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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办〔2022〕35号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新乡市重点产业细分领域支持

政策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新乡市重点产业细分领域支持政策》已经 2022年 4月

13日市政府第 90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落实。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4月 22日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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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重点产业细分领域支持政策

为推进我市制造业企业开辟“新赛道”、构建“新业态”、创造

“新模式”，通过数字赋能、转型升级，推动新乡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条一体化、产业发展集群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和产业集群

生态化，实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如下支持政策。

一、支持装备产业协同配套、创新提升

（一）鼓励装备企业研发创新，产品入选年度河南省装备制

造业十大标志性高端装备的，对研发制造单位给予 50万元的一

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信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

府、管委会）

（二）加大汽车零部件企业扶持力度，对汽车零部件企业进

入整车供应体系，年实际直接配套金额首次超过 10亿元、15
亿元、30亿元的，按企业新增地方财政贡献 20%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进行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信局、财政局、税务局，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三）加大收获机械、打捆机械、青储机械、饲料机械、养

殖机械、植保机械、灌溉机械等农机产品的推广力度，落实好农

机补贴政策。（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政府、

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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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托新乡投资集团、国资集团等出资的政府投资基金，

引导社会资本投入起重机械、汽车及零部件、振动机械、农业机

械等产业重点延链、补链、强链项目，推动产业形成集聚发展态

势。（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工信局）

二、支持食品产业做大做强做优

（五）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对企业进入大型商超、连锁酒

店、餐饮企业供应体系的，年实际直接配套金额首次超过 5亿元、

10亿元、15亿元，按新增地方财政贡献 20%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进行奖励。对连锁加盟模式类企业自产自销的，年营业收入

首次超过 5亿元、10亿元、15亿元的，按企业新增地方财政

贡献 20%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进行奖励。（责任单位：市农业

农村局、工信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税务局，各县〔市、区〕

政府、管委会）

（六）创新营销模式。鼓励食品工业企业与供应链平台、电

商平台、直播机构等合作，拓展营销渠道。支持建立“供应链+
线下渠道+线上平台”的名特优食品展销平台。对首次年度网络

销售达 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按企业新增地方财政贡献 20%
最高不超过 10万元进行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工信局、

发改委、财政局、税务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七）鼓励企业扩大品牌影响力，积极申报各级政府质量奖，

申请认定中国驰名商标，注册国际商标、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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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局）

（八）推进食品标准化认证和诚信体系建设。引导和鼓励食

品企业开展 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有机食品认证、绿色食品认证、名特优新农

产品认证和建立 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认证。

推广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支持开展诚信管理体系评价，

对获得诚信管理体系认定的，一次性奖励 5万元。（责任单位：

市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工信局、财政局，各县〔市、区〕

政府、管委会）

三、支持轻纺工业延伸产业链条、提档升级

（九）支持莱赛尔绿色纤维等化纤产业链延伸。对产品使用

莱赛尔绿色纤维、再生纤维素长丝、氨纶作为原料的纺纱、制线、

织布、无纺布生产项目，持续投产达效一年后且当年相关原料采

购额达到 1000万元，企业地方财政贡献额首次达到 100万元、

200万元、500万元的，分别给予 20万元、40万元、100万

元一次性奖励，每上一个台阶奖励一次，实施晋档补差。（责任

单位：市工信局、财政局、税务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

会）

（十）支持印染企业绿色化、清洁化发展。对首次获得国家

工信部公告符合印染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15万元。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十一）推动产业发展集群化，支持家电产业园区建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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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冰箱、冰柜、空调、洗衣机、小家电、厨房电器等为主要产品

和家电用压缩机、电机、五金等核心零部件和配件产业链集群发

展的家电专业园区，园区内认定的主导产业年营业总收入首次突

破 100亿元、200亿元规模的，分别一次性奖励园区 100万元、

200万元。（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工信局、财政局，各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

