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大连市

委、市政府决定启动 2020“网上海创

周”，以“两核、四化、三聚焦”为转型突

破口，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高

端化办会理念，聚焦人才、项目、资本，

以“人才回归、项目落地、助推发展”

为目标，不断创新办会模式，全力以

赴招揽拥有核心技术、能解决产业核

心问题的优质项目和资源，加快推动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面开创“云引才”
“云招商”“云签约”新模式

今年大连海创周将围绕新一代信

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重点

产业方向，主要面向美国、英国、德国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征集200个高质量

项目，筛选 100个高成长海归项目参与

路演评审，全年开展线上线下共计30余

场活动，包括 20 场项目路演、4 场项目

招商及10余场人才、技术、资本、市场对

接交流活动，为大连市筛选一批具有独

角兽、瞪羚基因企业，落地一批能快速

产业化的高成长项目，储备一批技术领

先、市场前景良好的优质海归创业项

目，全力服务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

2020“网上海创周”启动以来，通过

视频连线、网络直播及云共享等多种方

式与海外机构和学子“点对点、一对一”

对接，全面开启“云引才”“云招商”“云

签约”工作新模式。

3 月 10 日举办了“海外直通车”活

动，与硅谷、温哥华、东京等地学子“一

网同屏”，围绕人才回归、项目落地进行

“云”对接；4月15日，组织了温哥华7个

涵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领域的优质项

目进行线上路演；4 月 17 日，大连高新

区同微软中国、大连升索科技共同“云

签约”，聚力打造以“工业物联网”产业

为特色的国际加速器，为海外学子归国

创业提供更加高质、高效的孵化加速平

台；5月还将举办硅谷工作站专场项目

路演，积极推进各项引才引智工作。

定制“海创工程”政策
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为更好的引才、留才、用才，大连海

创周为海归学子量身定制“海创工程”

政策。截至目前已支持195位尖端学子

落地创业，累计拨付1.3亿元专项资金，

同时提供场地、公寓、工商注册代办及

融资贷款等全链条服务，助推一批具有

国际领先技术、填补国内市场空白的重

点项目快速落地发展。

2020“网上海创周”开展以来，针对

疫情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冲击，紧盯中

央和辽宁省、大连市关于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相关政策，大连高新区拿出

2400 万元“海创工程”专项资金支持

海归企业加快发展。为降低企业运营

成本，设立“一免两减半”及延缓租金

缴纳等政策，累计为中小企业减免租

金 1200 余万元。通过举办银企对接、

大小企业对接等活动，为中小企业搭

建融资贷款及市场合作渠道，帮助企

业共克时艰。

近期，针对参加线上路演并且初

步达成落户意向的海外项目，大连创

业园灵活施策、精准施策，对部分具

有国际或国内领先技术、市场前景广

阔、能快速落地产业化的项目给予提

前立项资格，精简评审流程，提高效

率，根据项目投入、业务开展等情况，直

接确定立项类别，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

无偿资金支持。同时拟于5月下旬召开

“海创工程”政策兑现大会，进一步提升

政策影响力、区域吸引力、双创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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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淄博高新区创新金融产品

和服务模式，集聚了政府、银行、保险、

企业等多元主体，构建出全方位、多层

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形成了破解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的金融赋能模式。

