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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年初以来，青岛高新区不

断加大企业上市工作支持力度，按照

“储备一批、股改一批、辅导一批、上市

一批”的总体思路，积极引导企业从经

营资产向经营资本转变，多措并举加快

推进企业上市工作，推动企业上市工作

驶入“快车道”。

强化培训
提升企业上市能力

为在园区营造良好的上市氛围，青

岛高新区广泛宣传有关企业上市的最

新政策法规和发展动态，着重分享企业

利用上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成功经验，

加强企业高管人员的上市培训，引导企

业“想上市、会上市、能上市”。

作为国内海藻肥行业的知名企业，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注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及相应产品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该企业已着

手准备上市工作，上市成本高、瓶颈多、

时间长、审核严，上市进程中如何少走

弯路是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2020年10月，青岛高新区管委会

组织园区内有上市意向的企业到高测

股份学习交流成功上市的经验。通过

学习交流，我们受益颇深，也更加了解

到园区管委会对上市的大力支持，更坚

定了我们上市的决心。”青岛海大生物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柱岗说。

精准施策
助企攻坚克难

为全面优化企业上市服务，青岛高

新区通过建立“一企一账”、开展“一对

一”定向帮扶、深入企业走访调研等多

种方式实施企业上市精准服务。

据了解，位于青岛高新区的科捷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智慧物流和

智能制造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基于自

身核心技术支撑，近两年来在业务订单

及销售收入方面均处于翻倍增长阶

段。在预测能够满足上市条件的同时，

公司资金占压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

一道难题。

在了解这一基本情况后，青岛高新

区为辖区内有资金需求的拟上市企业

举办大型现场融资对接会，通过平台的

搭建解决企业面临的资金难题。

“从 2020年年初以来，青岛高新区

管委会通过搭建融资对接平台、优先满

足募投项目用地、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开

展制造业批发式融资合作试点等方式，

为我们在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并得到顺利解决，

极大增强了我们上市的信心。”科捷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龙进军说。

夯实后备力量
上市“梯队”显现

为进一步健全上市企业后备库，青

岛高新区深度挖掘上市后备资源，将具

有良好发展前景和上市潜力、竞争力

强、有境内外上市计划的企业，纳入园

区重点培育计划，通过提前介入、全程

服务，帮助企业尽早启动上市程序，形

成分层有序、梯次推进的工作格局。

青岛智腾科技有限公司作为 2020
年入选山东省科创板企业培育中心

一期的企业，参加了山东省科创板上

市企业 A 班培训并与国泰君安证券、

中伦律师事务所、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签订上市辅导协议，并开启科创板

上市征程。

“在公司的快速发展期，我们对

于资金的需求还是很大的。青岛高新

区点对点地帮我们进行了一些银企对

接，包括引入了交通银行、青岛银行、浦

发银行等银行机构，给我们综合授信了

5000 多万元。融资到位之后，我们也

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以及产线扩

容，使我们得以进一步快速发展。”青岛

智腾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芳说。

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梯

次推进，随着园区上市企业培育工作力

度的不断加强，2020 年 8 月 7 日，高测

股份成功登陆上交所科创板，成为青岛

高新区本土培育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随后，企业上市推进工作捷报频传。10
月 29日，在半岛科创论坛发布的“2020
青岛高企上市潜力10强榜单”中，青岛

高新区企业海大生物、科捷智能、易邦

生物上榜，企业上市培育成效再次凸

显；11月 2日、12月 28 日盘古智能、科

捷智能分别在青岛证监局进行辅导

备案登记；12 月 4 日，中科英泰收到

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青岛中科英

泰商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的通

知》，标志着该企业上市工作又迈出

了关键一步。

目前，青岛高新区已有康立泰药

业、创捷中云等处于上市培育阶段企业

30余家，瑞思德生物、鑫嘉星电子等处于

上市辅导阶段企业10余家，上市企业梯

队已初步形成。下一步，青岛高新区将

通过持续优化企业上市服务、不断加强

企业上市宣传培训、强化部门联动等途

径，推动企业上市工作再上新台阶。

▶ 尚萌萌 王沛沛

本报讯 近日从潍坊高新区经

发局传来消息，潍坊高新区的特钢集

团和华滋自动化 2家企业获批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雅士股份等 6 家企业获

批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获批数量均居

潍坊市第一。

“2020 年以来，我们不断加快企

业创新平台建设，全面完善科技创新

体系，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园区创新平台数量稳步提升。”潍

坊高新区经发局发改科副科长宗海

峰介绍。

企业技术中心是企业技术研究

和开发的核心机构，是提高企业技术

创 新 能 力 和 市 场 竞 争 力 的 有 效 平

台。目前，潍坊高新区已获批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3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8
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27个。

