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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政办〔2022〕1号

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芜湖市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五年行动
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山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

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芜湖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五年
行动计划（2021－2025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2022年 3月 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OFD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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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
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创新动能的活力主体，是补链强链的

中坚力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国家

进一步培育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工作要求，推动我市“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数量和质量“双提升”，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行

动计划。

一、总体思路

以推动制造业做优做强为主线，以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

为主攻方向，用系统性思维开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行动，

引导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不断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助力“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迅速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头部企业。强化协调配合，

上下联动，分层培育，共同发力，力争“十四五”期间将我市打造

为有重要影响力的“专精特新”名城，建设“乔木”参天、“灌木”茁

壮、“苗木”葱郁的产业和创新生态。

二、工作目标

遵循“双创→高成长小微→专精特新→冠军企业→小巨人企

业→单项冠军”成长路径，持续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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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通过精准培育，力争到 2025年，全市培育市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700家以上，梯度争创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6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50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 5家；实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全覆盖，

上市挂牌、辅导报会 135家，催生营业收入 10亿元以上企业达

到 30家。

三、重点任务

（一）大力实施苗圃培育行动。

1. 培育更多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创业芜优”倍增效应，发挥

创客中国、创响中国、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等创业创新平台作用，

培育更多创新型企业，孵化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围绕十大

新兴产业“双招双引”，吸引更多龙头企业、重大项目、高端团队

加速集聚。（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十大

新兴产业推进组工作专班办公室，市人社局、市人才集团）

2. 建立培育苗圃。各县市区、开发区深入挖掘，建立分层分

级、动态跟踪管理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和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种子库，形成培育苗圃；至

2025年底在库企业数达到 1200家以上。（责任单位：各县市区

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经信局）

3. 建立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库。各县市区、开发区全面摸排梳

理骨干企业，建立 50户左右的市级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库，每年动

态调整。申报省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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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从市单项冠军培育库中择优推荐。对获得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包括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和单项冠军产品）称号的企业，给予

100万元一次性奖补，上述支持政策纳入《芜湖市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 打造“智造名城”若干政策》体系中。（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经信局、市财政局）

（二）大力实施“精准招引”行动。

4. 发挥“专精特新”企业在强链延链补链中的作用，加大精

准招引力度，力争一批优秀企业落户芜湖，进一步推动产业链群

建设。至 2025年，招引省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0家以上。（责

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十大新兴产业推进组

工作专班办公室）

5. 对整体搬迁到我市的招商引资企业，属于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保留其称号；对属于

省外认定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直接认定为芜湖市“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并鼓励申报省级及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述企

业根据相关规定，享受我市相关扶持政策。对成功招引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或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载体单位，

分别按每户给予 30万元或 10万元、最高 100万元的激励资金，

专项用于所在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和扶持。（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市投资促

进中心）

（三）大力实施技术改造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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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力实施《芜湖市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制造业“碳达峰、碳中和”专项行动方案和升级技改方案。开展工

业互联网诊断、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制造诊断、节能诊断。至 2025

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施智能化诊断和技术改造全覆盖。（责

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经信局）

7. 引导“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每年认定

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200家以上。（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

开发区管委会，市经信局）

8. 激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投资活力，各县市区、开发区对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设备投入、软件投入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打造“智造名城”若干政策》奖励的基础上提高 2个百分点。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经信局）

（四）大力实施创新升级行动。

9. 聚焦十大新兴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需求，建立“揭榜挂帅”

机制，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围绕关键核心技术进行攻关，破

解“卡脖子”问题，补齐重大短板，力争进入安徽省“工业强基任务

表”“关键技术攻关目录”，推动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整体跃升。（责

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科技局、市经信局）

10. 鼓励各类创新平台建设。支持有条件的“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争创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

（工程）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和平台。（责

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发改委、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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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信局）

11. 统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与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上

市企业培育互联互通，形成接续培养工作机制，引导“专升高”“高

升专”“专改股”“股上市”。强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训，力争到 2025

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全部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科技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局、

市税务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五）大力实施金融赋能行动。

12. 至 2025年，芜湖市金融机构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

信贷规模达 200亿元。（责任单位：人行芜湖市中心支行、中国

银保监会芜湖监管分局）

13. 深化开展金融支持制造业攻坚行动，引导金融机构聚焦

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白名单”，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产品

创新，支持“专精特新贷”“技改贷”“科创贷”等专属金融产品“增量

扩面”，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提高“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的首贷率、续贷率和获得感。（责任单位：人行芜湖市中心支

行、中国银保监会芜湖监管分局）

14. 争取省市引导基金及国有资本、相关产业资本等，通过

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同设立“专精特新”基金，首期 2亿元，逐年

增加，上不封顶。主要投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苗圃企业”。

发挥政府产业基金引导作用，加大对上市后备企业的跟投力度。

鼓励社会资本加大对市级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投融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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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责任单位：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国资委、市建投公司，

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15. 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执行担保费率减、免政策。对

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信用贷款担保的融资担保机构，积极争取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信用贷款担保费补贴。（责任单位：市

经信局、民强担保集团，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16. 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应收

账款担保融资，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应当自中小企业提出

确权请求之日起 30日内确认债权债务关系。（责任单位：人行芜

湖市中心支行、中国银保监会芜湖监管分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市经信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17. 抢抓北交所成立的新机遇，整合各方资源，完善要素保

