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牢攻坚“云梯”
——我市发布系列科技创新攻坚方案观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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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全市主营业务收入 2 亿元以上科技创新型企业从
2017 年的 38户发展到 100户，国家高新技术有效企业从 2017 年的
52户发展到 100户；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提高到 800亿元以上，占规上工业总产
值比重提高到 35%以上，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到
50%以上；

全社会研发投入（R＆D）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提高到
2.0%；

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实现翻一番，分别达到 634 件和

151件；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从 2017 年的 1户提高到 2户、国家企业重点
实验室从0户提高到2户。

国、省企业研发平台从2017年的42户提高到70户以上；

7
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从 2017 年的 8个、5.06 万平方米提

高到 35个、30万平方米以上，在孵企业从 2017年 300户提高到

500户。

“24 天的封闭式研发，清华专
家团队与华泰电气在储能变流器
PCS 技 术 攻 坚 上 取 得 了 显 著 成
效。”6月底，储能变流器 PCS 项目
研发活动结束，华泰电气董事长谢
伟分享了研发成果：此次针对储能
变流器PCS的研发，将开发出家庭
级、商业级、工业级、电站级等系列
储能变流器产品，可实现并、离网
运行，具有黑启动、防孤岛保护、无
缝切换等系列特殊功能。

华泰电气的新技术研发，是我
市 科 技 创 新 领 域 的 一 次 生 动 实
践。今年 5月，市科技创新攻坚领
导小组印发了《遂宁市科技创新攻
坚战 2018 年度工作推进方案》，明
确全市将深入实施“创新提升行
动”，加强科技创新攻坚统筹协调，
促进科技投入水平全面提升，着力
抓好“百户企业培育、千亿园区建
设、万名人才集聚”工程，为“科技
创新攻坚战”吹响“集结号”。

为培育科技型企业提质增量，《方案》明确

了实施“百户企业培育工程”7 大重点任务，

即：建立全市创新型企业培育库、发展一批科

技创新引领型企业、培育一批高成长性“瞪羚”

企业、孵化一批“科技小巨人”企业、建立一批

科技创新优势企业、招引一批科技创新后备企

业、建设一批科技创新重点园区。

今年，我市将启动建立创新型企业培育

库，筛选创新基础好、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企业

为培育对象，实施分类、滚动、持续培养，对入库

企业重点倾斜支持，实现创新型企业动态管理。

我市还将加强创新型企业的分类培育。

其中，包括重点培育 7 户以上拥有核心自主知

识产权，创新能力强、行业引领性强的科技创

新引领企业；将联恺照明、志超科技、英创力电

子、大英聚能、上特科技等 22 户成长性好、创

新活力强，发展速度快，具有跳跃式发展态势

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为瞪羚企业；将之江高

新、立讯精密、飞亚动力等 15 户科技创新能力

强、市场占有率高、行业竞争优势突出、质量效

益优，极具发展潜力与培育价值的科技型骨干

企业培育为“科技小巨人企业”；将明泰电子、

普力汽车电子、华能机械、森帝汽配、王力安防

等 28 户以科技成果产业化、技术咨询、高技术

研发、科技服务为主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为

科技创新优势企业。

在加强分类培育之外，我市还将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加快引进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

的科技创新后备企业，不断充实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库。

以科技创新推动园区转型升级，我市积极

建设一批科技创新重点园区。力争到 2020 年，

遂宁经开区建设成为“千亿园区”，西部物流港力

争创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射洪县经开区

力争创建为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推进“园中园”

科技创新，将西合园、欧美产业园、创维产业园等

专业园区建设成为科技创新主导型园区。

《遂宁市科技创新攻坚战“百户企业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18—2020年）》印发

聚焦7大重点任务 落实5项政策措施
到 2020年 力争全市主营业务收入 2亿元以上科创型企业达 100户

4 月 8 日，船山区创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确定了中

国西部现代物流港 2020 年成功创建国家级高新

区的目标，并制定了物流港科技创新攻坚战“千

亿园区建设工程”2018年度工作推进方案。

与此同时，《遂宁市科技创新攻坚战 2018
年度工作推进方案》明确了各县（区）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20%以上