“获批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后，我

们将继续发挥自身技术创新主体作

用，不断健全技术创新机制，持续开

展产业技术研发、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技术标准体系建立以及创新人才

培养，进一步提升自身高质量发展水

平，更好地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华滋自动化董事长宋光辉说。

近年来，潍坊高新区坚持创新驱

动，出台多项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创新

投入、加强科技创新。其中，对新获

批的国家、省、市级创新平台分别给

予 100 万元、50 万元、10 万元资金奖

励。在此基础上，邀请专家对符合创

新平台申报条件的企业进行专门辅

导，并在申报前对材料进行严格初

审，进一步提升了申报成功率。“为进

一步壮大创新平台数量，我们还建立

了国家、省、市三级创新平台储备库，

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分别纳入库中，实

行动态管理，确保企业创新水平稳步

提升。”宗海峰介绍。 欣然

本报讯 “您好！请先扫健康

码 ……”“ 请 问 您 需 要 办 理 什 么 业

务？”2021年伊始，绵阳高新区政务服务

中心帮办代办服务正式上线，在绵阳高

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入口处，两名着装

统一的工作人员正在热情接待办事

群众。

据介绍，帮办代办服务上线后，工

作人员经过业务和礼仪培训，正式上

岗。需要服务的企业和群众，均可提出

帮办代办申请。申请人只需备齐相关

资料，便可交由代办人员全程办理。

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需要，

绵阳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实施一门

进出以及健康码准入制，安排帮办人

员引导群众扫码、测温，提供业务咨

询，解答相关问题，引导群众使用排

队叫号系统，对办事群众进行分流，

实现快办快走，防止人员聚集。

据悉，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服务型政府，

绵阳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正在开展

网上办事能力提升专项工作，近日将

开通网上排号业务，事项网办率将提

升至 90%。同时，进一步优化服务流

程，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关联事项，实

行并联审批和限时办结，为企业和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服务。 吴宏俊

机器轰鸣，数万平米车间内灯火通明；长长的流水线上，到处

是忙碌的身影。近日，在湖北和乐门业有限公司，到处呈现出一片

生机勃勃的景象。

“咸宁高新区投资环境非常好！我们在不断追加投资。”该公

司经理刘磊说，和乐门业正在积极推动配套产业落地，追加350亩

土地扩建扩产，预计2年内实现总部中心落户咸宁计划。

湖北和乐门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落户咸宁高新区。当时需要3
万平方米厂房，鉴于此，园区服务专班帮忙找到闲置厂房。不仅如此，

该公司还享受到“零审批”服务，先建后验，第二年3月就成功投产。

2020年年初，疫情给和乐门业发展造成诸多麻烦。咸宁高新

区“特派员”上门，帮助公司开辟绿色通道，开具通行证，公司很快

全面复工复产。后来又为公司“带货”拉订单,帮助销售上万樘

门。据悉，该公司在全国有4个生产基地，惟独在咸宁追加投资。

“我们人人都是‘店小二’，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服务。咸宁

高新区已成为扶持企业力度最大、优惠政策最多、投资成本最低、

行政审批最快的区域之一。”咸宁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易靖说。

近年来，咸宁高新区持续深化改革，推动“放管服”改革，先后

有武昌海关办事处、汉口北进出口服务平台落户园区；市级136项

行政审批权力、206项政务服务事项、1996项行政执法权力下放这

里；园区工业项目投资实行“零审批”、证照分离、先建后验、一窗受

理、一网通办……

咸宁高新区政务局局长朱明凤说,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咸宁高

新区创新推广服务企业“1+1+1+N”体系，实行“早茶汇”和干部“十联”

等服务机制，对项目从设立登记到开工建设涉及的问题协调、行政审

批、政策落实等事项提供一对一服务，当好企业的“店小二”。

2020年 6月，得知金士达医疗(咸宁)有限公司准备追加投资，

急需用地，咸宁高新区执法局会同横沟桥镇迅速协调……原本需

要 3个月的拆迁工程，一个月内全面完成。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胡红文表示：“咸宁高新区创造了拆迁纪录，真了不起！”

如今，一批世界 500强、中国行业 100强企业相继在咸宁高新

区安家落户，奥瑞金、南玻、金士达、智莱、和乐门业等企业陆续在

此增资扩产。截至目前，园区核心区已落户项目400余个,“满园工

程”稳步推进。

本报讯 近日，大连顺望科技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庄先生在大连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新

开办企业专区”，从大连高新区营商环境建设局

局长姚婉琳手中接过了一份“企业开办大礼

包”，内有营业执照、企业公章、财务专用章等全

套材料和设备，以及一整套企业开办暖心服务

手册，整个办理过程仅用了不到 2小时，且全程

免费。

据悉，这标志着大连高新区新开办企业服

务模式迈上新台阶，从“全程网办”“一窗通办”

升级为“半天办”“零成本”“全生命周期服务”，

新开办企业从以往的多环节压缩为2个环节，用

时从1天压缩至最快2小时办结。

据悉，大连高新区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

次”比率已达 100%。2021 年春节前，大连高新

区公共服务中心新大厅将全面启动，以“一门集

中服务”“十大功能分区”“一窗综合受理”“最多

一次办结”以及“智慧预约排号”“智慧咨询导

引”“智慧服务中台”“智慧审核审批”“智慧绩效

分析”“智慧证照存取”等高科技手段，为园区广

大群众和企业提供全面便利化、高度智慧化、深

度人性化、持续最优化的“四化”服务。

文·图/李晶影

本报讯 近日，广州市黄埔区、广

州开发区出台《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

发区关于深化工业项目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的若干措施》（简称“工业快批 10
条”），从完善项目规划协调机制、优化

