享,カロ張対小微企

立和砲1立者的支持。釈板升晨実物A等 ,鼓励消費屯子、智

能家居、健康没各、特色水声品等奄1新声品汗晨実物A等 ,

稔歩推邊股枚企等,升晨股枚A箸融資拭点。引早中小学升

晨奄1客教育,培育奄1客群体.渫支1秋板挙亦主題浴塚、奄1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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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界、奄1立大界、奄1客乃拉松等系夕1活功,吸 31国 内外奄1客

困仄涯衆挙仄国家自奄1区。

(工 )片学研体同升晨科技戌呆緒移緒化。

充分オ1用“二部両院一省"声 学研合作机制,大力実施声

学研結合促逃工程,推功企立与科研院所升晨多晨次、全方

位的項目わ技木合作。完善声学研用llT同 奄1新机制,深化与

清準大学、片末省科学院、準南りT疱大学、準南水立大学、

片末工立大学等校市仝面合作,建没跡同奄1新平合,建立庁

立、企立技木砲1新哉略咲盟,根据声立和企立技木需求,III

凋咲功研友新庁品、新技木、新友明。実施声学研跡同奄1新

平合覆蓋汁支1,推逃新型研友机杓建没与友展,建立先逃装

各tll造、高端新型屯子信息、生物医菊、新材料等声学研奄1

新平合和咲盟,カロ快培育一批市場化早向的高等学校跡同奄1

新中Jむ 、声立研究升友院、行立技木中lむ 等新型研友俎鉄。

依托行立頷軍企立、骨千科研院所、高水平大学,整合奄1新

資源,推功建没一批声立共性技木研友基地。

(六 )強化科技戌呆結移緒化市場化月随券。

推功寺並技木特移机杓和技木成果供需平台建没,争取

奄1建肇仄国家自奄1区技木交易分中′む,整合国内外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資源,涯集企立技木需求,完善図

上技木交易平合,杓建銭上、銭下交易結合的近行模式,カ

各美技木交易主体提供図箸化、寺立化、林准化的交易服券。

培育一llL面 向哉略性新米声立的寺立化技木特移机杓,カロ張

与中国技木交易所、深り1新声立技木声枚交易所等大型奄1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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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推片交易俎家的合作。探索珠三角技木特移新模式,建

立一批珠三角技木特移中Jむ ,新建一オ}ヒ咲合冴友中′む,不断

奄1新々国豚俎鉄、技木特移机杓的交流合作机制。

五、加快両地科技声立撻的延伸対接,杓建珠三角与大

西南科技声並撻接中心

dll用 珠三角要素集衆能力張、配套資源キ富的仇勢,カロ

張均片西、貴州、四川、重人等西南省市的合作与交流,促

逃珠三角々大西南科技声立従的対接延伸。

(一 )率先走没木三角面向え凸商的枢俎「]夕 型人オ高

多磋L。

大力実施“西江人オ汁支1",日銃屯子信息、装各tll造 、

新材料、生物+1菊等重点声立、着力31逃一批奄1新唸1立頷軍

困陳利高晨次人オ,帯功建浚一批錆杓合理、晨次鮮明的奄1

新奄1立人オ仄伍,率先建没珠三角面向大西南的枢俎11声 型

人オ高地。

1。釈板打造人オ友晨平合。大力建没人オ友晨載体,提

升肇入学院、声末理工学院、片末工商学院、肇仄医学高等

寺科学校、声末皮用科技取立学院等本地高校亦学晨次和水

平,か快建没片佛肇教育新城、肇人新区高端科教服券城項

目,引 逃知絡高校来肇仄国家自奄1区合作亦学,カロ快培育引

逃科技企立孵化器、新型研友机杓、工程技木中′む、博士后

工作靖等載体。渫支1定没釈立技木教育国区,大力整合我市

取立技木教育資源,打造釈立技木教育品牌。私板吸牧珠三

角和大西南地区大中寺学生Fll我 市就減,接受大西南地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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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力在肇仄国家自奄1区逃行取立培切|。 建立和完善校、地lll

同奄1新対接平合和新型研友平合,建没休同奄1新平合集榮

区。重点打造肇仄国家自奄1区精英奄1立大界、西江浴塚等31

智平合。釈板杓建体lll升放的人オ友晨平合,打造智能化人

オ交流服券平合。

2.加速培育引邊唸1新を1立型人オ。面向挙仄国家自奄1区

主早声立わ頷域,深入花掘大西南身分高等学校、科研院所

智力資源,着力31避和姿助一批奄1新奄1立飯軍囲仄和高晨次

人オ,帯功建没一批能対挙仄国家自奄1区主早声立起到31飯

和支持作用的人オ眺伍。秋板鼓励重点仇勢声立和哉略性新

米声立企立31逃緊快人オ,榮集培赤一批仇秀的企立家。31

早鼓励企立カロ大高晨次奄1新奄1立人オ和科研困仄的引辻カ

度,申 扱省珠江人オ、千人十父1和物帆十支1等人オ支禅項目。

依托省部院声学研合作、国隊科技合作、“留交会"、 “高交会"

等交流平合,か快31逃海内外人オ来肇仄国家自奄1区奄1新砲1

立。大力友晨海外高晨次人オ唸1新奄1立基地、博士后工作堵

和院士企立工作堵。

3.全面完善人オ服券保障。提高財政対人力資本的投資

しヒ重,逐歩カロ大人オ盗費的投入力度。探索和研究不同美型

的人オ扶持政策,完善有禾1子各炎人オ在我市友晨、充分友

拝人オ作用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声立友晨和奄1新人オ火励

等人オ激励机lll,切実解決高晨次人オ的住房、医庁、社保、

子女入学、配偶就立、学木交流等実昧同趣,努力菅造有オ|

千人オ流功和千事捻1止 的不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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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か・l■企止稔1新千台ち技木徒接。