的发展目标。

为园区注入创新动能，今年我市将促进遂

宁经开区创新发展，通过实施“创新提升”“招

大引强”“量质双优”“改革开放”和“环境优

化”五大工程，园区营业收入达到 1000 亿元，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 200 亿元。河东新

区将引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研服务机构

到科教园区举办或共建分校（院）区，设立科研

分支机构和服务站点 1-2 个。

射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将启动核心区双

创中心、研发基地、农业物联网、科技成果展

示、科技培训等平台建设，全年建成研发创新

平台 2 个，引进新品种２个，推广新技术５项，

实现总产值 35 亿元，新增入园企业４家以上。

在安居区，将依托富集天然气、盐卤资源

优势，发展天然气精细化工和化工新材料产业

园区；同时支持安居区以整机产品、关键零部

件与功能模块为重点，发展四川江淮汽车、汽

车零部件和环保机械集群，建设机电装备制造

基地。

为满足产业发展对创新型人才需求，今年

我市还将深入实施“万名人才集聚工程”，大力

实施遂州英才组团招聘行动。全年引进急需

紧缺专业硕博高学历人才 100 名以上、本科以

上学历专业人才 3500 名以上。

（肖力 全媒体记者 杨月梅）

6 月 21—24 日，在重庆举行的“第十三届

中国重庆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暨第九届中国

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上，英创力的“散热

型高频高速混合集成印制电路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及产业化”、石墨烯产业技术研究院的“高

纯石墨烯项目“、华能的“ZNdp 系列齿辊式粒料

破碎机”等项目及展品因行业技术领先、科技

含量高的特点，在整个展场中仍难掩风采。

科技创新，企业是主体。如何培育创新

主体量质齐增，是今年我市“科技创新攻坚

战”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年，我市将继续推动

企业培优做强，重点培育天齐锂业、沱牌舍得

等企业成为科技创新引领型企业；培育英创

力电子、美丰化工等企业成为瞪羚企业；培育

齐全农牧、隆鑫科技等企业成为科技小巨人

企业；培育华能机械、珠峰药业等企业成为科

技创新优势企业。重点支持英创力电子、四

川纵横、四维环保等企业建立现代化运营管

理制度，加快上市培育。力争全年上市资源

储备库企业达到 10 家，新增主板、创业板、新

三板上市企业 3 家。

为推动全市科技创新，扶持新型研发机

构是必要措施。今年我市将支持天齐锂业锂

资源与锂材料重点实验室创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支持中国科学院大学医疗健康大数据遂

宁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安居杂

交构树组培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四川菌绿光学农业研究中心示范基地建

设；支持英创力电子创建省级重点实验室；推

进电子科技大学遂宁经开区电子信息产业技

术研究院、清华大学华泰能源互联网能源路

由研发中心、遂宁市军民融合产业技术研究

院、沱牌生态酿酒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

日前，全市兑现了 2018 年第一批专利资助

资助金 31.7 万 元 。 自 专 利 资 助 政 策 实 施 以

来，极大地调动了我市科技型企业、创新团

队和创业者的创新积极性，也激励着科技服

务机构提供创新服务的主动性。

财政“小资金”激发创新“大活力”。今

年，我市将继续加大财政投入，本年度全市

研究开发投入力争达到 15.05 亿元，占 GDP 比

重达到 1.25%。激励企业研发投入，以统计、税

务部门核定的数额为依据，市财政每年对企业实

际研发投入予以后补助。

实施科 技 创 新 攻 坚 重 大 专 项 ，制 订《遂

宁市市级科技创新攻坚重大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重点支持具有重大产业化前景

的关键技术或新产品研究开发。推动高新

技术产业基金建设，推动设立高新技术产业

有关专项基金，推动与清华启迪控股、中国

科学院创投等共建创投基金、科技成果转化

基金。

科技信贷助力科技创新是 2018 年加大创

新投入的重要途径。今年，我市将支持中国

银行遂宁分行发放“科创贷”6000 万元以上；

支持遂宁农商银行建立“双创”信贷体系，开

通“创贷快车”服务站点 10 个以上，发放“助

创贷款”5000 万元以上；支持邮储银行遂宁

分行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贷款业务。

培育创新动能 助推“科创”升级
力争今年全市研究开发投入达到 15.05亿元

培育创新主体 释放研发动力

力争全年上市资源储备库企业达到 10家

财政“小资金”激发创新“大活力”

