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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文件

川经信企业〔2022〕86号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关于做好 2022年度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第一批）安排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2年度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分配方

案已经省政府同意，将于近期下达各市（州）。根据《关于促

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委办〔2019〕39号）、

《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川财建〔2019〕340

号）（简称《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就做好 2022年

度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安排工作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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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专项资金安排遵循“规划引领、突出重点、体现差异、强化

绩效”的原则，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决策

部署，以中小企业培育发展为核心，围绕重点领域、重点工程

和关键环节，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持续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体系，不断增强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促进

全省中小企业健康高质量提供支撑。

二、支持方向

2022年度专项资金（第一批）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和提升中小企业发展能力。

（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载体建设类项目。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省级小型

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实施的增添服务设施设备、推进信

息化建设、提升服务供给能力的建设项目。

综合服务类项目。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省级小型

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疫情防控、信息

咨询、投资融资、知识产权、财会税务、法律咨询、人才培育、

市场开拓、数字化赋能、创新创业、工业设计、管理咨询等服

务项目。

奖励类项目。支持省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和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争创国家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和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支持获得“创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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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一、二、三等奖的企业。

省本级采购类项目。支持开展法律政策市州行活动、中小

企业发展环境评估等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行动；中小企业中

高层管理者素质提升培训、“专精特新”企业家研学交流等企

业家队伍建设专项行动；第七届“创客中国”四川省创新创业

大赛暨第五届“创客天府”创新创业大赛；2022年中国（四川）

中小企业服务大会（活动）；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双创”

大讲堂专题培训等中小微企业能力提升专项活动。该类项目按

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二）提升发展能力。

支持专精特新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开展制造业核心基础零

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关键基础材料等领域“补短板”和国产替代

产品的研发制造；支持中小企业围绕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为大

企业、大项目和产业链提供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产品和配套

服务；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支持弘扬传统技艺和地域文化，研

制生产具有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的产品；创建专精特新企业，

重点支持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支持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支持中小企业开展传统生产工

艺和设备改造升级，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和商业模式创新，开展重点企业全方位诊断，提升管理素质和

水平；支持提升产品质量，实施品牌培育推广。实施中小企业“育

苗壮干”梯度培育工程，支持中小企业扩大生产和提高市场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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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三、支持方式及标准

（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1. 专项补助。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省级小型微型企

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实施的增添服务设施设备、推进信息化建

设和提升服务供给能力的载体建设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已完

成投资额 40%的比例给予补助，单个建设项目补助额不超过 300

万元。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省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疫情防控、信息咨询、投资融资、

知识产权、财会税务、法律咨询、人才培育、市场开拓、数字

化赋能、创新创业、工业设计、管理咨询等综合服务项目，综

合考虑服务数量、服务质量、服务成本等因素，按照不超过 2021

年 1-12月实际运营成本 40%的比例给予补助（省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网络单位、省级及以上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和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不超过 50%），单个项目补助

额不超过 300万元。已经获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服务项目、“都江计划”等资金支持的服务内容不得纳入核

算运营成本。

2.以奖代补。对在 2019-2021年期间获得国家级小型微型企

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和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称号的单位

给予一次性不超过 50万元的奖励（每个单位只奖励一次，单位

名称须与国家认定文件一致）。对 2021年获得第六届“创客中国”



— 5 —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一、二、三等奖的企业分别

给予 100万元、80万元、6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提升发展能力。

1. 专项补助。企业于 2021年 1-12月期间实施完成的专业协

作配套、传统工艺设备改造升级和扩大再生产、信息化应用水

平提升、自主创新发展、第三方管理诊断咨询、品牌培育等项

目，根据企业在该期间实际完成的协作配套合同金额，或实际

投资（投入）金额，按一定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40%）给予补

助，单个项目补助额原则上不低于 20万，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

2. 贷款贴息。企业于 2021年 1-12月期间实施完成的专业协

作配套、传统工艺设备改造升级和扩大再生产、信息化应用水

平提升、自主创新发展、第三方管理诊断咨询、品牌培育等项

目，且于 2021年 1-12月期间从银行业金融机构取得期限一年

（含）以上的融资借款且支付利息，根据企业在该期间实际利息

支出按一定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40%）给予贴息，单个项目补

助金额原则上不低于 20万，不超过 300万元。

3. 以奖代补。对获得 2021年度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称号的企业给予 50万元一次性奖励。

四、申报程序

（一）按照“先入库，后申报”原则，各市（州）经济和

信息化局组织本地区申报单位，登录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门

户网站（https://jxt.sc.gov.cn）公共服务栏目中的四川省工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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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资金）管理平台，选择相应类别进行填报。已获得过省级

