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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厦门市出台《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若干措施》），围绕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

环境、营造鼓励创新的经营环境、构建亲清关系的政商环境和完善工作机制六个方面出台 43 条

具体措施，倾心倾力助力民企发展。

关键词创新研发跃跃

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可获奖 500 万元

对经认定为省级技术中心

的，给予中心所在企业 100 万元

奖励；对经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的，按照“晋级补差”的原

则给予中心所在企业 500 万元奖

励。经国家发改委组织的运行评

价，评价结果为优良的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给予中心所在企业

30 万元奖励。被认定为国家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的，给予 500 万元

奖励。

“三高”民企承担关键技术攻关

最高可获 2000 万元财政补助

对“三高”民营企业承担本市

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示范项目，给予最高 2000 万元

财政补助；鼓励“三高”企业建设

重点实验室，经认定为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的，一次性无偿资助

1000 万元，经市科技局推荐上报

获得新认定的省级重点实验室无

偿资助 200 万元。“三高”企业在

厦建设市场化运作、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新型研发机构，经认定

后给予一次性 100 万元初创期建

设经费补助；经确认为重大研发

机构的，一次性补足至 500 万元。

民营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单项累计补助最高 1000 万元

鼓励企业增资扩产，对投资

额达 5 亿元以上的增资扩产项

目，视同新招商项目，可在设备补

助、经营奖励、资本金等方面予以

支持。对区(开发区)、指挥部新引

进或增资的符合产业发展导向且

投资额超过一定规模的项目，市

级财政给予前期工作经费奖励，

其中，投资额超过 10 亿元的项

目，实行奖励政策。对符合条件的

民营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按

年度给予超过设备投入 10%的补

助，单个项目累计补助最高 1000

万元。符合技改服务基金条件的

技术改造项目，可同步享受技改

服务基金支持。

关键词营商环境

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

加强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

护，建立健全全领域知识产权纠

纷示范判决和案例指导机制，探

索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解决

的工作机制，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

现代科技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

的运用。要切实保护企业家人身

和财产安全，严格区分罪与非罪

的界限。依法慎用人身强制措施

和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贯彻善

意文明执行理念。充分运用破产

重整制度，切实优化资源配置，

通过资产和业务的重组整合，帮

助企业再生。

落实党政领导干部与企业

家恳谈会制度，定期召开民营企

业家座谈会，专题听取企业家意

见和诉求。加大民营企业招商力

度，持续滚动更新投资机会清

单，细化深化招商地图，发挥好

招商“服务管家”和“宣传大使”

作用，打造“投资厦门”系列服

务品牌。围绕厦门重点发展产

业，开展“以商引商”。抓住产

业链龙头骨干企业，开展固链

补链强链，引进上下游相关的

项目。

关键词减税降费

小型微利企业: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切实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

费，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符合条件的小

型微利企业，对年应纳税所得

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

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

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

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

推动企业上市直接融资最高奖励 300 万元

对进入厦门证监局辅导备

案和证监会或交易所正式受

理的企业，分别给予 30 万元和

70 万元奖励；对上市融资并投

资在本市的企业，给予 25 万

-300 万元奖励；对异地“买壳”

