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技改投资重点为装备制造等9个行业
——河北省技术改造投资导向目录（2019－2020年）解读①

日前，省工信厅印发 《河北省
技术改造投资导向目录 （2019－
2020 年）》 指出，行业技术改造投
资重点为装备制造、钢铁、石化等
9个方面。

支持发展装备制造

汽车。乘用车、专用车产品；
国内先进水平的施工工程车、旅居
车、高速公路检修车等高附加值产
品；替代燃料汽车、节能内燃机汽
车；混合动力、高效内燃机等关键
核心技术；汽车灯具等关键零部件
及配套产品的设计与制造技术应
用、检测汽车及汽车检修试验设备。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速动车
组、轨道交通车辆等生产。

新能源装备。超特高压输变电
成套设备，智能电网关键设备、超
导限流器、超导变压器、超导电
缆、储能设备及专用生产装备、±
11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控制保护
设备、分布式电源和微网控制、保
护及接入装置、海洋工程用电缆及
生产设备，非晶硅合金新型节能变
压器；高压电瓷、复合绝缘子；稀
土高铁铝合金电力电缆；2 兆瓦以
上大型风电设备；风光互补及储能
装备。

航空装备。推进固定翼通用飞
机、直升机以及军用等飞行器整机
与零部件的研发与生产，开发航空
航天材料、信息与集成控制系统等
关键技术。

海洋工程装备。起重机、锚绞
机等甲板机械；卸船机、单点系泊
系统等；海上作业与辅助服务装
备；大型海洋设备集成化、智能化
等核心技术应用，海警用、旅游
用、运输用等多种类海上平台产品
研发生产。

此 外 ， 还 包 括 工 程 与 专 用 装
备、冰雪装备、农机装备、机器人

装备。

支持发展先进钢铁材料

先进钢铁材料。重点发展先进
装备用高性能轴承、齿轮等用钢，
高效节能电机、高端发动机等先进
装备用关键零部件用钢，高性能海
工钢，高性能船舶和海洋工程用
钢，第三代核电关键装备用钢，超
超临界火电用钢，新型高强韧汽车
钢，高速、重载轨道、轻轨交通用
钢，新一代功能复合化建筑用钢、
超大输量油气管线用钢，轧制复合
板，特种装备用超高强度不锈钢，
家电用钢，超高强大规格不锈钢棒
材，高端取向硅钢，高压精密液压
铸件用铸铁，高纯铸造用生铁等产
品。高性能、高附加值金属板材。

专用特种管材及配件。发展石
油开采用油井钢管及配件，高压锅
炉钢管及配件，油、气等长距离输
送钢管及配件，核电、海底输送、
石化用大口径、高性能特种不锈
钢、合金钢钢管及配件，海洋腐蚀
用铜复合管和钛复合管及配件，耐
腐蚀、高效热交换器用高性能铜合
金管及配件，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等领域应用的高强度、高韧性、耐
腐蚀大型及超大型铝合金工业型材
及配件。

其他新材料。

重点发展聚酯、己内酰胺
及中间体等石化技术

石油化工。重点发展聚酯、己
内酰胺及中间体等。发展石油—炼
化—烯烃—合成材料产业链条，烯
烃原料轻质化、多元化改造，发展
高熔融指数聚丙烯等工业化生产技
术，实现规模应用。

煤 化 工 。 重 点 推 进 碳 一 化 学
品、焦炉煤气制天然气、煤焦油深
加工、粗苯加氢精制、煤制乙二醇

工艺装备水平提升和产品升级。推
进煤制合成氨、甲醇和焦炭等传统
煤化工产业的改造升级，发展煤基
多联产。

盐化工。推广零极距、氧阴极
等节能新技术和离子膜电解槽节能
工艺，发展氧氯化法聚氯乙烯，发
展高端精细氯产品。发展异氰酸酯
系列、环氧氯丙烷等产品；PVC 树
脂等产品升级改造及高抗冲性能
PVC 特种树脂和管材、型材、阻燃
型等聚氯乙烯专用料的生产。

精细化工。发展各类专用肥、
复合肥，高效、安全、经济、环境
友好的农药品种、环保型农药制
剂，高效催化剂、新型助剂，无机
盐行业清洁化改造，余温、余压、
尾气综合利用，高效水处理剂、土
壤处理剂、医药中间体、水性涂料
等产品，染料及其中间体清洁生产
工艺改造。