強化企立奄1新平合建浚,か快与大西南地区キ富科教姿

源技本的性接。在新能源汽キ、机器人、3D打 印、超早材

料等哉略性科技頷域,建浚若千具各国内先逃水平的科研基

拙没施,か快建没一批高水平的国家、省、市重点実詮室与

科研基地。釈板落共各項財政ネト助政策,31早和支持企立普

遍建立研友准各金十1度 ,31早和支持企立没立企立技木中

Jむ 、工程技木研究中′む、企立重点共詮室等奄1新平合,推逃

工立重点骨千企立研友机杓仝覆蓋,支禅声立砲1新友晨。曰

銃先逃装各制造、屯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菊和生声服券

立等主早声立的技木需求,鼓励大西南高等院校、大型企立

有企立咲合升展技木攻美,攻克一批行立共性技木わ美錠核

′む技木。支持企立与大西南各美研友平合建没咲合研友中

′む、声立技木咲盟。rl1 2020年 ,肇仄国家白奄1区規模以上

工立企立普通定有企立研究机杓,成功対接一批大西南技木

項目。

(二 )杓走以新型研友れ杓力史導的科技片上佐接千

台。

実施新型研友机杓三年倍増汁支1,支持和鼓励九共骨千

企立牽共建立研究院。曰統先逃装各声立集群、高端新型屯

子信息声立集群、金属新材料声立集群、生物医葬声立集群 ,

か張新型研友机杓建没用地等政策引早,重点引早片西、貴

州、四川、重人等高校/11科研院所資源与高新区九共企立的

オ接,共建一批新型研友机杓和企立研友机杓等奄1新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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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大西南地区企立融入珠三角加速友展的集榮区,促逃珠

三角与大西南科技声立従的対接延伸。提升肇仄準帰大光屯

声立研究院、準水 (肇仄 )生物声立技木研究院、片末省微

生物所 “工立生物技木特移中′む"、 K春理工大学国家大学

科技国肇人分困、片工肇仄高端屯子信息声立協同奄J新研究

院等研友机杓友晨水平。以新型研友机胸、孵化器等平合カ

依托,吸引大西南地区教りT、 科研人員及其化有奄1立 需求的

人Fll我市奄1新奄1立 ,促逃其科技成果在肇人高新区秦化。か

張新型研友机胸31逃 ,制資 “一校一策"、 “一院一策"的

“招研引智"実施和提升方条;カロ張新型研友机杓的支持和

管理力度,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新型研友机杓31逃、坪介均

考核的決策机制和管理制度。

(四 )か llkね 定 “好化器‐カロ速器‐基地"的科技片止戌

掟体系。

坑等孵化器布局,延伸 “孵化‐カロ速―高新技木声立化基

地"縫条,形成助力企立カロ速成長的孵化健条。依托現有的

政府投融資平台或新俎建独立的投資控股公司,及事解化載

体建没近菅,示疱帯功多元化社会資本逃入解化頷域。引早

尤共企立、科研院所、新型研友机杓及金融机杓推逃 “孵化

器十",延伸研友従、孵化従和声立従,重 点推逃福田化学

公司百氾迷集合材料孵化項目建没。鼓励科研院所、高校科

技成果特移結化,重 点推逃省微生物所工立生物技木特移中

|や 、く春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園肇人分園項目建没。支持

条件較好的孵化器向孵化体系后端探索,建浚一llL奄1新奄1止



カロ速器,力八孵化器半立的高成長性企立提供充足的場地杢

同和今性化的服券。促逃力嵯 器建没均高新技木声立友晨和

基地建没需求的対接,根据区域声立従友展,接需求有目的

地力高新技木声立化基地輸送成長企立。

(五 )以料櫛 1新引板面向え凸商的″育引介。

充分友拝我市在貴片、南片高鉄経済帯的区位交適仇

勢,以及珠三角地区声立配套わ科技服弁等方面的じヒ較仇

勢,llT同 カロ快珠江 西̈江経済帯和与桂誇高鉄経済帯建浚,釈

板升晨咲合招商、声立対接。カロ大対片西、貴州、四川、重

仄等大西南地区企立的招商力度,重点引逃汽車整キ及其美

鍵寒部件、智能装各キ1造、市能不保装各、金属新材料、隻

合材料、生物医方、研友没十服券等主早声立友展方向的企

立入駐,対接各炎科技資源。研究制定外来企立来肇人国家

自奄1区奄1新仇恵政策,大力吸引大西南地区的高科技企立孵

化成果落片織化。対大西南地区的有対外投資或>声 意向

的,尤共足欄有科技成果和張力奄1新人オ四仄的高新技木企

並逃行模底,建立合敗服踪tll度。友拝大西南地区巴蜀商会、

貴州商会等区域性商立俎鉄作用,搭建投資服券平合,形成

長残机キ|。

六、培育創新型声並集群,打造高新技木声並成長新区

以声立結胸増量帯功存量調整,打造延伸声立従,カロ快

声立特型升象,カロ快形成具有品牌特色的声立集群,杓建完

善現代声立体系,促逃変済友晨方式猪交。

(一 )以工上左晨 “366"工程引板主♀声上培育壮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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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実施工立友晨 “366"工程,培育新能源汽キ、先