（十二）鼓励发展现代家居配套产业生态。支持产业链龙头

企业定期组织产业上下游企业召开产销对接会，进一步密切家居

产业与五金、保温材料、电机、压缩机、包装材料与印务等配套

产业的合作关系。（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商务局，各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

（十三）推进智能家居、定制家居产品研发设计。支持企业

设立研发、设计机构，开发高端新型智能化、个性化定制产品。

对获得中国工业设计红星奖金奖、中国优秀工业设计金奖的家居

企业，每个奖项给予 5万元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十四）支持和引导现代家居企业加强工业互联网应用。支

持现代家居龙头企业加快智能网络化建设，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

新业态，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化延伸、个性化定制智能家居；优先

帮助企业争取服务型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等

领域试点示范或称号以及配套的奖补资金。（责任单位：市工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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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支持造纸企业绿色低碳、节水研发改造。加强绿色

环保和低碳节能节水技术研发推广应用，支持造纸企业对照《国

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目录》进行技术改造。（责

任单位：市工信局、水利局、生态环境局）

四、支持化工产业延链补链、做大做强

（十六）支持各化工园区以 30年为起点制定具有约束性的

中长期规划。支持各级政府采用 BOT+EPC模式，完善化工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模式。鼓励园区完善产业升级与退出机

制，对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产业政策规定的项目限

期完成整改，实现产业升级。（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应急局、

资源规划局、生态环境局、财政局、金融局、工信局，各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

（十七）支持化工企业搬迁入园，在用地、用能等要素保障

方面给予适当倾斜。（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应急局、资源规划

局、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十八）支持化工企业“一头多尾”产业链条延伸。支持心连

心集团回归 A股，以上市公司为核心打造大型上市化工集团，

整合区域内要素和财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支持优势集团增发

融资，对优质化工资源实施整合、收购和重组，壮大上市资产。

（责任单位：市金融局、发改委、工信局、财政局、资源规划局、

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十九）加大高分子材料、高性能添加剂等化工产品科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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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及产业化应用，项目投产达效后，企业地方财政贡献新增部分

首次达到 5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的，分别给予 10万元、

20万元、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每上一个台阶奖励一次，实

施晋档补差。（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场监管局、发改委、工

信局、财政局、税务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二十）支持先进技术和产品应用。对使用技术及生产产品

属于《石化化工行业鼓励推广应用的技术和产品目录》范围的，

优先支持申报各级项目、荣誉。（责任部门：市工信局、科技局、

发改委、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五、支持建材产业调整结构、绿色发展

（二十一）支持水泥行业结构调整。鼓励优势企业整合资源，

依法提高产业集中度。支持企业开展重大技术攻关，采用先进技

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水泥终端产品。鼓励无熟料直供水泥

企业转型，提升产能利用率。对成功列入河南省绿色建材生产综

合基地的水泥企业给予 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责任部门：市

工信局、科技局、发改委、资源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

市场监管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二十二）支持装配式建筑企业做大做强。鼓励企业积极与

央企、国企及国内大型企业合作发展，开辟绿色通道，支持重大

项目和重点企业建设，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确保项

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大力推广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体系，

在政府投资的人才公寓、公租房、共有产权房、医院、养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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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程项目中优先选择绿色建材产业链单位的优质产品技术，鼓

励其他房地产投资商选择应用，打造新乡特色的钢结构住宅体系

产业链、技术产品链、人才链、供应链、资金链，服务和助推我

市建筑工业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责任部门：市住建

局、商务局、发改委、工信局、财政局、人社局、卫健委，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

（二十三）支持推广绿色建材。对获得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的

企业，每项产品给予 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在政府采购工程中推

广应用绿色建材产品。支持企业加快新产品开发应用，填补省内

空白。支持建材行业规范发展，对符合建材行业规范条件并首次

列入国家工信部公告名单的企业给予1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责

任部门：市市场监管局、住建局、工信局、财政局、科技局，各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二十四）灵活运用风险补偿、贴息等引导性资金，大力吸

