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南

本版图片摄影：于国伟

支持市场主体支持市场主体 营商环境越来越好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乌鲁木齐高新区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新市区））营商环境建设纪实之支持市场主体篇营商环境建设纪实之支持市场主体篇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乌

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出台优惠政策，

建立全方位融资保障体系，全方位发力

吸引人才，为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发

展保驾护航。特别是今年以来，面对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非常时期，乌鲁木齐高

新区（新市区）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围绕产业链、资金

链、供应链积极帮助解决相关企业增效

的难点断点问题，最大程度上帮助企业

减负，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

活力。

新疆乐贝尔贸易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新疆高新植物工厂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区科技园区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区生物医药孵化器实验室

位于北区工业园的高新人才大厦

新疆“政银保担企”合作示范签约会现场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丝路之星”国际人力资源产业园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企业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经济发展的主

体。广大企业的生产运营，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非常时期，当有非常

之策。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在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强化服务意识，主动做好

工作，千方百计解决企业面临的用工紧张、资金不

足、原材料短缺等难题，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力

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

民营、中小企业发展难在哪儿？追本溯源，

难在资金、难在人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利用增加补贴、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大力引进人

才等一套组合拳，支持辖区内市场主体的健康发

展，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出台优惠政策争取资金补贴
民营企业发展有后劲

今年以来，国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乌鲁

木齐市出台了一系列对冲疫情影响的惠企纾困

政策，特别是针对这次疫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出台了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等 19个方面 40条具

体措施。

为全面落实助企惠民政策，乌鲁木齐高新区

（新市区）制定印发了扶持性政策分工方案，明确

责任部门和责任领导，进一步压实责任，点对点

为企业提供政策落地服务，确保符合条件的市场

主体都能及时享受到优惠政策。主动靠前服务，

按照《关于开展辖区重点企业调研的通知》《乌鲁木

齐高新区（新市区）领导包联重点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安排》要求，积极走访调研重点企业，将助企惠民

政策宣传到位；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实际困难，指导

企业落实好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各项措施。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坚持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围绕产业链、资金

链、供应链积极帮助解决相关企业增效的难点断

点问题，最大程度帮助企业减负，最大限度地激

发和保护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切实做到“四个打

通”“十个搞好”，全力推进企业复产达效。截至9
月 13日，园区 8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除 5家

经营异常企业外均已复工；规模以上商贸流通企

业 517家，已复工 441家，复工率 85.3%；140个在

建建筑工地全面复工；11546户中小微企业已复

工 9904 户，复工率 85.78%；20889 户个体工商户

已复工19920户，复工率95.36%。

测量体温、洗手消毒、相隔1.5米以上逐个走

进车间……9 月 2 日，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

区）工业园区的新疆升晟股份有限公司变压器总

装配生产车间，戴着口罩、做好各项防护的工人

们正在加紧赶制订单。

正在生产的是18台大容量电石炉变压器，产

品即将下线，这两天产品在实验中心进行检验试

验完成后，即将发往内地。受疫情影响，企业遇

到了原材料短缺、物流不畅、资金紧张等困难，在

各部门的帮助下，企业快速恢复生产。

与此同时，口罩、防护服、呼吸机、额温枪、熔

喷布、无纺布生产企业也拿到了财政贴息补助。

新疆乐贝尔贸易有限公司是今年春节期间

新疆第一家恢复生产口罩、隔离衣的防护物资生

产企业。该公司董事长张洁说，企业扩大生产，

资金压力一直是难题。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

区）的帮助下，目前，他们已拿到 5月至 7月的财

政贴息，节省下来的钱，主要用来购买原材料，抢

抓生产力，力争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纺织服装企业和医疗防护用品生产企业流

动资金贷款贴息政策延期，给企业进一步发展带

来利好。受访企业表示，目前，在诸多不利因素

影响下，企业发展面临压力，贷款贴息补助资金

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动力，让企业发展更具信心。

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新购生产设备，

企业所得税税前可一次性扣除、可按月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税务局认真落实扶持

性惠企政策，实现全流程无缝对接，确保纳税人

申请退税极速到账。

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今年公

司的贷款利率下调后，一年能减少 200万元左右

的成本。”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姜大军介绍，在获

得税收优惠政策红利的同时，企业积极想办法拓

销路，在内地市场的销售额每年实现增速 25%以

上，年销售额增长1亿元，预计今年公司全年销售

额将超过7亿元，实现净利润7000多万元。

按照惠企政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

企业可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

税增量留抵税额。

新疆高新植物工厂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可选择按月申

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节约的这笔

税款，用于占地12万平方米的二期项目和新的技

术研发。”该公司副总经理马志桥说，目前正在进

行新一轮种植，10月收获后将及时推向市场。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税务局总经济师

陈嘉宁介绍，辖区共有182家高新技术企业，为帮

助企业恢复市场活力和生产动力，税务局积极落

实退税、免征等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让企业有更

多资金支持用于研发，发展更加稳定。

强化金融服务体系
小微企业融资不再难

“今年没怎么费周折就用设备作为抵押陆续

拿到了2000万元融资款，贷款到手时间比原来短

了很多，解决了公司资金回笼前的难题，没耽误

生产。”说起这些年的融资经历，新疆紫晶光电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韦建面带喜悦。

不只韦建，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还有近

百位民营企业家有着相似的感受：融资门槛降低

了。而这得益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2019
年 3月以来实施的“政银保担企”联动机制，由新

疆银保监局和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府搭

台，政府、银行、保险、担保机构以及企业联袂唱

戏，既缓解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也有效提升了银行保险机构金融服务的质量和

效益，激发了金融机构业务开展的积极性。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制约民营企业和小微