逃装各制造、市能不保等 3今千化声立集群,31育 6家主菅

立券牧入超百化元工立企立,新増 600家主菅並券超化元エ

立企立,杓建具有国棒荒争力的奄1新型声並集群。

1.新 能源汽率声立.突 出机好整キ制造九共帯功,大カ

推逃新能源功力声立小鎮、中屯新能源汽卒等重点項目,迅

速壮大新能源整率制造声立集群,打造立足珠三角、面向仝

国的新能源汽牟声立基地。

2。先逃装各制造声立。以声立共建力択手,以汽キ零部

件、智能装各tll造力主攻方向,大力推逃々珠三角核ぬ区等

友迷地区声立共建,釈板争取省属国有企立新投資工立項目

落声,机好pll入珠江西岸先逃装各tll造声立帯重点合敗項

目,拓展汽卒零部件声立有片佛整牟基地合作,カロ快鴻国科

技園和肇仄 (高要 )智 能制造研究院建浚,打造具有核′む党

争力的先逃装各制造声立集群。

3。市能不保声立。推逃不保装各制造立、不保服券立的

友晨,友晨市能不保全声立健,カロ快建没席迪不保科技城、

中丹不保声立園,推功肇人国家自奄1区形成以市能不保技木

研友和恙部基地力核′む的市能不保声立集衆地,打造準南地

区市能不保声立新高地。

(二 )夫力友晨現代服券上。

大力友晨現代服券立,推逃現代服券立衆集友晨。Fll

2020年 ,肇仄国家自奄1区現代服券立増加値占服券立増カロ値

的じヒ重迷至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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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友没汁服券立.友晨以制造工立浚汁、不保工程没

汁力主的工立没汁,配套友晨以片告没汁、包装浚汁力主的

商立没汁。依托大学水、星湖fll菊 、中恒等尤共企立友晨生

物医菊庄用技木研究的外包立券,渫支1建没肇人生物医菊声

立服券平合、博士奄1立 園、“海リヨ
99tl立

国等新載体。

2.寺立服弁立。健仝“政府監督、行立自律"的管理制度 ,

大力友晨奄1立投資、声枚保伊、会汁法律、大江管理、企立

形象浚汁、人オ資源服券、市場菅硝与品牌近作等寺立服券

立,杓定科美芥仝、分布片た、近作規疱、有国昧接軌的寺

立服券体系。

3。 屯子商券.推逃準南智慧城、声末云服券声立園、肇

入学院大学科技回、三裕港“四国"的友晨。打造一批知銘信

息服券商,キ富信
`息
服券内涵,倣大信′息服券立規模,提高

信′息服券楷次,初歩定成合理、高残的鰊合信′息服券体系。

カロ大対重点屯子商券企立、重点投融資項目的引逃与服踪服

券。鼓励友晨社交屯商、跨境屯商等回箸菅硝新模式,実現

象下資源銭上配畳。打造一批有区域頷早力的重大平合,か

張升国家屯子商券声立化基地、端州屯子商券声立国等声立

載体定浚。

4。軟件服弁+文化旅落。依托肇入学院大学科技園及云汁

算中′む,重点友展教育、文化砲1意、影音、済成、功漫、旅

洋軟件声品升友,釆用互咲図+文化旅滋的方式,打造有肇

仄特色的文化旅滋声立,建浚特色小慎。

5.現代物流。依托林安現代商貿物流声上国、唯品会物



流国、普洛斯物流国、片末智慧物流中′む等重大項目,カロ快

友晨班代物流並,着力杓建西江流域区域性現代物流基地 ,

建浚珠三角地区大型物流集散基地和生声性服券立中」い。

6。恙部4沸。鼓励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型企立在肇仄国家

自唸1区浚立区域性物流釆胸中lせ 、研友中,い 、財券結算中lむ 、

菅硝、分硝、晨示、全儲物流、培)1基地等,促逃恙部経済

友晨。

(二 )兒善“一国一特色"オ止載体布局。

か張奄1新型声立集群哉略規支1和頂晨浚十,乗持“集衆姿

源、突出特色、強化合作、互ネト共逃"的友晨原只1,友拝高新

区“一区八国"管 理机tll和協同友展仇勢,打造特色声立寺立

国。

1.肇人高新区。重点友晨先逃装各、金属新材料、生物

医方、屯子信息和現代物流声立。

2.杯集分国。以食品カロエカ主早声並,机械lll造 、生物

医菊力輔早声立,大力友晨現代表立、班代物流立和商貿流

週立。

3.高 要分国。重点友展汽配、精如化工、五金、黄金和

智能装各、現代表立、水声品深カロエ等声立。

4.四会分国。重点友晨先逃装各、金属カロエ、精如化工、

生物医ん、資源鰊合不1用 、珠宝玉器和商貿、金融、現代物

流等声立。

5。封升分国。重点友展新型建材、ゲ声深か工、林声化

工、木材カロエ和特色友立、生恣旅済等声立。



6.徳人分国。重点友晨林声化工及精如化工、木材深か

工、机械装各制造、新型建材和現代水立、旅済立等声立。

7.端州分国。実行“仇二張三",重 点友晨先逃装各、高

端屯子信息和屯子商券、商貿、旅洋、金融、文化奄1意、生

声性服券等声立。

8。片十分園。重点友晨再生 (塑料 )資源、軽量化新材

料及装各制造、新型陶金、新型建材、林業妖一体化、新能

源、健康赤生、休困旅落、竹木資源深か二等庁立。

9.肇人工立園.重点友晨大数据、先逃装各制造、高端

屯子、市能不保、現代物流等声並。

(四 )私扱争ネ国家重え声上配奏。

強化与国家和省象部日咲功,サ大与中国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等各英国家科研机杓和“2H"工程高校、尤其足逃入

“985"工程的研究型大学的合作頷域和規模。争取国家、省在

肇仄国家自奄1区 的金属延圧、屯子材料、金属新材料、合用

医菊等飯先声立頷域,布局建没栓詮栓測、技木咲盟、重点

実詮室等重大声立配套。争取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寺項和重大

科技支禅汁支1項 目,以重大項目建没和示疱皮用促逃自主奄|

新成果声立化,か快培育哉略性新米声立。支持以企立力主

体,咲合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先逃装各制造、新材料、高

端新型屯子信息、生物医菊等頷域建没一批国家工程中lむ 、

国家企立技木中′む和国家工程実詮室,突破一llL声 立美鍵核

′む技木,支禅国家重点声立振共和新共声立快速成長.