化工新材料。工程塑料、高性
能树脂、功能性膜材料、高性能纤
维及其复合材料、特种橡胶及弹性
体、电子化学品等。

重点改造提升乳制品、肉
制品、粮油加工等工艺水平

重点发展乳制品、肉制品、粮油
加工等，改造提升工艺水平，调整产
品结构，推进食品企业食品质量安全
检（监）测能力建设、在线检测系统建
设等配套硬件条件的改善，婴幼儿配
方乳粉企业GMP改造。

支持纺织服装以智能制造
为重点，应用数字化、智能化
技术装备

以智能制造为重点，应用数字
化、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自
动化技术装备，提升智能制造水
平、绿色制造水平和信息化集成管
理水平，建设信息数据云平台、人

体测量数据库等，实现企业全流程
或部分流程的无缝连接和智能管控。

纤维材料。发展差别化化学纤
维、高性能粘胶纤维、高性能玻璃
纤维等。

产业用纺织品。以功能性产品
为重点，发展非织造新型过滤材
料、医用纺织品、军用纺织品、生
态环保用复合土工布系列产品等。

服装。发展自主品牌、高附加
值、差别化、功能性及绿色环保服
装、智能可穿戴产品、大规模个性
化定制服装等。

印染和家纺。推广高效节能少
水印染加工技术、智能染色管控系
统等先进技术，发展生态纺织品和
差别化、功能性印染产品、高档家
用纺织品等。

支持传统建材产品高端化

传统建材产品高端化。水泥领
域发展硫铝酸盐等特种水泥。混凝
土及制品领域支持发展砂石骨料、
混凝土掺合料等固废替代自然资
源，发展机制砂石等产品。玻璃领
域发展 LOW－E 玻璃、SUN-E 玻
璃等。陶瓷领域发展高性能、多功
能特种陶瓷，薄型化、节水型的建
筑卫生陶瓷产品等。

新型墙体材料。发展高档玻璃
纤维增强水泥轻质多孔隔墙条板等
节能环保、多功能复合一体化的板
材。发展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等轻
质高强、多功能复合一体化的砌
块。发展住宅部品和新型整体房屋
构件及集成组装产品等。

此外，还推广发展耐火材料、
化学建材和装饰装修材料、先进无
机非金属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

重点发展药物创新链、产
业创新链新兴或缺失的技术

化 学 药 。 重 点 发 展 药 物 创 新

链、产业创新链新兴或缺失的技
术。加强特色原料药、化学新药和
通用化学药新产品开发和通过一致
性评价的仿制药技术升级改造。恶
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
重大疾病的创新药物。罕见病药
物、儿童用药等临床短缺药物开发
及产业化。

中药。加强中药新品种、现代
中药、组分组方中药制剂、天然药
物的研发与产业化；加大推动疗效
确切、安全性高、有效成分明确和
作用机理清楚的中药新药的研发和
产业化。

此外，还有生物技术药物、医
疗器械、药用辅料、包装材料及制
药设备。

支持发展新型显示等电子
信息产业

新型显示。TFT－LCD 液晶材
料、OLED 发光材料等关键材料；
中小尺寸液晶屏、模块生产线；有
机发光显示器和等离子体放电屏等
显示器件；光学膜、背光源等。

太阳能光伏及能源电子。多晶
硅、硅棒、硅锭、硅片、电池、电
池组件、逆变器产业化；电子浆
料、玻璃、坩埚等配套辅料和光伏
专用设备研发及产业化；新型高效
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研发与产业化；
大型光伏发电系统集成及智能逆变
器等研发与产业化；锂离子电池的
正负极材料、电池隔膜、电解液、
电解质、电池产业化；新型电极材
料、新型电解质、溶剂和添加剂产
业化；动力型、储能型锂电池和电
池成组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各类终
端应用产品产业化。

半导体照明。提升高亮度、功
率型 LED 外延片及芯片技术水平和
产业化能力；提高器件封装的取光
效率、荧光粉效率和散热性能，增

强功率型 LED 器件封装能力；衬
底、金属有机化合物源等 LED 上游
原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生产和检
测设备的研发与产业化。

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集成电
路用高性能硅基材料和特种电子气
体等专用材料研发和产业化；光刻
机、多线切割机等关键设备研发和
产业化；模拟及数模混合电路、微
机电系统 （MEMS） 等特色专用工
艺生产线研发。