“借壳”上市并迁回我市的企

业，给予 200 万 -300 万元奖

励；对新三板挂牌并交易的企

业，给予 30 万 -50 万元奖励；

鼓励企业在区域性股权交易

市场挂牌、展示、交易、信用评

级。

重点支持高技术高成长高

附加值(以下简称“三高”)民营

企业发债融资，鼓励支持“三

高”民营企业运用债券、基础设

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等方式融资。推动创设信用风

险缓释凭证，助力民营企业发

债融资。

关键词民生领域

养老:每张床位给予建设和运营补贴

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养老领

域，规划、推出高端养老项目用

地并加大招商力度，市财政对

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给予每张

床位 1 万元(租赁用房)或 2 万

元(自建用房)建设补贴及 2400

元 / 年的运营补贴，内设医疗机

构的给予最高 50 万元一次性医

疗设备补贴。

医疗:最高补助 500 万元

对民间资本开办的二级 (含

二级) 以上综合医院和中医、精

神、康复、护理等专科医疗机构，

以及三级专科医院(不含美容、整

形、口腔专科)提供运营补助(参照

公立医院标准，按其出院人次、急

诊人次给予运营补助)、新增床位

补助(对通过自建、购买等方式取

得业务用房的，按提供基本医疗

服务的床位，综合医院每张床

位 10 万元、专科医院每张床位

5 万元的标准)、医院等级补助

(三乙 250万元、三甲 500万元)、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补助 (西医类

别 500万元 /建设项目、中医类

别300万元 /建设项目、临床护

理类别 200 万元 / 建设项目)和

JCI认证奖励(500万元)。

教育:鼓励办优质民办学校

鼓励社会力量开办非义务

教育的优质民办学校，落实民

办学校用地、税费、补贴等优惠

政策，鼓励民办学校在设计建

设中充分利用、开发地下室空

间，用于停车场、厨房、洗衣房

等生活服务用房。

（《厦门日报》）

感党恩·跟党走

3 月 28 日，由厦门市委统战

部、市工商联、中国女企业家协

会、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

指导，市女企业家协会、市海外联

谊会主办的“汇巾帼风华 献盛世

礼赞”闽港澳百名闽籍女企业家

献礼建党 100 周年大型主题活动

在市工商联（总商会）举行了启动

仪式。

厦门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市侨办主任何秀珍，厦门总商会监

事长、海澳集团创始人郑金泉，市

工商联（总商会）副主席邱向东，

厦门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陈琦

琪，人民日报海外网三农频道主

编张翠霞共同按动仪式启动球。

何秀珍在致辞中充分肯定女

企业家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经

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多年来协会

在捐资助学、扶危济困、抗震救

灾、抗击疫情等公益慈善事业中

的贡献。她希望来自各个领域的

女企业家们在此次活动中加深交

流，抓住福建厦门高质量发展的

机遇期，用好改革开放政策红利，

发挥自身所长，服务祖国建设，在

奋斗中不断展现妇女能顶半边天

的别样风采，在创业中书写女企

业家们的新时代华章。

郑金泉表示，今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必将在中国历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标注，也开启了

历史新的征程。值此建党 100 周

年之际，厦门女企业家协会主办

“汇巾帼风华 献盛世礼赞”闽港

澳百名闽籍女企业家献礼建党

100 周年活动，他号召全市非公

经济代表人士，特别是女企业家，

积极主动参与这项活动，以实际

行动向建党百年献礼。

他提到，一个家庭、一家企业

的发展都是得益于党的政策，因

此要保持一颗初心，学会感恩。今

年，海澳集团为献礼建党 100 周

年而筹拍的《让这首歌作证》将于 5

月份上映，此外海澳还参与了一系

列建党 100 周年庆祝活动。他表

示，海澳将与各企业家一道为传颂

道德模范故事，弘扬立党为公忠诚

为民的奉献精神做贡献。

陈琦琪表示，2021 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在这个伟大的时

刻，厦门市女企业家协会以这样

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的献礼意义重大，女企

业家们将更加明确自身肩负的新

时代的责任，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坚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理论和文化，也将进一步学懂弄

通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

会”的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以对国家、对民族的崇

高使命感和责任感，持续散发女

性姐妹的“她能量”。

据悉，此次活动将通过

“1+5+N”创新模式，即 1 个 100

名闽籍港澳女企业家系列专访、5

场专项活动和 N 家媒体立体化

全矩阵活动传播的系列活动讲好

厦门市女企业家协会的故事，展

示女企业家与改革开放齐头并进

的历程。

活动主办方厦门市女企业家协会作为海西最早最经典的女性社团

组织，历经 25载，凝聚团结女性企业家精英，积极组织并参与各项社

会事务活动，促进海内外商业交流，开展各项对外联谊，足迹遍布欧

美、东南亚、日本、港澳台等，凝聚巾帼力量，展现巾帼风采。

近年来，协会举办富有女性特色、具有高品质的商务联谊及慈善

公益活动逾千场，先后建立“厦门市巾帼众创基地”“海峡两岸女子交

流中心”“海峡女子创业基地”、九八投洽会“创新创业巾帼馆”，搭建

了女企业家与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女企业家们之间的沟通桥梁，建立

了富有女性特质的宜商宜情宜发展的共赢平台。 （《商汇》）

厦门市女企业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