(工 )培育友晨新共庁上わ新止恣。



把握国家大力推逃“互咲回+"的 重大机過,カロ快友晨新埜

済、新立恣,カロ快引逃培育屯子商券、云汁算、大数据、机

器人、文化奄1意等新立恣新庁立。推逃肇入学院建没屯子信

息声立 (互咲図+)研友平合,推勁片末工商取立学院建没

大数据服券中′む等奄1新平合,大力培赤庄用型技能型人オ.

努力促成片末省科学院 (肇仄 )“互咲図+大数据"研究院項

目落声肇仄国家自奄1区 。大力推逃国家屯子商券声立化基

地、準南智慧城、中国人寿屯子商券準南近菅中′む等項目建

没。推逃科技服券声立々云汁算、大数据、移功互咲回等新

一代信息技木融合,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木建立跨区域、宗合

性、図箸化的科技服券集成平合。か張肇仄祝合、漫画等文

化科技基拙技本的研友和鹿用,提高文化々科技融合的集釣

化、寺立化水平,カロ張対借筑文化声立的技木改造,実現科

技唸1新与文化友展的有机融合。

(夫 )か張オ立技木研友均泣用。

貫御落実 《美子推功新一給技木改造促逃声立特型升象

的意見》 《片末省工立結型升象攻堅哉三年行功汁支1

(2015-2017年 )》 ,深入実施新一給技木改造,推功借銃

声立修期 K功力,推逃声立従、介値従整体提升。Fl1 2020

年,肇人国家自奄1区 65%以上工立企立完成新一給技木改

造。日統智能制造成套没各及生声系筑的改造,鼓励企立使

用柔性自功化生声装配銭、大型控制系坑、数控机床等自功

化、数字化、図箸化、智能化制造没各,推片鹿用智能化制

造技木,普及没汁辻程智能化、制造辻程智能化和制造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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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カロ快近用信′息技木改造提升現有声立,支持企立信

息化、智能化成果皮用、新声品升友、新工芝皮用等,推片

信息技木在工立声 .・r上的嵌入式鹿用,推片辻程控制、資源

汁支1、 生声近行系筑等信息技木庄用。推逃両化融合管理体

系貫林拭点,対照国豚林粁,仝面提高声品技木、工乞装各、

能敷不保等水平,カロ張反量基拙定没,升晨反量品牌提升行

功。

七、大力実施創新駆劫友展 “H33"工程,培育具有核

心党争力的企立主体,加快形成高成長性創新型企立生恣群

落

鼓励和支持大型骨千企立壮大友展,向 平合型企立特

交,重点培育一批掌握核Jむ 先逃技木的高新技木企立和科技

型中小企立,升象杓建以企立力核lむ 党争力的砲1新体系,努

力実現“一顆大村"至1“一片森林"的企並生恣群落輪交。

(一 )支持九夫企上井殉重姐。

支持重点九共企立升晨集囲化盗菅,扶持企立上市融

資,実施井殉、整合、咲合、向外拡張,力 争在“十二五"叶

期率先在金属か工、生物医菊、屯子商券、現代物流等行立

定成一批年主菅立券牧人起百化元的企立。提高大企立奄1新

資源整合能力,鼓励大企立井脚重俎、升晨委托研友和胸采

知沢声枚,カロ速奄1新資源向企立集衆,提升企立的自主奄1新

能力。支持企立牽共和参々国家科技重大寺項、国家重点エ

程建没和科技汁支1,提高企立研究升友活功的晨次和水平。

支持有実力的九共企立井脚境外企立,推功企並井殉境外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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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図絡,カロ快逃入国外消費冬端,サ大国昧市場合叡。重点