通信和导航设备。移动通信、
卫星通信等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
5G 芯片、卫星导航芯片等终端设备
和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新型路
由交换、网络交换机等 IPv6 网络设
备研发与产业化；光电转换模块、
光纤 （激光） 陀螺等配套产品规模
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交通运
输、农田水利等行业应用平台建设。

应用电子。智能视听、智慧家
庭等产品产业化；智能工控系统、
智能生产装备等技术产品的应用；
数字视听、物联网、信息安全等应
用系统、终端产品、配套设备产业
化；新型信息消费电子产品产业
化；智能可穿戴产品产业化。

电子元器件及材料。新型电子
元器件研发与产业化；半导体用电
子级高纯硅、化合物半导体等研发
与产业化；大尺寸靶材、电子化学
品、石墨烯等材料研发与产业化；
IGBT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等高
频场控电力电子芯片和模块关键技
术研发和产业化。

面向工业、农业等领域的应用
软件和行业解决方案。

支持发展节能、绿色、高
端的轻工产品生产

发展节能、绿色、智能化、网
络化家电产品开发生产；发展节
能、环保、清洁化皮革产业生产；
绿色环保家具开发生产，定制家具
生产，家具生产线数字化设计和柔
性化生产升级改造；绿色能源电
池、工业储能电池、汽车蓄电池等
产品及关键材料研发生产；健康、
便捷、智能新材料自行车，高效、
环保电动自行车生产线及关键零部
件；新型体育用品开发生产；高端
日用玻璃器皿、工艺玻璃；民族乐
器、鱼竿渔具、图书印刷、石雕工
艺及军民融合相关产品、灰铸铁炊
具制品、高档搪瓷炊具制品。

（米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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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伟亚

近日，雄安新区推进相对集中行
政许可权改革模式，通过集中 31 个省
级行业主管部门的所有行政许可事
项，启用“河北雄安新区行政审批
专 用 章 ”， 真 正 实 现 “ 一 枚 印 章 管
审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
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
导意见》 提出，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创
新，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持续推进

“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推动“照后
减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在雄安
新区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试点，探索实行行政审批告知承诺
制，推行容缺受理承诺。

专家指出，雄安新区之新在于创
新。这座未来之城是打造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包涵通
中西、融古今的城市设计之新，更注
重围绕推进新区规划实施，打造体制
机制新高地。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改
革就是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涵，是
打造“廉洁雄安”和服务型政府的核
心要义。

改变以审代监、重审轻监
体制，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4 月 2 日下午 4 时，雄安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叶梓办完
了几笔业务，“这可是涉及新区建设，
一点也不能马虎，不能误事！”

叶梓所说的几笔业务，是 4 月 1 日
几家设计公司来政务服务中心了解启
动区、容东片区控详规的相关情况。
叶梓通过网上与各家单位交流，了解
需求，然后报规划建设部门审理，经
相关领导批准后，便给需求单位办理
相关资料。一天时间办结，各单位备
案签字后满意离开。

推进投资审批改革，加速释放投
资活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雄安
新区行政审批改革的重点。

为 此 ， 新 区 创 新 开 展 建 设 项 目
“一会三函”审批模式，将涉及建设项
目投资审批的 65 个事项，集中到政务
中心大厅现场审批，优化为“一会三

函”4 个环节，明显缩短雄安新区建设
项目审批时间。

“政务服务和行政审批改革，是进
行体制机制改革，打造服务型政府的
工作抓手和突破口。”雄安新区公共服
务局副局长宋涛表示，变权力为服
务，为“双创”和降低市场门槛而服
务，降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成本，
激发了市场活力。

“以前以审批代监管，重审批轻监
管的现象比比皆是，审批环节过于繁
复，设置标准过高。审批中，很多企
业很难进入市场，而批准后又监管不
到位。”宋涛表示。

在体制机制改革中，新区考虑将
不涉及国家安全、生命财产安全、重
大资源调配等的事项，如服务于民计
民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行政许可事
项进行去繁就简，实行以相对集中的
行政许可权为突破口的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弱化审批权，变碎片化为集中
行政审批。

新区突出顶层设计，推行“一枚
印章管到底”的行政审批局改革模
式，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发
展，创新实施政务服务“四个一”和
行政审批“六化”改革，在行政审批
和政务服务体制机制改革上构建“雄
安特色”。

政务服务“四个一”，即进政务服
务大厅“一扇门”即可办理所有便民

服务和行政审批事项，还包括一窗受
理、一网通办、一帮到底。

“六化”审批模式，是指强化行政
审批改革顶层制度设计，推进构建事
项清单化、许可标准化、人员职业
化、审批电子化、平台一体化、审管
联动化，实现事项最少、流程最简、
审批快、服务优的工作目标。

