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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政办发〔2021〕6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快推进全市科技创新生态建设工作的

通 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引领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鄂发〔2018〕28 号）精神，为进一步

补齐我市科技创新短板，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真正使科技创新成

为支撑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现就加快推进全市

科技创新生态建设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以湖北省科技创新生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指导，着力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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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资源，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科技创新绩效，创优科

技创新环境，向全省第一梯队看齐，聚焦短板弱项、关键指标，

确保我市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走在全省前列，为建设“现代新车城、

绿色生态市”提供坚强科技支撑。力争到“十四五”末，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25%，规上高新技术企业占规上企业

比重达到 2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实现倍增，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数量超过 1200 家，有研发机构、有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数量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均超过 50%，全市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位居全省前列，省级以上引智基地数量达到 5家以上，

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 70亿元，省级以上科技园区数量达到 13家。

二、主要措施

（一）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度。健全完善高新技术企业

后备库，对入库企业实施梯队管理、分类指导，加强对现有高新

技术企业的动态管理。抓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力度，做好规

上企业储备，建立“小进规”储备库，制定培育壮强路线图和进规

企业进度表，支持成长性较好的高新技术企业扩规提能。加大进

规企业培训力度，加强工业企业培育和运行调度，提高规上企业

研发机构覆盖率，推动传统产业企业和中小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

企业。从中长期规划、产业政策等方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五

新”产业领域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扶持。聚焦襄十随神城市群建设，

打造新能源汽车、先进装备制造等创新型产业集群，支持商用车

及其零部件产业打造成全省有引领作用乃至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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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产业集群。加强对社会财政审计机构尤其是第三方绩效评价

机构管理，提升绩效评价报告质量和综合服务水平。优化高新技

术企业涉税数据审核流程，提升审核效率。做好高新技术产业的

数据统计，适当增加反映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样本数据，做

好监测分析。加强相关部门信息集成，开辟高新技术企业服务专

区，为企业申报提供便利。通过专利优先审查机制，支持高新技

术企业尽快获得专利授权。（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改委、市

经信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统计局、市行政审批局、市市

场监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二）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加大科技创新保障支持力度，

稳定提高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力争在“十四五”

末提升至 3%以上，确保财政科技支出水平进入全省前 6 位。建

立以科技项目为主导，多元化、多渠道的企业科技研发投入支持

体系，重点支持研发机构健全、研发投入比例高、发明专利多、

新产品开发多的科技企业和资金投入效果好、科技成果产出大的

项目，加大财政创新资金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研究出台《十堰

市财政科技创新贷实施意见》《十堰市“财政科技创新贷”管理办

法（试行）》，以“财政科技创新贷”为抓手，全面推进科技金融创

新，引导、鼓励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我市设立科技支行

或科技金融内设专营机构，积极推进“政、银、企”合作，探索建

立政策性科技担保机制，推进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创新，初

步建成环境一流、对接机制高效、资源聚集和规模效应显著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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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金融体制，提高科技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率。（责任单

位：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地方金融工作局、十堰银保监分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三）落实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健全科技政策落实工

作机制，结合税收优惠、财政扶持、项目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等内容，确保有关科技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针对企业研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创新政策，确保

应减尽减、应免尽免。提高科技政策宣传的针对性，重点帮助企

业解决在落实科技政策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确保“高新

技术企业减免税总额”“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额”在

全省排名靠前。各县市区要充分利用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以新

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为重点，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力度，

争取“十四五”期间县（市、区）“R&D 经费内部支出占 GDP 比重”

全面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责任单位：市税务局、市科技局、市财

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四）提升知识产权数量和质量。加强专利开发与保护，提

升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制定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激励制度，强化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倡导创新文化，提升全民发明创造

积极性。加大企业知识产权宣传和辅导力度，定期组织专家针对

重点行业或技术领域，开展专项知识产权导航分析和政策宣传，

帮助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发明创造。通过与有关高校合作制订知

识产权培训课程等，加大对企业、农业合作社技术人员的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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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培训力度。丹江口市、郧西县、竹溪县、竹山县要实现“十四五”

期间“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向全省中游水平看齐目标。（责任单

位：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

（五）加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制定出台《十堰市加强

创新平台建设若干措施》，加快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布局建设一

批新型研发机构，强化各类技术创新平台、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支持科技创新园区建设，将县域科技创新考核结果纳入市委市政

府通报范围。积极搭建人才需求精准对接平台，建立市内外高层

次人才供给信息库，定期派出专业化团组赴外点对点对接高层次

人才，为人才与企业牵线搭桥。充分发挥政府在科技投入中的引

导作用、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创

新领域，支持初创期、早中期创新型企业发展。争取省级以上引

智基地、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十四五”期间实现新突破。各县市区

要加大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力度，提升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