机住与海外咲系緊密、海外投資和市場姪菅立券具有較大規

模的企立,llk調 31早推劫企並格部分海外投資或井賄紫由国

区公司作力主体升晨立券。

(二 )lli功九共企蘭 1新介源升及共享。

友拝大型骨千企立技木奄1新 的基袖仇勢,鼓励九共企立

俎建中央研究院、国家象工程中」い、国家象重点実詮室等重

大研友平合。推逃国箸平台A砲1、 tll造近策炎包、企立分享

奈扶等“四人嘲民券平台建没,鼓励大中型企立通辻生声llr作 、

升放千合、共享資源、升放林准等方式,格企立内部を1新資

源向奄J新奄1立者升放,促逃尤共企立向平合型企立か快友

晨,帯功上下落小微企立和奄1立者共同友晨。鼓励大型企並

向平合型企立特交,升放供器浚各、研友場地等砲1新資源,

推功企立所属的各炎実詮室、工程中′む等向声立健相美的中

小微企立、奄1立企立升放共享,重 点推功八準股分、星湖股

分、大準水等尤共企立拭点。

(二 )升晨¶ 技企止培育"汁刻。

升晨針対初稔1期科技型企並的培育十支1,ミ辻整合資

源、強化服券,促逃初奄1期科技型企立快速友晨。十支1毎年

逃逃一llL在技木水平、商立模式、奄1新 能力、砲1立 困眺和治

理結杓等方面表現出較張友展潜力的初奄1企止,予 以重点培

芥。実施“企立扶仇扶張"工程拭点,地取一批掌握核」む技木 ,

砲1新活力張、友晨速度快的規模科技型企立,由 市政府飯友

“象色通行江",在融資担保、項目資源、用地安劇卜等方面分



予其仇先和仇恵,引 早規模科技型企立完善公司治理結杓 ,

提升企立資本近作能力,主功オ接資本市場,主功逃入世界

象大企立井賄祝野,か快融入仝求声立体系。培育一批九共

骨千企立友展成力行立独角善企立,出 合“独角善"企立相美

扶持政策,在美鍵技木研友、行立兼井重俎、国昧合作等方

面分予支持。

(四 )実施“高新技木企上倍増"汁拠l。

重点曰銃先逃装各制造、新材料、高端新型屯子信息、

生物医菊等声立飯域,大力培育一批友晨前景片同、幅射帯

功能力張的高新技木企立。主功対接片州、深り|、 末莞、珠

海等城市日F杵孵化成功、尋求落地的小微科技、奄1新型企立,

31早高新技木企立向肇仄国家自奄1区衆集。升晨高新技木企

立“育首造林汁支1",建立高企后各数据庫,実施重点指早与

稲扶。友晨知沢庁枚、技木奄1新、人オ、財税、金融等寺立

中介服券平合,建立高企培育企流程服券体系。落実 《肇仄

市高新技木企立培育実施方案 (2015-2020年 )》 ,カロ快完

善科技型企立信′息庫建浚,完善市、芸咲勁工作合敗。貫物

落実高企所得税戒免以及企立研友費用カロ汁わ除政策,釈板

探索高企研友、寺オ1、 人オ、融資、用地等方面的状持IEA策。

至12020年 ,肇人国家自奄1区高新技木企立数量じヒ2015年翻

一番。

(工 )支持企上 “た出去"。

支持有条件、有実力的企立ミ辻境外兼井与牧胸,荻取

国昧知銘品牌、先逃技木、管理笙聡和菅硝囲箸,ミ辻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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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浚立声品展示中′さ、硝告回路和告后月民券中lむ 等,打造具

有一定知名度的区域品牌,延伸企立声立健,実現規模和市

場的有残♯張。鼓励和支持有実力的骨千企立在海外浚立研

友机杓,実現在仝求疱国内的研友布局,カロ張対所属行立飯

域国昧前滑、美鍵技木的升友研究,拾占国昧声立技木制高

点。完善企立境外投資服券体系,建立企立“走出去"信
`息服

券平合,カロ張 “走出去"ヌ隆坪借、八隆預警和ヌ隆泣対 ,

最大限度降低企並 “走出去"ヌ隆。与 “走出去"曰 林地区

互浚声品展硝中′む、工立園区和 “走出去"孵化基地,搭建

双向平衡、互相促逃的合作体系。整合声立、金融、服券等

資源,協助肇仄国家自を1区企立抱困走出去。

人、全面推避升放創新,杓建高端創新資源加速集緊区

把握国家実施 “一帯一路"哉略、打琳 江―西江4沸

帯、建浚声末自貿区等重大友展机過,以逃入 “高鉄時代"

和 “城軌叶代"力 契机,以升放合作拓晨唸1新友展杢同,仝

面提升升放を1新的片度和深度。

(― )お邊木三角逹接え凸南C晰合作枢乞。

友拝珠三角逹接大西南枢俎11声 区位交逍仇勢,強化均

珠三角地区、大西南地区在科技唸1新資源的対接llT同 。以高

新区力核」い推功奄1新唸1立 ,秋板承接和孵化珠三角地区、大

西南地区科技項目,か張在A奄1空 日、科技金融、科技服券

立的升放合作。深化均珠三角lll区 、大西南地区声立合作 ,

重点カロ張在屯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方、市能不

保等哉略性新米声立的声立健分工合作。支持均珠三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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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西南地区科技声立困区的対接与合作,促逃唸1新資源

的仇勢互ネト有合理流功,推功庁立承接和市場升友,咲合承

接国豚高新技木企立研友特移。か張対片佛的招商引姿カ

度,か快打造与片佛対接的現代金融声立拓晨区。曰銃片佛

肇地区的特色資源和共性技木升晨咲合攻美,形成珠三角声

立協作和哉略咲盟。

(二 )秋扱融入卑港澳台稔1新圏。

把握 CEPA更緊密埜貿美系合作、逃一歩か張々専港澳

合合作,秋板俎鉄参々港澳合科技交流活功。深入汗晨与港

澳合在金融、貿易、旅済、教育等多頷域合作,以商貿流通

和中介服券力重点,吸引港澳合服券美企立逃入我市友晨。

私板升晨仝方位、多晨次、高水平的肇港澳台及国豚科技声

立合作,大力建没一批面向両岸四地科技奄1新平合,吸引港

澳合 “商二代"、 大学生等来肇仄国家自奄1区奄1新稔1立。

(二 )私板融入“一帯一路"成喀。

実施更カロ釈板主功的対外升放哉略,推功肇仄国家自奄1

区与 “一帯一路"滑銭国家特男1足徳国、意大オ1、 末南工国

家的交往咲箸。カロ張与 “一帯一路"滑銭国家在屯子信息、

生物医方、文化唸1意 、現代航近、合儲物流、新能源等先逃

十1造立、高新技木声立和現代服券立的合作,主功引逃其先

辻技木、資金和管理埜お,助力声立特型升象。推功企立抱

困走出去,搭定面向末盟国家的跨境屯子商券及物流信
`息
共

享平合,鼓励企立在滑銭国家合作建立声品境外展硝中′む和

境外埜貿合作声立国。争取到 2020年 ,累十八 “海上笙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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え路"滑銭国家引逃 5宗 以上唸1新合作項目。

