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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为企业兑付资金 2 亿元以上
崂山区发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 20 条等四大惠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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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区

项举措惠企

崂山区公布 4 项惠企举措，从领军人
物激励、重点企业包联、产业政策优化、服
务生态提升等四个层次，打造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的“发动机”
和“同心圆”。

领军人物激励

民营经济成为推动崂山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生力军”
”
。资料图片

11 月 22 日，崂山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座谈会召开。崂山区为荣获 2022 年
青岛市民营百强企业代表和 2022 年青岛市民营领军标杆企业代表颁奖授牌。会上，
崂山区发布了《崂山区优秀企业家评选奖励办法》
《崂山区“益企同行”三进活动实施方
案》
《崂山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 20 条》和崂山区企业云服务 AI 平台。利群集团、特
锐德、
汉缆等 10 家企业主要负责人交流发言。

创新举措
让民营企业
“崂有保障”
《崂山区优秀企业家评选奖励办法》奖项新增
了具有崂山特色的“新锐企业家”，重点支持起步
期、上升期企业发展；
打破了以往优秀企业家评选
“以税收定终身”的标准，从创新创造、动能转换、
产业引领、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经营绩效、责任担
当等多个维度展开评价，鼓励更多的企业投入到
技术创新创造和实体经济发展中。
《崂山区“益企同行”
三进活动实施方案》则通
过构建领导、部门包联企业机制，
全力为企业纾困
解难。崂山区 40 位区级领导将分工包联 120 家重
点企业，
定期入企开展走访调研，
精准对接企业需
求，
现场保障企业发展。
《崂山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 20
条》从激发创新活力、培育发展市场主体、增强企
业核心竞争力、畅通企业融资渠道、推进开放型经
济、突出人才引育等六大方面靶向发力，
从企业发
展全生命周期、产业壮大全链条、产品创新创造到
市场运作全过程等多个层级提供支持和保障。崂
山区将这 20 条政策全部纳入“免申即享”的范畴，
强化政策刚性兑现。
崂山区企业云服务 AI 平台将于 12 月上旬正
式上线，为企业提供免费的全链条、全天候、全生
命周期的一站式服务。

专班对接
让民营企业
“崂有生机”
目前，崂山区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达到 9.27 万
户，其中个体工商户 5.04 万户、民营企业 4.23 万
家。民营企业税收占崂山区财政收入的比重达
90%，就业人数占全区从业人员比重达 85%，规上
民营工业企业占全区规上工业企业比重达 55%；
截至三季度，民间投资完成 173.3 亿元，占全区固
定资产投资总量的 66.5%。

利群集团（437 位）上榜 2022 年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新希望六和（13 位）、利群集团（47 位）、日
日顺（79 位）3 家企业上榜 2022 年山东民营企业
100 强；全区入围 2022 年青岛市民营企业 100 强
企业 17 家，数量位列全市第二；入围 2022 年青岛
市民营领军标杆企业 24 家，
数量位列全市第三。
崂山区拥有国家高端智能化家用电器创新中
心和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青岛）。雄厚的科研资
源为崂山区民营企业创新转型提供了智力支撑。
崂山区成立“专精特新”企业工作专班，引导
区内金融机构开发了“专精特新”
贷，
同时“一企一
策”
“一事一议”
帮助
“专精特新”
企业通过多层次资
本市场融资，先后推动特锐德、华仁药业、海泰新
光、冠中生态 4 家“专精特新”企业成功上市。目
前，
崂山区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 13 家、
瞪羚企业
24 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 564 家，相关企业拥有
专利近万项，
企业营收平均增速保持全市领先。

六大赋能
让民营企业
“崂有信心”
会上，
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崂山区委书记张元
升强调，
鼓励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任何时候
都是崂山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要在创新引领上精准发力、重点突破。民
营企业要坚持走创新引领之路，争当创新发展的
主力军。二要在数字赋能上精准发力、重点突
破。加强数字化基础改造，
加快利用 5G 技术开展
企业内网改造和外网互联，立足发展需求加快布
局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工业设备数字化改
造。三要在建圈强链上精准发力、重点突破。崂
山正在加快打造 7 条重点产业链，
广大企业要积极
融入全区产业发展布局，
推动集群发展，
积极
“卡位
入链”。四要在低碳转型上精准发力、重点突破。
五要在开拓市场上精准发力、重点突破。一方面，
要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另一方面，要大力开拓
国际市场，
主动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进一步提升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六要在
安全发展上精准发力、
重点突破。

出台《崂山区优秀企业家评选奖励办
法》，突出奖励企业带头人，鼓励企业家创
新创业，营造尊重企业家的良好氛围。在
奖项设置上，分“杰出企业家”
（奖励 300 万
元）、
“ 行业领军企业家”
（奖励 100 万元）、
“优秀企业家”
（奖励 50 万元）、
“ 新锐贡献
企业家”
（奖励 30 万元）等四档。在奖励标
准不减的前提下，
从省、市的每五年一评加
密到每两年一评。预计对企业家的奖励额
度每次将达到 7000 万元以上。

重点企业包联
制定《崂山区“益企同行”三进活动实
施方案》，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专
班长，实行“双挂帅”，40 位区级领导分工
包联 120 家重点企业，围绕经济运行、政策
落实、纾困解难、产业发展、金企对接等十
大任务，
定期入企开展走访调研，
精准对接
企业需求，
现场保障企业发展。

产业政策优化
发布《崂山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
20 条》。政策从激发创新活力、培育发展
市场主体、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畅通企业
融资渠道、推进开放型经济、突出人才引育
等六大方面靶向发力，从企业发展全生命
周期、产业壮大全链条、产品创新创造到市
场运作全过程等多个层级提供支持和保
障，预计每年将为企业兑付资金 2 亿元以
上。其中，对新引进的世界 500 强中国总
部、中国 500 强、中国服务业 500 强的全国
性总部，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0 万元、
1500 万元、1000 万元。对首次入选“中国
民营企业 500 强”
“山东省民营企业 100 强”
“青岛市民营企业 100 强”的企业，分别给
予企业 500 万元、100 万元、30 万元奖励。

服务生态提升
打造崂山区企业云服务 AI 平台。运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整合全区所有
企业资源，解决政企联通难、企业服务难、
政府决策难、数字治理难等问题，
为企业提
供免费的全链条、全天候、全生命周期的
“一站式”
服务。通过数据整合自动匹配企
业信息，企业只需要在系统中确认银行账
户即可完成资金拨付，实现政策申报零跑
腿，推动“免申即享”模式再创新。建立辖
区企业数据库，
共享政策信息，
为企业精准
画像。目前，
“平台”
已经进入测试阶段，
预
计 12 月上旬正式上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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