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但到底难在哪儿？新疆华

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嘉林一句“跑银

行”道出了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说

融资难，倒不如说担保难，银行的抵押担保条件

是硬杠杠，只有房屋、地产可以作为抵押，还要打

五折，比如你有100万元的资产，那只能给你贷50
万元。”

“作为科技型企业，房屋、地产有限，导致我

们融资非常难。任何一家企业都有缺钱的时候，

你的股权、设备，包括在本地经营 20多年积攒下

来的信誉，在银行那里都是免谈。”武嘉林说。

面对难题，2019年3月19日，新疆“政银保担

企”合作示范签约会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举行，9 家金融机构与合作企业签订了融资协

议。截至目前，已有 27家金融机构通过“政银保

担企”平台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近 200家

企业达成了204.3亿元授信意向。

签约会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金融工

作办公室就通过多种渠道发放了调研表，收集民

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共收到 70多家企业、80多个

项目涉及近百亿元的融资需求。之后，组织了为

期一天半的银企对接会，参会的银行组建了“三

级联动”服务团队，信贷前中后台共同配合，“很

多程序性、政策性的问题，有专家团队来保障和

支持，提高了服务效率和专业性，为企业节省了

很多时间。”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委办财经

科副科长、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金融服务中

心负责人程孟勇说。

“作为科技型企业，我没有那么多房产，但是

我有设备，值几个亿。”韦建用设备作为担保，通

过高新技术融资担保公司增信，拿到了2000万元

贷款，从而撬动了 6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公司的

运行没有因为资金未按时回笼受到影响。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是由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府出资成立的政府

性融资担保公司。民营企业的股权、机器设备、

专利权等都可以在这家担保公司作为抵押，从而

在银行增信办理融资业务。

2019年 3月至今，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辖内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超百亿元，贷款利率也压

缩到了低点。一般情况下，企业贷款利率在 8%
左右，经过该担保公司增信拿到的贷款，利率基

本可以控制在5%以下。

“‘政银保担企’模式可以有效缓解民营企业

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后期我们会建立长效

机制，举办银企对接活动，还要对落实情况和效

果进行跟踪问效，为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

保驾护航。”程孟勇说，目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

市区）已建立全方位融资保障体系，加快实现“财

政引导基金+重点产业母基金+产业子基金”产业基

金群的设立和运营，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

全方位发力吸引人才
人才总量持续增长

从台湾到乌鲁木齐，地图直线距离将近5000
公里。四年前，新疆紫晶川梭高新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世泽，从台湾来到乌鲁木齐高新区

（新市区），将创业基地安置在了这里。说起这一

选择，张世泽坦言是被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一系列人才政策所吸引。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

区)把人才建设视为重中之重，正以青春的姿态吸

引着无数年轻的面庞。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区委组织部设立了

专门负责人才工作的人才科，科长张晓洁常年奔

波于东西部城市之间，为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

区)的人才引进尽心尽力。“2011 年以来，园区内

的人才总量持续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目前，已

经累计引进各级各类高层次人才 306名，主要分

布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及现代

服务业等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重点创新型产

业集群”。而引进人才的专业分布方面也呈现出

了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兴科技型电子信息、环保应

用、生物医药等方面转变的趋势，人才层级结构

也从基础的科研技术型人才，向带领团队创新型

的高层次人才转变，工作领域也由全职型向柔性

流动转变。

“高层次创业人才、高素质创新人才、高水平

管理人才、高技能实用人才”四种人才是乌鲁木

齐高新区(新市区)瞄准的目标。在南京留交会、

大连海创周、广州海交会等全国性人才交流活动

上，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都是常客，累计与

408名专家、海外归国人才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

人才政策，历来都是人才发展必不可少的支

持。在《“十百千”人才工程暂行办法》等政策的

影响下，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累计评选“十百

千”人才 230 名，其中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专家

“十”类人才8名，青年专家、博士后和海外归国留

学创业人员“百”类人才47名，紧缺高技能“千”类

人才175名，其中入选国家重点人才工程4名、自

治区“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86名。在此基础上，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围绕打造重点产业集群

的现实需要，研究制定了颇具地方特色的五条

“人才新政”，包括“天山火炬”科技领军人才引进

工程、“天山火炬”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引进工程、

企业人才培养培育实施办法、“双创之星”奖励办

法、“天池工匠”实用人才评选实施办法，从引进

行业领军人才、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培育企业现

有人才、评选“双创”优秀人才、奖励新型实用人

才等方面为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筑巢引凤。

一个符合乌鲁木齐本地需求的覆盖面广、针对性

强的人才政策体系，已逐渐体现出其为发展“保

驾护航”的强大功能。

2011年，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被确定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也成

为全疆三大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之一。在之

后的 8 年里，乌鲁木齐高新区 (新市区)将每年

税收收入的 1%作为人才专项经费，倾情投入

在青年人身上，在人才引进、培养、服务、激励四

个方面发力。

近年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大力实施

“十百千”人才、“天山火炬之星”、科技领军人才

等青年人才引育工程，建设了高新人才大厦、“丝

路之星”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等41家创新创

业服务载体，以及 21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家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此外免费办公场地和高端

人才公寓等14条人才优惠政策，吸引了不少经营

管理专家、博士后、海外归国留学创业人员及紧

缺高技能青年人才。目前，园区已累计兑现人才

奖励及配套支持资金2697.5万元，有力激发了青

年人才创新创业、建设新区的激情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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