(四 )深化与全ネ稔1新高地交流場合作。

1.加快融入金球研友tll新体系。実施国昧科技合作提升

行功汁支1,鼓励企立和科研単位建立海外研友中Jむ ,釈板融

入金求奄1新回路。吸引国昧跨国公司和知名冴友机杓来肇仄

国家自奄1区没立研友分中′む,鼓励和引早外資研友机杓参々

承担地方科技汁女1項 目,吸引国内知名研友机杓逃駐肇仄国

家自奄1区 ,打造準南研友奄1新集衆的新高地。カロ張奄1新公共

服券資源升放共享,整合禾1用 全求奄1新資源,実現砲1新要素

跨地区、跨行立自由流功。

2.建立国豚奄1新合作平合。搭建一批国昧化研友平合、

孵化平合等,菅造国昧化工作不境。有新カロ波、徳国、美国

等地区合作共建孵化器、カロ速器、海外科技国,杓建国昧化

孵化図箸。吸31声立地声商、哉略投資者等社会資本咲合共

建跨境声立園区。定没跨国技木結移中′む,推逃国昧技木交

易,推功均友迷国家技木特移机杓咲合成立跨国技木特移咲

盟。与欧美、以色夕1等友迷国家使頷信、商会l・I会、貿易振

米机杓、声立服券机杓定立代表丈咲箸机制,打造国昧化展

会、浴塚活功,拓晨国昧合作渠道,提升国昧影噛力。

九、打造創新會1立示土,仇化會J新創立友展琢境

近泣肇仄国家自奄1区対奄1新要素的除段性需求,杓筑科

技金融、智意城市、知沢声枚、文化気曰等多晨支禅的奄1新

唸1立不境。

(― )準辻科技金融稔1新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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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升晨科技金融奄1新拭点。以建没肇仄高新区科技金融

融合友晨拭詮区力契机,釈板探索完善肇人特色的科技金融

服券体系。友拝金融奄1新対技木砲1新的助推作用,培育壮大

奄1立投資利資本市場,提高信貸支持奄1新的員活性和便rll

性,形成各美金融工具llT同 支持奄1新友展的良性局面。引早

和推功像行、江券、保隆、担保、再担保、姿声管理公司、

信托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金融資源向肇仄国家自奄1区集

衆。か快科技金融寺菅机杓建没,カロ快友晨科技支行、科技

企立金融服券事立部、科技保隆支公司、科技小額貸款公司

等,奄1新科技金融俎鉄体系。推逃金融声品和服券模式奄1新 ,

支持金融机杓汗晨銀保合作、銀投合作、銀小合作等,推功

科技型中小企立履釣保IIE保隆貸款等交又性金融立券友晨.

2。411用 多晨次資本市場.大力吸31境 内外股杖投資、奄1

立投資在肇仄国家自奄1区榮集和友晨,カロ快引逃一llL国 昧知

銘奄1立投資机杓。支持社会資金、民同資本等秋板升晨天使

投資,培育寺並化的天使投資机杓和夭使投資人,促逃天使

投資支持紳子期、初奄1期科技型中小企立友晨壮大。支持科

技企立通址企立債、公司債、中小企立集合票据、私募債等

声品逃行債券融資。

3。完善科技金融服券体系。支持高新区面向不同成長隣

段科技型企立的融資需求,整合彼行、奄1投、保隆、担保以

及科技金融中介服券等金融資源,建没一批市場化近作、寺

立化服券的科技金融服券中′む,升展奄1立投資、銀行信貸、

科技保隆、寺dll保 隆等一堵式服券。カロ快友晨信用汗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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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坪借、そdll反押融資、融資担保和再担保、投資各洵等寺

並服券机胸,形成科技金融要素集合区、奄1立資本密集区。

(二 )昔造尊重奔捩を1新的琢境。

カロ快国家知沢声枚拭点市建没,着力推逃全国知沢声枚

退菅公共服券平合肇人特色拭点平合的建浚。探索俎建知沢

声枚巡回法庭,探索知沢声板司法保サ新模式。探索跨地区

知沢声枚条件昇地常理机制,打破対侵枚行力的地方保伊。

実行最片格的知沢声枚保十111度 ,推功寺fll第 枚仇法常恣

化,健全知沢声枚象枚援助体系,建立知沢声枚逍法侵枚企

並楷条,カロ張対逹法失信行力的社会信用上管。完善休同奄1

新中的知沢声枚共享和収益分配机tll,推 功知沢声枚的交易

和近用。探索没立知沢声枚皮押融資凩隆ネト僕基金,支持金

融机IAJ#大反押物疱曰。探索建立井沢声杖銀行、如沢声枚

交易所,争取升晨“全国寺利保隆拭点",支持銀行均保隆机

杓升友更多面向科技型中小微企立的信貸融資保隆声品。探

索定立知沢声枚込菅工作机制和寺オ1早航声立友展工作机

キ1,カロ快知沢声枚公共服券平合建浚。促逃声立知沢声板咲

盟友晨,釈板鼓励企立和社会姐鉄奄J亦知沢声杖中介服券机

杓,推功井沢声杖服券市場化、声止化埜菅。

(二 )え力■物■llttall上ぇ化。

私板侶早勇子奄1新、完容失敗的奄1新文化,村立崇尚砲1

新、奄1立致富的介値早向,大力培育企立家精神和奄1立文化。

墾袋亦好各美奄1新奄1立大奏活動,釈板支持参々国昧奄1新奄1

立大奏,力投資机杓均奄1新奄1立者提供対接平台。鼓励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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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建立服券大A奄1立 的升放奄1新平合,支持社会力量挙亦奄1