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二）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局会同财政部门，依据《资

金管理办法》、本通知要求及专项资金市（州）分配额度，结

合本地区实际确定重点支持方向，按程序组织开展项目征集和

遴选工作，确定本地区资金分配方案并填写备案表（详见附件），

于 7月 30日前以正式文件报送经济和信息化厅、财政厅。

五、工作要求

（一）压紧压实责任。各市（州）要按照《资金管理办法》

和本通知要求，完善本地区专项资金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项

目申报和资金分配决策程序，严格审核把关。项目申报单位应

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和重复性、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承

担主体责任。

（二）加强日常监管。各市（州）要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

加强对本地区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和财政资金拨付、使用的监督

管理，要突出项目绩效管理，强化资金使用绩效，并于 2023年

2月 10日前将资金使用绩效报送经济和信息化厅、财政厅。

提升发展能力项目申报咨询电话：

企业处 028-86264044，86265849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申报咨询电话：

创服处 028-8626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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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技术服务电话

信息中心 028-86264480 028-86264185

申报工作监督举报电话:

厅直属机关纪委 028-86262834

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举报电话:

省纪委监委驻厅纪检监察组 028-86266305

附件：1.市（州）2022年度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提升发展能力类）备案表

2.市（州）2022年度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公共服务体系类）备案表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2年 5月 13日



附件1

        市（州）2022年度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提升发展能力类）备案表

主管部门：XX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局（盖章）                                                                                                                                           

 万元、人

序号

企业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投资（投入） 专业协

作配套

完成合

同金额

年新增效益
安排资

金额度

支持方

式

企业名

称

县

（区）

企业类

型
专精特新

项目名

称
项目类别 重点产业 重点产业领域

总投资

（投

入）

固定资

产投资

销售收

入
税金

就业人

员

节能(吨

标煤)

污染减

排(吨)

说明：

1.“企业类型”从“中型”“小型”“微型”中选填。

2.“专精特新”从“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新认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新认定）”“否”中选填。

3.“项目类别”从“传统工艺设备改造升级”“扩大再生产”“专业协作配套”“信息化应用水平提升”“第三方管理诊断咨询”“品牌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奖补”中选填。

4.“重点产业”从“工业5+1”“农业10+3”“现代服务业4+6”“否”中选填。

5.“重点产业领域”根据所属“工业5+1”“农业10+3”“现代服务业4+6”领域填写。
6.“污染减排”是指COD、氨氮、SO2等污染物减排量。相关指标据实填写，如不涉及，则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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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市（州）2022年度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公共服务体系类）备案表

主管部门：XX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局（盖章）                                                                                                                                           

载体建设类项目

序号 企业名称 县（区）
项目类别

（选填，详见说明1）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
建设内容

支持方式
（选填，详见

说明4）

项目
总投资
（万元）

项目建设
进度（文字描

述）

申报已投入
资金（万

元）

专家核定已
投入资金
（万元）

服务成效
2021年服务中小

企业数量
（家次）

2021年服务
满意度

（%，例：90%）

补助比例
（%，例：

40%）

安排资金
额度

（万元）

小计（  个） ━ ━ ━

综合服务类项目

序号 企业名称 县（区）
项目类别

（选填，详见说明2）

项目主要
服务内容

支持方式
（选填，详见

说明4）

服务收入

申报2021年
1月1日-

2021年12月
31日实际运

营成本
（万元）

专家核定
2021年1月1
日-2021年
12月31日实
际运营成本
（万元）

服务成效
2021年服务中小

企业数量
（家次）

2021年服务
满意度

（%，例：90%）

补助比例
（%，例：

50%）

安排资金
额度

（万元）

小计（  个） ━ ━ ━

奖励类项目

序号 企业名称 县（区）
项目类别

（选填，详见说明3）

支持方式
（选填，详见

说明4）

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奖励项目

“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获奖企业
安排资金

额度
（万元）

工信部认定
文件名称

认定文号
认定时间
（例：X年X

月X日）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名次
获奖时间

（例：X年X
月X日）

                                               小计（  个）

     总计（  个）

说明：
1.“载体建设类项目--项目类别”从“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载体建设类项目”“国家级、省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载体建设项目”中选填。
2.“综合服务类项目--项目类别”从“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综合服务类项目”“国家级、省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综合服务类项目”中选填。
3.“奖励类项目--项目类别”从“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奖励项目”“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奖励项目”“‘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获奖企业奖励项目”中选填。
4.“支持方式”从“专项补助”“以奖代补”中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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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2年5月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