土地出让方式、加快开工手续办理、优

化项目竣工验收流程、提升项目推进

服务效能五个方面提出10条具体改革

举措。

据介绍，“工业快批 10 条”在深入

挖掘和总结提升近年来广州开发区工

业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在广东省率

先推出联审、免审、零成本、即来即办

等措施，为工业建设项目“减时间、压

环节、简材料、降成本”。

“这次改革虽然只是涉及工业建

设项目审批改革，但改革的内容却不

少。”广州开发区营商环境改革局副局

长陈凯介绍，广州开发区从企业引进

开始，到建成投产所涉及到的项目规

划、土地出让、规划审批、施工许可、工

程验收等各个环节，围绕提速增效的

目标，对企业引进筹建全链条所有环

节进行优化改造。

“拿地即动工”“即来即办”“免费

联合测绘”“取消施工图审查”“环评审

批和排污许可证合并办理”“验登合

一”等政策亮点将为广州开发区工业

建设项目大大压缩项目审批时间，降

低筹建成本。以一个规模达 1万平方

米的项目为例，该区为企业提供的各

类免费技术服务预计将为企业减少 20

万-25万元的筹建成本。

施工许可不再要求开展施工图审

查，是此次改革的一大亮点。“工业快

批10条”提出，试行取消工业建设项目

施工图审查（甲乙类厂房项目除外），

各项行政许可均不得以施工图审查合

格文件作为前置条件。试行期间，广

州开发区行政审批部门采用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

构对设计文件进行 100%的检查，检查

存在问题的由建设单位及时整改，并

由广州开发区住建部门对勘察、设计

单位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政府不再为工程设计质量合格

背书，改为强调工程建设、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五方主体责任。”陈凯表示，

这项举措的主要意义在于厘清政府和

企业之间的责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从拿地到开工需要多长时间？以

往，根据不同项目估算，最快要3个月，

1年也属正常。如今在广州开发区，通

过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就能实现“拿

地即动工”。

此外，对于符合条件的社会投资

简易低风险项目审批，广州开发区在

广东省率先实现即来即办。据悉，该

区在广东省率先将简易低风险项目

“验登合一”模式推广到所有工业项

目，同步办理综合竣工验收和不动产

登记，可为首次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企

业最多节省9个工作日。不仅如此，该

区还通过同步受理市政、绿化等辅线

事项，提高审批效率。 钟飞兴

青岛高新区企业上市工作驶入“快车道”

潍坊高新区8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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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高新区新开办企业
最快2小时办结

广州开发区出台“工业快批10条”

本报讯 近日，淄博高新区行政

审批服务局为园区内新申请取水许

可的 11家单位和办理取水许可延续

的 31家单位集中推送了取水许可电

子证照，标志着淄博高新区取水许可

进入数字化电子证照时代。

取水许可电子证照是国务院确

定的首批推广应用的电子证照之一，

按照山东省水利厅相关文件要求，淄

博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积极对接

省、市相关部门，在采集审批印章电

子印模和发证机关信息，申领审批机

关电子印章的基础上，协调推进与电

子印章系统对接互通，具备了办理取

水许可电子证照的所有条件。至此，

淄博高新区取水单位均可通过互联

网进行网上申报，行政审批部门进行

审核、批准，然后生成电子证书，取水

单位通过系统自行下载打印，做到取

水许可申请、受理、审核、决定、发证

全流程在线办理，实现“数据多跑路、

企业不跑腿”。

不仅如此，淄博高新区还在食品

审批领域（生产、经营）全面实施了电

子许可证。

“我领取的是食品生产许可证，

我在申领纸质证照的同时领取了电

子证照。我感觉电子证照比较方便，

只需携带手机即可，并且电子许可证

方便查验真伪。”阿卡姆（山东）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李女士说。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快电

子证照的推广和应用，自 2020 年 12
月底，淄博高新区广大企业、群众可

在办理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业务的同

时一并下载电子食品许可证。电子

证照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的法律效

力，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可以在商务洽

谈、许可业务办理以及后期事中事后

监管中进行“电子亮证”，消费者也可

以通过“爱山东”APP 查验食品生产

经营者主体资质。

电子证照相比传统纸质证照，具

有便捷、安全、防伪的优势。“推广电

子证照应用，是推行‘全程网办’和

‘不见面审批’、优化服务流程的重

要环节，对推进‘一次办好’、提升

服务效能、增强企业群众办事获得

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一步，

淄博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将继

续做好电子证照的应用推广工作，

加强电子证照信息共享，助力营商

环境优化，更好服务园区高质量发

展。”淄博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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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高新区电子证照再扩面
42家单位集中领取取水许可电子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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