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
潮工信 E⒛ 19〕 188号

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申报 ⒛⒛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
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 目库有关事项调整的通知
各县 (区

凤泉湖高新 区工信主管部门,市 直有关企业
根据《广东省工业和信 `息 化厅关于组织 ⒛20年 省级促进经济高
)、

:

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 目入选项 目库的通知 X以 下简称
《通知 》)文 件精神 ,对 ⒛2O年 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
技术改造资金项 目库 申报事项进行调整 ,潮 州市 ⒛⒛ 年省级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 改造资金项 目库 申报 工作 以本通知为
准 ,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

-、 扶持范围和方向

主要支持在潮州市内登记注册且在潮州生产经营、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 ,诚 信经营、依法纳税的工业企业 (包 括民营企业、国有企业、
中央驻粤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 ),实 施提质增效、

智能化改造、设各更新和绿色发展等符合国家和省产 业政策并 已取
得技术改造投资项 目各案证 的项 目;不 得支持淘汰类和落后产能、
“
过剩产能类项 目 (企 业 ),项 目申报时环保信用评价为 环保不 良企
“
”
”
“
业 以及 信用 中国 网站受惩戒黑名单企业不予支持。 围绕 巩
”
固、增强、提升、畅通 八 字方针 ,对 全产 业链的关键环节和缺失
环节相关技术改造项 目进行强链补链。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集群及
其产业链、供应链企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关键技术改造项 目,以 及苏
区老 区、民族地 区和民爆安全生产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项 目
推动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技术改造 ,促
,

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 、支持方式
省级财政资金支持企业技术 改造项 目采取事后奖补、贷款贴`憝
和股权投资等三种支持方式 ,优 先采用设各奖励方式 ,设 各奖励安
排后的剩余资金额度用于贷款贴`惑 和股权投资。同一项 目只能选择
一种方式进行 申报。申报专题方向按照 《通知》附件 1内 容执行。
三 、工作程序
(一 )各 县 (区

)、

凤泉湖高新 区工信 主管部 门组织辖 区内项 目

库的申报工作 ,积 极发动并指导企业如 实填写并提交 申请报告及项

目申请表等相关材料 ,项 目申请单位应按照本通知和省厅 《通知 》
等文件有关要求认真编写申报材料。
(二 )各 县 (区
凤泉湖高新 区工信主管部 门按本通知要求对
)、

项 目单位提交的材料完整性、符合性、真实性进行审查 ,在 项 目申
报资料要件的复印件 中逐 页注明与原件的核实情况 ,并 加盖各县
(区

)、

凤泉湖高新 区工信主管部 门公章 ;在 申报资料中要件审查表

(附 件 4)、 项 目申请表 (附 件 3)、 项 目汇丿
总表 (附 件 6)和 申请承
诺书 (附 件 5)中 加盖各县 (区 )、 开发 区管委会 工信主管部 门公章
,

择优推荐。对项 目的完整性、真实性、符合性负责 ,对 项 目后续跟
踪、监督管理 、绩效评价、政府审计等负责 。
(三 )各 县 (区

)、

凤泉湖高新 区工信主管部 门请于 ⒛19年 10

月 16日 前 正 式行文 (附 项 目汇`总 表 、要件审查表 )连 同项 目申报材
项 目审核意见和承诺 函报送我局(纸 质一式五份及 电子版光盘 );
料、
市直企业直接报送市工信局。
(四 )市 工信局将 组 织专家对各县 (区

)、

开发 区工信 主管部 门

推荐上报的项 目进行评审、公示后 (不 公 示扶持额度 ),对 符合条件
的技术改造项 目进行 竞争性评审 ,遴 选科技含量高、生产 工 艺先进
的项 目给 予支持 ,战 略性新兴产 业和先进制造 业 以及强链补链项 目
优先入库。同时 ,按 省财政厅通知要求上线填报。对 无法按时按要
求上报项 目的地 市 ,⒛ ⒛ 年预算编制时省财政将不予安排。
四、其他事项
(一 )项 目申报单位不属 已获得省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扶持但
“
未按规定完工验收的企业和项 目申报时环保信用评价为 环保不 良
”
”
“
企业 以及 信用 中国 网站受惩戒黑名单企业。(该 项 由项 目推荐
单位核实后 出具 证 明材料 ,作 为要件材料 )
(二 )近 5年 来 申报单位在专项资金 管理、使用过程 中存在违
法违 纪行为、审计整改不到位 、拒绝接受管理检查等情况的,在 专
项审计、绩效评价 、监督检查等方面出现过较为严 重的违法违规情
况不得 申报 ,同 一项 目不得重复 申报 ,多 头 申报。
(三

)入 库后的项 目材料原则上不再进行修改补充 。

(四 )各 县 (区

)、

开发 区经工信 主管部 门需加强对项 目资料的

审核 ,严 格把关 ,对 申报材料进行核实,对 要件材料进行审核 ,注 明
核实情况 ,并 加盖公 章。
(五 )对 入 库的项 目将进行竞争性评审 ,对 遴选科技含 量高、
生产 工艺先进 的项 目给予支持 ,战 略性新兴产 业和先进制造 业以及
强链补链项 目优先入库。事后奖补和贷款贴 `息 项 目没有通过完工评
价 的不得扶持。请各项 目单位在 申报材料 中着 重体现项 目的科技含
量高、生产 工 艺先进性及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先进制造 业 以及强链补
链情况 以及附上佐 证材料 ,项 目评审时将 以此作为重要的评分依据
之 一。

报设各更新和贷款贴息专题项 目,请 项 目单位参照 《广
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 目验收管理办
法》(粤 经信规字 〔⒛18〕 3号 )文 件要求 ,尽 快向属地工信主管部
(六 )申

门提交项 目完工评价 申请材料,各 县 (区 凤泉湖高新 区工信主管
部门对企业提交的完工评价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审核
出具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 ,最 迟于 9月 ∞ 日前向市工信局提交验收
)、

,

材料 (一 式五份和 电子版
(七 )《 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 申报 ⒛⒛ 年省级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 资金项 目库的通知》(潮 工信
)。

〔⒛19〕 1GS号 )与 本通知相冲突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 :1.⒛ 20年 广东省省级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
改造资金项 目库 申请报告封面

;

2.⒛ 20年 广东省省级促 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专项 企业技

术改造资金项 目库 申请材料编写要求

;

3.⒛ 20年 广东省省级促进经济 高质 量发展专项 资金企

业技术改造项 目申请表

;

4.⒛ 20年 广东省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

术改造资金股权投资项 目库要件审查表

;

5.⒛ 2O年 广东省省级促进经济 高质 量发展专项企业技

术改造资金项 目库 申请承诺书

;

6.⒛ 20年 广东省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 企业技

术改造资金项 目库汇总表
7.《

;

广东省工业和信`憝 化厅关于组织 2O20年 省级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 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 资金项 目入选项 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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