宋涛表示，应该说，行政审批改
革是新区在高质量发展方面打造全国
样板的重要支撑。

积极支持北京非首都功能
存量和增量落地，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

截至目前，雄安新区本级注册登
记的 2585 家企业大多来自北京，首批
入驻市民服务中心的 26 家高端高新企
业90%来自北京。

雄安新区市场主体准入，紧紧把
握新区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
地这个初心，积极支持北京非首都功
能存量和增量落地。

随 着 北 京 大 量 优 质 高 端 高 新 企
业、科研院所、事业单位来到雄安，
为其创造宜居宜业宜商环境，是雄安
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重要职责。

为此，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专
门开辟北京企业办理的“绿色通道”，
提供优先高效的服务。企业名称登记

即时办结，企业开办4日办结，营业执
照2日办结，以后实现一日内出证。

目前，已有 12 家中关村企业入驻
雄安新区，并与 83 家在京单位达成合
作意向，拟在新区设立105个机构 （项
目）。

推动“放管服”改革的一个重要
任务，就是承接省里下放的近 200 项
行政审批事项，以及保定托管移交的
260余项行政审批事项，涉及规划、建
设、经济、社会等各领域。

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力精简
行政许可事项，将承接的382项行政许
可事项，通过取消、下放、改为备
案、暂不列入等方式，精简为 227 项，
按照“应放尽放，能放则放”的原则
进一步下放到三县实施办理。

今年，雄安新区将完成搭建“互
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推进事项标准
化建设和线上线下“一体化”平台融
合发展，完全建成“一枚印章管到
底”的行政审批局模式。

未来，雄安新区将最大限度减少
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真正打
造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竞
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发展环
境。结合大部制、扁平化的管理体制
改革与特色，为实践探索创新政府治
理体制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体制机制改
革，打造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职能
转变提供雄安样本。

一枚印章管审批 打造服务型政府
——雄安新区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举措解读（四）

本报讯（记者原付川）近日，雄安新区
管理委员会改革发展局、公共服务局印发

《河北雄安新区就业创业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对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实行项目管
理。对审核认定的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省财政给予每个300万元一次性支持；
对审核认定的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省财
政给予每个10万元补助。

办法提出，新区和各县结合区域经济
发展、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和新兴战略性产
业发展的需要，依托具备高技能人才培训
能力的职业培训机构和城市公共实训基
地，建设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重点开展高
技能人才研修提升培训、高技能人才评价
等活动。发挥高技能领军人才在带徒传
技、技能攻关、技艺传承、技能推广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选拔行业、企业生产、服务一
线的优秀高技能人才，依托其所在单位建
设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展培训、研修、攻关、
交流等技能传承提升活动。

对紧缺急需工种加大补贴力度。对参
加就业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的六类人员，
培训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培训合格证
书，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就业技能培训补
贴标准每人最高不超过2200元，在雄安新
区发布的急需紧缺工种指导目录内的培训
补贴标准每人最高不超过2500元。

支持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创业。招用毕业 2 年内高校毕业生的中小
微企业和招用转型升级企业失业人员的企
业，且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
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给予一次性吸纳
就业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1000元。对吸
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6 个月以
上的企业、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农业经营主
体、扶贫工厂等用人单位，按每人 1000 元
的标准给予吸纳就业补贴。毕业学年及毕
业 5 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初次
创业，取得营业执照、登记就业、正常运营
6 个月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补贴
标准为每个创业项目1万元。

雄安新区印发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
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可获补三百万元

本报讯（记者原付川）近日，
首届雄安新区导游服务技能大
赛决赛颁奖仪式暨雄安新区旅
游品牌推介会在雄安市民服务
中心举行。决赛现场，经过激烈
角逐，最终评出冠军、亚军、季军
各 1 名，最佳口才奖、最具潜质
奖、最佳才艺奖各 1 名，政务导
游员奖5名，雄安新区十佳导游
奖10名。

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新区将提档升级
旅游产品、业态和线路，全面提
升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和水平，
展现新区新气象、新面貌、新成
果。通过举办比赛，全面提高
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质
量，提升新区发展的软实力，加
快推进新区旅游行业精神文明
建设，打造雄安新区旅游品牌。

雄安首届导游服务
技能大赛决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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