引社会资金进入，健全绿色信贷、碳质押等多元化的碳金融体系，

支持建材行业低碳示范项目、低碳技术的研究与推广。（责任部

门：市金融局、财政局、发改委，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六、支持生物与新医药产业跨越发展

（二十五）对在国内开展临床试验并在我市转化获批上市的

新药，根据药品类别予以支持。对 1类化学药、1类生物制品、

1类中药及天然药物取得药品批准文号，给予一次性 500万元

奖励；对第 2类化学药、2—3类生物制品、2类中药及天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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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取得药品批准文号，给予一次性 300万元奖励；对第 3—4
类化学药、3—6类中药及天然药物取得药品批准文号，给予一

次性 100万元奖励。（责任部门：市市场监管局、工信局、科技

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二十六）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每填补我市一项二类产品空白

并在我市投产的，给予 50万元奖励；每成功申请一个三类注册

证并在我市投产的，给予 100万元奖励。（责任部门：市市场监

管局、工信局、科技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二十七）对已有注册批件开展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补充

研究并取得的补充注册批件的，给予 50万元奖励。（责任部门：

市市场监管局、工信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二十八）鼓励中成药生产企业通过土地流转、成立中药材

种植合作社等方式建设符合 GAP标准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带动

农民种植增收，提高中药材种植质量，为中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局、工信局）

（二十九）支持 GLP（安全评价实验室）、CRO（研发外包

机构）、CMO（生产外包机构）、CDMO（研发生产外包机构）

等服务平台建设，平台建成后地方财政贡献新增部分首次达到

5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的，分别给予 10万元、20万元、

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责任部门：市科技局、工信局、市场

监管局、财政局、税务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七、支持锂电池、新型电池产业链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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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对正极材料等锂电产业链相关企业进入宁德时代、

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蜂巢能源供应体系，年实际直接

配套金额首次超过 1亿元、5亿元、10亿元的，按新增地方财

政贡献 20%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进行奖励。（责任单位：市工

信局、税务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三十一）充分发挥现有新能源产业基金作用，吸引带动社

会资本投入，扶持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建设。（责任单位：市财

政局、发改委、工信局）

（三十二）对全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新型电池及关键材

料产业化项目，项目投产达效后，企业地方财政贡献新增部分首

次达到 5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的，分别给予 10万元、

20万元、100万元的奖励，每上一个台阶奖励一次，实施晋档

补差。（责任单位：市工信局、税务局、财政局，各县〔市、区〕

政府、管委会）

（三十三）对锂电池、新型电池产品配套车企的新能源汽车

进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及《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一次性奖励电池生产企业 15万元。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八、支持传感器产业做大做强

（三十四）支持 6英寸及以上工艺MEMS中试平台运营。

平台建成后，按其运营费用（包括超净间维护费、平台设备维护

费、水电费等）的 50%连续三年给予补贴，每年最高不超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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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财政贡献的 20%，且补贴最高不超过 50万元。（责任单位：

市工信局、税务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三十五）支持智能传感器及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

软件算法、系统集成、专用材料、专用设备等相关企业做大做强。

对相关企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1亿元、3亿元、5亿元的企业，

按企业新增地方财政贡献 20%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进行奖励。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财政局、统计局、税务局，各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

（三十六）积极对接投资机构、基金公司，带动更多社会资

本投向集成电路及相关领域，促进资本招商和研发成果产业化，

推动我市集成电路产业加快发展。（责任单位：市金融局、财政

局、商务局、工信局、科技局）

九、支持基因产业前瞻布局

（三十七）对基因工程类药物产品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 10
亿元、30亿元、50亿元的，分别给予企业 100万元、300万

元、50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场监管局、科技

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十、推进氢能与储能产业产业化进程

（三十八）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建设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创新

中心、检验检测中心、技术标准中心、测试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

平台。对关键零部件和技术方面取得的创新成果转化，提供全程

跟踪服务。（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工信局、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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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发挥好总规模25亿元的新乡氢能专项基金作用，