力争全年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 1.25%

扶持特色产业 注入创新动能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 20%

日前，从省经信委传来消息：我市之江高新被认定为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而在
6月初，由市科技创新攻坚领导小组印发的《遂宁市科技创新攻坚战“百户企业培育工
程”实施方案（2018—2020年）》（以下简称《方案》中明确，将之江高新等15户科技型骨
干企业培育为“科技小巨人企业”。根据《方案》，未来三年，我市将深入实施“百户企业
培育工程”，聚焦 7大重点任务，落实 5项政策措施，力争到 2020年，全市主营业务收入
2亿元以上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到100户，国家高新技术有效企业发展到100户。

近日，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根据市政府

要求，我市将在不久后向企业兑现 2017 年工业

发展奖励，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如今，加

大创新投入，依靠新技术、新产品抢占市场已

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

为持续引导各类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

我市将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优惠政策》《遂宁市加快发展制造业实现工

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若干政策》等扶持政策

措施，继续采取奖补措施高强度研发投入企

业，引导各类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

在支持产学研结合新型研发机构方面，我

市将继续落实《遂宁市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

的若干意见》，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

创建新型研发机构，及时兑现促进新型研发机

构的各类奖补政策。

支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专业人员牵

头建立科技服务机构。积极开展“遂创荟”活

动，为引进有研发能力及核心专利的高技术企

业和创新创业人才搭建平台。重点支持建设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科技企业孵化投资平

台、军民融合服务平台。实施科技企业孵化器

“跃升”计划，引导全市孵化器向专业化、特色

化、市场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科技＋金融”方面，我市将制定实施《遂

宁高新技术产业创投引导基金管理办法》《遂

宁市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专利权质押融资试点方

案》，积极培育科技投融资服务体系。开展专利

权质押融资试点。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创投引导

基金。增强“科创贷”产品服务功能。发展互联

网金融、股权众筹等融资平台，创新开发金融产

品。

针对企业对创新人才求贤若渴的现状，我

市将深入贯彻《遂宁市深入推进人才强市战略

的十条措施》，在“遂州英才”招揽行动等各类

重大人才工程和政策实施中，支持企业引进高

层次专业人才，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推行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

等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有效方式，对于服务企

业贡献突出的科技人员，采取优先晋升职务职

称等奖励措施。广泛开展群众性技术创新活

动，对有突出贡献的职工优先晋升技术技能等

级。 （肖力 全媒体记者 杨月梅）

7大重点任务
培育“科创型”企业提质增量

5项政策护航
助力“科创型”企业发展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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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创新无限，攻坚正酣！作为今年全市三大攻坚战之一的科技创新攻坚战正如火如荼地推进。日前，我市相继出台《遂宁市科技创新攻坚战
2018年度工作推进方案》《遂宁市科技创新攻坚战“百户企业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18—2020年）》《遂宁市科技创新攻坚战遂宁经开区“千亿园区建设
工程”实施方案（2018—2020年）》《遂宁市科技创新攻坚战“万名人才集聚工程”实施方案（2018—2020年）》四个方案，为全市各地、所有攻坚企业提供
了更明确的“攻坚地图”。即日起，本报将以两个整版的规模连续推出四个方案的解读报道，敬请垂注！

2018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R&D）经费支
出占地区GDP比重达到 1%；

市本级和各县（区）、市直园区财政科技投
入 只 增 不 减 。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达 到
45%；

专利申请量力争达到 2500件，发明专利
申请量增长 12%以上，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 1.5件；

新增省级以上研发机构 4个，启动企业国
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新增省级以上孵化平台 2个，在孵企业达
到 360家、孵化平台面积 25万平方米
以上；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达到 1.2亿元；

新增主板、创业板、新三板上市企业3 家。

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0 家，高新技术
产业总产值达到560 亿元；

国家体系评价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 100
家以上；

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营业收入突破
650 亿元，遂宁经开区营业收入达到

1000亿元。

引进国内外高层次、领军型人才 100名以
上，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人才3500名以上；

主 要 目 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