立沙九、奄1立大琲堂、奄1立ツ1妹 菅等砲1立培ツ1活 功。カロ張対

重大科技成果、本出奄1新奄1立人物以及奄1新型企立的宣侍 ,

カロ大対奄1新奄1造者的失励力度,村立唸1新奄1立榜祥。引早各

炎媒体か大升奄1新奄1立的宣借力度,普及奄1新奄1立知沢,推

片成功埜詮,培育尊重知沢、崇尚奄1造、追求卓越的砲1新奄1

立文化,争取早口形成大企奄1立 、万炎奄1新的生功局面。

(四 )か快智恙城市走没。

推逃智能交通、智能屯日、智能市攻等智慧型基拙没施

建浚,促逃肇仄国家自奄1区 向以数字化、日箸化、智能化カ

特征的智慧城市特交。推片物咲回、云汁算等信息技木在智

意社区、智能医庁、智能家居等服券頷域片た庄用。か快“三

図融合"向 完帯ミ信図、数字屯祝回、下一代互咲囲推逃,促

逃其片た泣用千智能交Ii■ 、不境保が、IEA券工作、公共安全、

平安家居等多企頷域。推逃面向声立的商券平合、信息子合

定浚,促逃智慧城市定没与声立良性互勁友晨。席功城市交

週信
`息
管理系筑,建立基千物咲囲的城市鰊合管理図絡,逐

歩推片至片佛肇地区。提升IEA券信息化水平,建没信息共享、

立券l・I同 、銃一高数的屯子政券泣用千合わ庄急咲功指拝系

筑。建浚智能監控わ扱警系銃,完善突友事件的庄急炎畳利

救援保障体系,打造現代化的城市安全防控体系。推逃社会

事立和公共服弁信息浚施建浚,搭建区域“医症週"、 “一十通"

等民生公共服券平合。

十、全面推避創新改革武強,打造創新先行先武武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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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御落央国家和省砲1新政策,以体制机制奄1新力突破

口,建立和完善激励自主奄1新的政策体系,カロ快推逃政府取

能特交,打造奄1新先行先拭拭聡区。

(一 )率先落実国家わ右稔1新政策。

率先落実好国家自主奄1新示疱区“6+4"IEA策和我省有美

自主稔1新政策。仝面落実国家自主奄1新示疱区6条政策,包

括科研項目埜費管理改革、♯上市股分特■、科技成果使用

丈畳和牧益管理、植大税前カロ汁わ除研友費用疱日、股枚和

分生激励、取工教育埜費税前わ除等相美政策及其配套措

施。率先落実国家自主奄1新示疱区4条政策,包括技本人員

和管理人員股枚失励的企人所得税 5年内分期敷幼、有限合

侠制奄1立投資企立法人合侠人企立所得税仇意、5年以上♯

独占汁可使用枚特性所得税仇意、中小高新技木企立向股末

特増股本的今人所得税 5年分期敷幼等相美政策及其配套措

施。カロ快落実 《片末省自主奄1新促逃条の  《片末省人民政

府美子カロ快科技奄1新的若千政策意見》 (与府 〔2015〕 1号 )

及相美配套政策,包括企立研友准各金、奄1新券、孵化器建

没用地、八隆ネト僕、科技成果炎畳枚等政策。

(二 )秋扱升晨稔1新攻集先行先武。

率先在知沢声枚、科研院所、高等教育、人オ流功、国

昧合作、金融砲1新、激励机制、市場准入等美鍵頷域升晨奄1

新示疱拭点,銃等推逃科技、管理、品牌、俎須、商立模式

奄1新先行先拭,完善激励奄1新的声枚制度,建立健仝科技成

果特移特化和技木横散机lll,建没技木交易服券平合,仇化



完善科技、林准、寺オ1跡同机制,推逃科研攻美均技木林准

研友同歩,成果特化々技木林准tll定 同歩,成果声立化々技

木林准実施同歩,逃一歩破除体制障碍,杓建仝面奄1新友晨

的K残机制,力奄1新体制机制提供示疱。

片末省似先行先拭的政策,率先在肇仄国家自奄1区里率

先尋求突破,包括建立巡日常非1机 tll、 昇地中理机tll、 快速

筆枚机制等知沢声枚保伊政策,升晨互咲図♯公升股枚融

資、投貸咲功、知沢声枚江券化交易等科技金融政策,奄1新

外国人オ来卑工作就立管理、外籍高晨次人オ引逃、外国人

オ分美管理等人オ政策,以及其他科技奄1新先行先拭政策。

釈板向上争取省象埜済管理枚限下放挙人国家自奄1区。

(二 )深化を1新管理体lll皮羊。

1.尋求行政体制新突破。探索推逃久面清単、枚責清単、

監管清単 “三単"管理。制定 “負面清単",包括外商投資

准入負面清単和内姿投資准入負面清_iF。 推功 “枚責清単"

改革,tll定公升、変明的行政枚力近行林准和流程。推行 “監

管清―liF",重点研究制定建立健全事后監管机制,ill辻監管

清_in管 理制度,■政府工作重′む逃一歩炊 “事前常批"向 “事

后監管"特移。推功千部人事tll度 改革。探索拭行墳妓考核

tll度 ,格千部仄伍工姿待過有蘭位取責、工作立鏡相オ鹿 ,

以工作成数来衡量工姿高低,破除侍筑体制帯来的 “吃大鍋

仮" “千多千少一企祥"的局限弊端。探索机美事立単位各

炎工作人員取券与取象双井軌制度。仇化服券企立亦事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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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か快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奄1新政府科技管理釈能,逐