淄博高新区瞄准企业知识产权、人

才、市场前景等无形资产，创新金融产

品，不断降低企业融资门槛。

对企业的各类知识产权价值进行

专业审核和评估，形成企业“身价”，为

金融机构授信提供参考，切实将专利权

等无形资产转变为可抵押的有形资产，

实现知识产权与金融的结合。

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贷。企业只要入

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库，符合风险补偿

认定条件，即可由政府性融资担保平台

“融信担保”提供担保，获得高达1000万

元的贷款，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科研活动。

开展纯信用“人才贷”。对纳入市级以

上高层次人才，免抵押提供不超过200万

元的贷款。

为充分发挥“融信担保”政府性融

资担保平台的融资增信作用，淄博高新

区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大融信担保支持

中小企业融资力度实施意见》，在费率

补贴方面，按照贷款额的 1%/年收取担

保费，按照 0.5%/年对“融信担保”进行

担保费补贴，大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在风险分担方面，通过“国家融资担保

基金、省级再担保公司和地方融资担保

公司”三级风险分担机制，为企业进行

风险分担。

针对金融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

称问题，淄博高新区从应用信息化平

台、组建金融服务队、成立金融服务公

司、创新金融对接模式等方式破解这一

难题。

一方面，淄博高新区管委会设立淄

博高新区金融服务公司组建“金融服务

微信群”，随时发布、普及、解读各项金

融扶持政策和金融产品；另一方面，从

银行选派熟悉金融和企业管理工作的

专业人员担任金融辅导员，与企业开展

结对辅导。重点对接 2020年山东省重

大项目、新旧动能转换优选项目、“双招

双引”重点签约项目中涉及的优质企

业，为其提供政策解读、业务咨询、融资

策划等服务。

在对上争取方面，淄博高新区瞄准

山东省淄博市各项金融政策，积极组织

相关机构、企业申报，提高成功率。在

对内沟通方面，综合运用座谈会、论坛、

政策宣讲等活动为企业融资搭建沟通

桥梁，融洽银企关系。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综合管

理能力、提升工作效率，南宁新技术

创业者中心使用智能办公平台“钉

钉”加强内部管理和孵化服务，推行

数字化和智能化为办公赋能，全方位

提升沟通和协同效率。

2019 年起，在坚持使用“OA”系

统办理与上级单位、部门往来公文的

同时，南宁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启用

“钉钉”智能办公平台进行内部人事

管理、办文办会、审批审查等，有效改

善了传统的办公方式，实现了信息群

发送、收发必达、多端平台融合、审批

网络化等效果，除必须纸质、手签的

材料，基本已实现办公无纸化。中心

工作部署更加高效，信息流转更加快

捷，沟通交流更加紧密，内部管理更

加严明。

在使用的过程中，南宁新技术创

业者中心不断挖掘“钉钉”新功能，通

过梳理项目入孵及企业服务的审批

内容及流程，“入孵初审”“项目服

务”等个性化模块在今年相继上线，

将项目管理和孵化服务纳入“钉钉”

平台的综合管理内容中，使中心的创

业孵化和创新加速工作初步实现了

结构化、数字化和在线化，极大地提

高了审批事项运行效率。

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南宁新技术创业者中心中心员工

在日常工作中减少了面对面的交流，

智能办公平台发挥了优势，“智能填

表”、文档在线化协作实现多人同时

“在线编辑”，减少上传下载的次数及

流程等待时间，更进一步提升了工作

效率。

下一步，南宁新技术创业者中心

将坚持把使用智能办公平台作为日

常工作方式，逐步延伸至工作各个环

节，努力打造“沟通更畅、执行更快、

作风更实、效率更高”的现代化工作

队伍，为管理和服务加速。

海创周首次网上举办

大连创业园大手笔招揽海归英才
本报讯 近日，西安欧美同学会

（西安留学人员联谊会）与西安高新区

签署合作协议，欧美同学会全国第二

个及我国中西部首个“海归小镇”正式

进驻西安高新区。项目将以“人才引领、

创新驱动、产业聚集、生态宜居”为宗旨，

通过引进和培育国际化海归科技企业，

持续为园区注入产业发展新动能。

据了解，西安“海归小镇”将围绕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服务地方区

域经济转型升级。以国际化人才为

支撑，在西安打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为主导 ，融人才引进、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产品研发、金融服务、

双创服务、生活配套和国际人文交流

于一体的国际化、现代化、人性化的

新一代离散式产业小镇。

西安“海归小镇”将作为国际人

才、科技产业和创新要素的聚集区，

提供与高科技人才、高素质人群和高

水平企业相匹配的国际化、高标准、

高起点和高定位的配套设施。根据

项目总体规划，西安“海归小镇”分

为核心区、离岸区及拓展区三部分，

各部分将分阶段进行建设。其中，核

心区规划面积约 1000 亩，总投资约

100 亿 元 ，将 在 欧 美 同 学 会 的 支 持

下，充分争取中央、陕西省、西安市

各部门的产业支持，在西安信息技术

产业发展规划的框架内，更快速实现

全国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企业落

户西安，同时为高端人才提供宜居的

工作生活环境和创新创业的国际化

土壤。

西安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肖冰表示，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