加大氢燃料电池及关键材料产业化项目支持力度，做好供应链金

融服务，为企业提供订单融资服务。推进氢燃料电池电堆、膜电

极、质子交换膜、催化剂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投产达效后，企

业地方财政贡献新增部分首次达到 50万元、100万元、500
万元的，分别给予 10万元、20万元、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每上一个台阶奖励一次，实施晋档补差。（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财政局、税务局、金融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四十）对氢燃料电池电堆产品配套车企的新能源汽车进入

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及《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一次性奖励氢燃料电池电堆生产企业 15
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信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

管委会）

（四十一）积极谋划开通氢燃料电池公交、重卡示范线路，

规划布局加氢站，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拓展氢能应用场景。（责

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财政局、城管局、工信局、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十一、推动集群产业链高级化

（四十二）鼓励企业做大做强，评为省头雁企业，一次性奖

励 20万元。推动产业链条一体化，支持用户单位、整机企业、

链主企业定期发布产品配套需求及新产品开发信息，组织上下游

企业参与新产品、新技术开发，进行产业链协同配套与创新。（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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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单位：市工信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四十三）鼓励企业技改项目入库。对企业实施固定资产投

资 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并纳入统计部门技改项目库的，项目

完工退库后给予一次性奖励 2万元。（责任单位：市统计局、工

信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四十四）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支持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

对经省级认定的智能工厂、智能车间，分别给予 20万元、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信局、财政局，各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

（四十五）对首次获得国家能效、水效“领跑者”的企业，给

予 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信局、财政局，各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四十六）加强企业要素保障。加快推进新增工业用地“标
准地+承诺制”出让，简化、优化工业项目供地程序，实现企业“拿
地即开工”；进一步扩大电力直接交易市场主体范围，降低企业

用电成本；根据产业和企业特点，一厂一策制定环保政策，确保

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生产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产业重点支撑项目

环境容量指标实行计划单列；生态环境部门指导帮扶企业申报 A
级、B级企业和绩效引领性企业，推动更多企业在重污染天气应

急管控期间享受到政策红利。出台重点企业正面清单，将清单内

企业纳入水、电、煤、气、运等生产要素优先保供范围。（责任

单位：市资源规划局、发改委、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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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委会）

（四十七）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产研

合作。被国家、省认定为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的，给予

50万元、20万元一次性奖励；支持驻新高校、科研院所建设科

技成果信息发布和共享平台，加速科研成果尽快实现产业化，开

展相关科技成果登记或交易的，免收服务费用。（责任单位：市

工信局、财政局、科技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四十八）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加大调研力度，及时收集企

业融资诉求。将重点制造业项目列入金融机构重点支持范围，鼓

励开展股权、自主知识产权质押等信贷业务。深化政银企合作，

促进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支持企业通过股权、债券等融

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责任单位：市金融局、工信局）

（四十九）强化人才支撑。落实《牧野英才 2.0三年行动计

划》等相关政策，着力引进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高级技

师和技师，给予引进人才资金奖励，在购房补贴、医疗服务、子

女入学及配偶就业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支持校企合作，订单式

定向培养产业专业人才。（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教育局）

（五十）完善企业服务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立智慧

政策服务平台，提供精准政策服务。畅通企业诉求通道，依托“万
人助万企”活动，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和建议，及时解决企业生

产经营困难。积极组织企业家参加各类培训，助其开拓视野，增

强合作和市场意识。完善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为企业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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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提供“保姆式”“全生命周期”服务。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发改委，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本意见中所列各项支持政策，按财政体制分级承担。对同一

企业的同一项目，市级财政其他专项资金已支持的，原则上不再

重复支持；除“头雁”企业定额奖励项目外，同一企业原则上一个

申报年度内只能申请 1个财政资金支持项目。

该文件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执行，到 2024年 12月 31
日截止。



主办：市工信局 督办：市政府办六科

抄送：市委各部门，新乡军分区。

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4月 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