歩格IEA府 対企立技木砲1新 的投入方式特交力以普意性財税

政策力主,芦格貫御落実国家美子逃一歩状大研友費用か汁

わ除等普意性政策。茨革科技管理体制,建立依托寺立机杓

或第二方管理科研項目的机十1。 実施芦格的知沢声杖保伊tll

度,探索升晨知沢声枚 “三常合一"和 “三枚合一"改革。

仇化政府釆賄政策,拭行奄1新声品々服券近期釣定IEA府殉共

+1度。完善要素介格倒近奄1新机制,出 合奄1新型企立、研友

机杓等奄1新主体用地保障和合格仇意政策。

(四 )昔造国隊化市場化法治化菅商琢境。

1。主功対接自貿区.建立与片末自貿区的南沙、前海、

横琴三大片区的双向合作美系,承接南沙、前海、横琴三大

片区的声立、資本、技本的福射,尤其足対接南沙片区的航

近物流、特色金融、国昧商貿和高端tll造立,前海片区的金

融、現代物流、信息服券、科技服券等哉略性新米服券立以

及横琴片区的旅滋体困健康、商券金融服券、文化科教和高

新技木声立,提升肇仄国家自奄1区服券立水平,帯功肇仄国

家自奄1区笙済結型升象。か張対片末自貿区的奄1新政策研

究,力争在体制唸1新、投融資改革、市場監管、招商引姿、

声立定位等頷域学コ借基片末自貿区的先逃埜詮。

2。建立有国豚規ス1相道泣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常批tll

度改革,推逃 “江照分高"改革拭詮,升晨市場准入久面清

単寺1度 改革拭点。率先対接国昧高林准投資和貿易規只1体

系,カロ快信息公升、公平党争、枚益保伊等tll度砲1新 ,形成



一整套符合国昧慣例的奄1新型制度体系。仝面実行外資准入

前国民待Iitか 負面清単管理制度,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感部、

研友中′む等功能性机杓集衆。仝面実現社会主文市場埜済法

治化,完善廉政監管体制机制,か快定成公平公正安定有序

的一流法治区域。

十一、完善規刻実施机制,保障実現友展藍国

凝衆各方力量,不 断完善政策利机+1不境,奄1新 IEA府服

券,村立正碗友晨理念,鼓励先行先拭,大胆実践,完善規

支1実施保障机tll。

(一 )凝衆友晨合力。

1。か張俎奴領早。由市飯早牽共成立肇人市国家自主奄1

新示疱区建没頷早小俎,負 責決策、重大同題研究、規支1筑

等実施,定期向珠三角国家自主奄1新示疱区定浚飯早小俎涯

扱。建立肇仄高新区与各分国区、各去 (市、区)、 相美単

位共同参々的工作llT凋推逃机tll,結合央昧tll定各自具体定

没方案和措施,形成上下咲功、筑一高残的工作机制。市立

各部 11、 各_iF位皮完善相美配套政策措施,力 肇人国家自奄1

区的奄1新友晨提供支持。建立寺家各洵机制,釈板引入第二

方智岸参与肇仄国家自奄1区建没重点項目研究、重大決策各

洵。

2。を1新墳数管理机制。実行与其他区不同的、独立的考

核坪介机制,重点突出科技砲1新成果、高新技木企立孵化、

重大奄1新項目建浚、人オ引逃等飯域鏡数考核和責任追究,

弱化一般性工作的考核枚重。支持肇仄国家自奄1区拭行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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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管理キ1度 ,重 点業励在招商31資、科技奄1新等有突出貫

献的工作人員。

3。 自tll区建浚鏑入督査考核。根据省亦公斤印友 《片末

省奄1新駆功友晨工作考核実施亦法》,結合現有考核体系,

杵肇人国家自奄1区建没工作夕1入市委、市IEX府督査工作,毎

年対肇仄国家自奄1区各国区逃行督査考核,考核結果毎年羽ト

銘公布,作力肇仄国家自奄1区資金扶持和千部晋升的主要依

据。

(二 )か夫稔1新投入。

奄1新財政科技投入方式,完善科技金融ヌ隆分担机lll,

大力友晨以 “首投"力重点的奄1立投資、以 “首貸"力 重点

的科技信貸、以 “首保"力 重点的科技保陰。曰銃重点声立、

哉略性新米声立利班代服券立奄1新友晨需要,重 点支持声立

共性美鍵技木攻美,カロ張市科技重大寺項的支持力度,重点

整合扶持主早声立友展等各美寺項資金,没立市象奄1新駆功

友晨尋1早 資金。通辻強化市場配畳資源早向,提高財政資金

ヌ隆容忍度,檎功更片た的社会資金和金融資本増カロ対科技

奄1新的投入,菅造科技、金融、声立一体化的生恣不境,杓

定覆蓋科技奄J新仝従条的金融支禅体系。

(二 )掟升政府稔情 服券能力。

継象精筒行政常批事項,規疱行政申批曰永管理,芦格

控十1新没行政常批事項。仇化常llL流程,圧戒前畳常llL不 市,

推行井咲常llL,筒化跨晨奴、跨部11常批事項的亦理,推 ill_

実施行政常批林准化,建立銃一的行政申批信息管理服券平



台。推功埜済社会友晨′こ体規支1、 城市規支1、 土地オ1用 規支|

“多規合一"工作。道叶升晨 “一11式 "行政服券体系建浚。

(四 )カロ張規力1坪4t～功恣調整。

1。加張坪借汗介。定立道泣新常恣要求的政鏡坪介机tll。

完善規支1年度中期坪借tll度 ,栓査規支1落実情汎,分析規裁1

実施数果,及叶査伐同題、解決同趣。着重坪介本規女1中 提

出的釣束性指林,碗保釣東性指林落実。

2.強化助恣ilH整。建立健仝規丸1監淑1坪借十1度和功恣瀾

整机tll,対規支1重 点任券的執行情呪及妓果実施功恣監沢1均

J艮踪分析,科学坪介規支1実施数果,力本規支1的 功恣調整和

版dll実施提供依据。か張有《肇入市国民姪済和社会友晨“十

二五"規支1》 的衛接部署,カロ張均国家、省及我市其他埜沸

社会友晨規支1的 llT凋 。

3.加張社会監督。完善規支1実施的公A参均和民主監督

机tll,及叶公升規支1実施的相美信息。鼓励公A秋板参均規

支1的 実施和監督,提高片人民企的知情枚、監督杖。定期升

晨規支1実施情汎的坪借,及叶向社会公布本規支1実施情況利

重大交功情況,主功接受社会監督。逃一歩凝衆社会共沢,

形成会社会参与規支1実施的良好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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