(西安·信息技术)的建设，将成为国

际交流示范平台的重要空间化样板

展示基地。依托欧美同学会各类资

源，有效集聚优秀海外归国人员、各

国在华留学生，以及本土精英，争取

5 年内在“海归小镇”内建设多家专

业化科研机构、海归企业总部及不同

产业类型的“双创”孵化器、高端海

归公寓及人才高品质居住区，形成海

归创新要素集聚，创新能力领先、创

新体制机制健全，创新环境良好的开

放式的全球化协同创新报国示范基

地。

西安高新区投资合作委员会项

目经理袁雪峰表示，欧美同学会将通

过“海归小镇”项目为西安高新区吸引

更多国际化高端人才与企业，将进一

步加速信息技术产业聚集，为未来西

安高新区信息技术产业向万亿级迈进

提供助力。 张静攀

本报讯 近日，济南高新区科技

经济运行局完成了山东省首个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库网络平台建设任务，

并成功组织实施首批企业入库申

报。截至目前，入库培育企业达 430
家，在山东省各国家高新区高企培育

方面名列前茅。

今年以来，按照《山东省创新型

省份建设实施方案》中实施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计划要求，济南高新区科技

经济运行局坚持以培育促申报、以培

育促发展、以培育促创新的工作理

念，在山东省各国家高新区中率先启

动高企培育库网络平台建设项目，力

争做到上年度高企认定与本年度高

企培育无缝衔接，为助力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升级高企夯实基础。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济南高新区科技经济运

行局克服重重困难，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的基础上，有序高效推进高

企培育库建设项目招标，并同步开展

网络平台建设整体方案制定工作。

在顺利完成招标程序后，完成了高企

培育库网络平台规划设计、功能开

发、调试维护、上线运行等各关键环

节工作任务，保障了高企认定申报与

培育入库工作协同推进，创出高企培

育的高新速度。

2020 年 5 月 7 日，高企培育库网

络平台正式上线，首批次重点针对拟

于本年度首次申报认定高企的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开放入库，试运行首日

入库企业过百家，主要涉及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

领域，为科技部门和各专业园区统筹

企业资源、细化培训方案、加速培育

进程打下良好基础。

下一步，济南高新区科技经济运

行局将持续创新工作模式，营造一流

高企培育氛围，做好入库企业信息统

计汇总和分析研究，制定差异化、精准

化、高效化培育措施，充分利用各类线

上线下平台载体，提升科技部门在政策

宣讲、培训辅导、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等

方面的服务水平，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重组等

方式获得核心知识产权牵线搭桥，加

快科研成果落地和产业化，强化高新

技术产品和服务在企业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的核心支持作用，为园区内企

业早日成长为“瞪羚企业”“独角兽企

业”贡献科技力量。 孙菡含

中西部首个“海归小镇”
进驻西安高新区

济南高新区建成山东省首个
高企培育库网络平台

南宁新技术创业者中心
积极推行数字化智能化办公方式

图片来源：大连创业园

创新金融服务机制
淄博高新区为科创企业发展赋能

▶ 王敏敏 常晓月

本报讯 1.93 亿元上级财政就业

补助资金，用于职业培训补贴、岗位补

贴；7.79亿元应急稳岗补贴，惠及521家

企业 8.4 万名职工……今年以来，河南

省洛阳市积极落实中央、河南省关于稳

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坚持实施就业

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不

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支持企业稳定

岗位，促进就业创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保居民就业”

是“六保”之首。今年以来，洛阳市财

政大力筹措就业专项资金，突出重

点、全面施策。争取上级财政就业补

助资金 1.93 亿元，用于职业培训补

贴、岗位补贴及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

设补助支出，同时把高校毕业生、农

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作为重中之重，

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度和覆盖面，加

大对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力度。对春

节期间生产、配送防控物资的企业，

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发挥失业保险调节作用，助力企

业稳定岗位。洛阳市对受贸易摩擦、

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疫情影响暂时性

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企业，发

放应急稳岗返还补贴。截至目前，洛

阳市共申请一般稳岗补贴企业 1694
家，申报金额 4998 万元，惠及 6.9 万名

职 工 ；申 请 应 急 稳 岗 补 贴 企 业 521
家，申报金额 7.79 亿元，可惠及 8.4 万

名职工。在资金用途上，各项补贴资

金优先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

保险费、转岗培训等，切实降低实体

经济负担。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提高劳

动者就业创业能力。今年以来，洛阳

市设立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

3.14 亿元，支持企业开展职工技能提

升和转岗转业培训、就业重点群体职

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实施贫困劳

动 力 和贫困家庭子女技能扶贫行动

等。同时，将“互联网+创业”培训纳入

职业培训补贴范围，进一步加大职业培

训补贴支持力度。截至目前，今年洛阳

市创业培训达4100人次。

加大企业用工补贴力度，降低企业

用工成本。对 2019年度住宿餐饮业缴

纳税收 100万元以上、批发零售业缴纳

税收200万元以上的服务业企业，市、县

财政给予一定用工补贴。其中，参保职

工 100人以下的按实际用工人数补贴，

参保职工100人以上的按100人进行补

贴，标准为每人每月300元，自2020年2
月起连续补贴 3个月。据了解，洛阳市

符合条件的企业最高可享受到 9 万元

补贴。

洛阳市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多措并举促进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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