化器的数量和质量，积极争创国家级平台，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服

务体系建设。丹江口市、郧西县、郧阳区和竹溪县要在省级以上

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建设上实现零的突破，补齐创新服务

链短板。（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压实责任。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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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摆在核心地位，对标全省市州科技创新生态评价指标体系，

认领工作任务，明确目标责任，积极主动作为，将职能工作与科

技创新有机融合，在全市科技创新生态建设中发挥应有贡献。市

政府督查室定期对各地各部门工作推进情况开展督办检查。

（二）细化措施，力求实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根据任务分

工，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将相关工

作纳入本系统“十四五”规划中，以强有力的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

实落细，确保圆满完成预期目标。

（三）部门联动，形成合力。市科技局要发挥全市科技创新

生态建设牵头作用，加强与相关市直部门沟通协调，督促各项任

务推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形成上下

联动、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形成营造良好科技创新生态的强大

合力。

附件：全市科技创新生态建设任务分解表（市直单位）

2021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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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市科技创新生态建设任务分解表（市直单位）
指标
类别

二级指标
数据

核实单位
责任单位 2019 年 排名 “十四五”目标

一、

短

板

补

长

1.本级财政科技支出（亿元） 市财政局 市财政局 1.64 12 排名上升 4-5 位。

2.本级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当年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比重（%）
市财政局 市财政局 2.1 13 增长至 3%以上，排名全省前 6 位。

3.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市市场

监管局

市市场

监管局
1.74 12 向 5 件迈进。

4.新型研发机构数量（家） 市科技局 市科技局 0 14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5.创业投资资金规模（亿元） 市财政局
市财政局

市科技局
0 8

至少设立一家创业投资基金，额度超过全省

平均水平。

6.省级以上引智基地数量（家） 市科技局 市科技局 0 5 5 家以上，数量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家） 市经信局 市经信局 947 9 超过 1200 家，争取排名前 6 位。

二、

薄

板

增

厚

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 市科技局 市科技局 7.68 5 提高到 8%以上，争取排名前 4 位。

2.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家） 市科技局 市科技局 309 6 大幅提升，争取排名升至全省第 5 位。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支出（亿元） 市统计局 市科技局 34.57 6 较大幅度增长，排名第 4 位。

4.发明专利申请量（件）
市市场

监管局

市市场

监管局
1287 6 1400 件以上，争取排名前 4 位。

5.有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家）
市经信局

市科技局

市经信局

市科技局
351 7 450 家以上，争取排名前 4 位。

6.有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

重（%）

市经信局

市科技局

市经信局

市科技局
37.06 5 50%以上，争取排名前 3 位。

7.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总额（亿元） 市税务局 市税务局 4.99 5 争取 6%以上，争取排名第 4 位。

8.省级以上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数量（家） 市科技局 市科技局 3 7 5 家以上，排名升至 4-5 位。



— 8—

指标
类别

二级指标
数据

核实单位
责任单位 2019 年 排名 “十四五”目标

三、

长

板

加

固

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市统计局 市科技局 1.73 1 保持并扩大领先优势。

2.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数量（个） 市科技局 市科技局 30 4 40 家以上，缩小与第 3 名差距。

3.R&D 经费内部支出（亿元） 市统计局 市科技局 36.45 4 保持第 4 位，缩小与第 3 名差距。

4.R&D 经费内部支出占 GDP 比重（%） 市统计局 市科技局 1.96 3 保持第 3 位。

5.技术合同成交额（亿元） 市科技局 市科技局 66.46 4 70 亿以上，缩小与第 3 名差距。

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市统计局 市科技局 19.65 4 超过 25%，缩小与第 3 名差距。

7.有研发机构的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家）
市经信局

市科技局

市经信局

市科技局
224 4 250 家以上，保持前 4位的排名。

8.有研发机构的规上工业企业占规上工业企业比重（%）
市经信局

市科技局

市经信局

市科技局
23.65 4 50%以上，争取排名前 3 位。

9.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额（亿元） 市税务局 市税务局 2.33 4 排名在前 4 位。

10.省级以上科技园区数量（家） 市科技局 市科技局 11 4 13 家以上。

11.省级以上双创平台数量（家） 市科技局 市科技局 55 3 65 家以上，扩大领先优势。

12.省级以上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数量（家） 市科技局 市科技局 4 3 6 家以上，扩大领先优势。

13.高等学校数量（所） 市教育局 市教育局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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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

市人大办、政协办，市法院、检察院。

十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