障，全力打造北交所“芜湖板块”，建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

挂牌后备库，提供“管家式”服务，积极帮助后备库企业对接资本

市场。至 2025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挂牌（含省四板）、

辅导备案达 135家。对上市培育企业，采取“一企一策”等方法，

化解企业在上市过程中涉及的各类问题。（责任单位：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市经信局，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18. 鼓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抱团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

（双创债）、绿色公司债券（绿色债）、创投基金类企业债券。

（责任单位：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芜湖市中心支行）

（六）大力实施品牌打造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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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主导制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支持驰名商标认定、省“皖美品牌示范企业”

认定、“芜湖智造”品牌认证，支持申报中华老字号、安徽老字号、

芜湖老字号。引导企业参加“精品安徽皖美智造”央视集中宣传活

动，提高品牌影响力。（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

市经信局）

20. 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参加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等各类展会，为“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搭建产品、技术展示平台，助力拓展国内外市场。（责任

单位：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市贸促会）

21. 鼓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参加全市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活

动。列入《安徽省三首产品推广应用指导目录》的产品投标时，

招标单位不得提出市场占有率、使用业绩等要求，不得超出招标

项目实际需要或套用特定产品设置评价标准、技术参数等。（责

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公管局）

（七）大力实施服务“芜优”行动。

22. 开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人才需求摸底调查，发挥人才

集团作用，帮助招引所需各类人才。对招引的各类人才落实我市

人才政策。（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才

办、市教育局、市人才集团）

23. 建立在库企业挂钩服务制度，各县市区、开发区加强与

企业的日常沟通联系，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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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好时不扰、难时出手”。（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

管委会）

24. 实施服务企业“百分之一工作法”，重点围绕技术、能源、

用工、物流、税费、融资等利润影响主要因素，更加精准有效推

动降本增效。适时召开“专精特新”专场企业座谈会。（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经信局、市发改委、市科技局、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25. 依托“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联盟、服务机构联盟、新经济

联合会以及企业联合会等，汇集一批全国知名服务平台或机构，

嵌入嫁接本市市场平台，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各类服务。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经信局、市发改

委、市科技局）

26.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企业开展全生命周期诊断，

开展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及股东（实际控股人）的体悟实训，吸引

全国性的各类论坛在芜湖举办，营造良好的氛围。（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经信局、市发改委、市科技局）

27. 完善“1+9+N”企业服务平台体系，支持公共服务平台、机

构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及入库企业提供技术创新、上市辅导、

数字化智能改造等公益服务。推动供应链市场营销创新模式，催

生培育生产性服务业。（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

会，市经信局、市发改委、市科技局）

28. 为每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配备一名服务专员，一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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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精准培育。开展“专精特新万企行”活动，对全部“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实地走访，依法依规为企业解决困难。（责任单位：各

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经信局）

四、保障措施

29.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五年行

动计划领导小组，加强对县市区、开发区“专精特新”发展工作的

指导，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奋力实现工作目标。各县市区、开发

区相应成立领导小组，负责挖掘优质企业，指导、组织和协调企

业朝“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合力推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

作。

30. 合力扶持促进发展。各部门要形成合力，共同做好“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作。科技部门要帮助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开展产学研合作，鼓励企业承担相关科技专项；执法部门要为培

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保护企业品牌、知识产

权，打击假冒、侵权行为；财政部门做好奖励资金保障工作；人

才部门要积极帮助企业引进急需人才；宣传部门要加强对“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的宣传力度，大力宣传企业和企业家创新发展、追求

卓越的典型事迹，引导更多的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31. 加强考核激励。建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考核机制，

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目标任务分解到各县市区、开发区，作为

市对各县市区、开发区工业经济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对任务完

成好的县市区、开发区在考核中予以加分。鼓励各县市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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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作激励机制。

32. 加强宣传引导。及时总结“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作

经验，树立一批全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标杆和典型，充分利

用网站、公众号等各类媒体，通过编印典型案例、组织企业学习

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专题宣传，引导和带动全市中小企业高质

量发展。

附件：1. 全市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目标任务分解表

2. 芜湖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五年行动计划领

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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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市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目标任务分解表
单位：户

县市区 2022-2025年苗
圃企业数目标

2021年末市级“专
精特新”企业数

2022年末市级
“专精特新”企业
数目标

2023年末市级
“专精特新”企业
数目标

2024年末市级
“专精特新”企
业数目标

2025年末市级
“专精特新”企
业数目标

全市 1200 391 467 544 625 700

无为市 158 56 64 72 82 89

南陵县 110 28 34 39 44 49

镜湖区 10 5 5 6 7 8

鸠江区 170 55 69 83 96 109

弋江区 130 49 59 69 79 88

湾/区 201 54 68 82 96 107

繁昌区 155 40 45 51 59 68

经济技术开发区 188 74 89 104 120 136

三山经济开发区 78 30 34 38 42 46

注：苗圃企业数目标实行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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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芜湖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五年
行动计划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名单

组 长：姚 凯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常 拯 市政府副秘书长

瞿 辉 市经信局局长

成 员：高 文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董 亮 市发展改革委总工程师

李 兵 市教育局副局长

程世明 市科技局二级调研员

朱春建 市经信局副局长

王东祥 市财政局副局长

陆照海 市人社局副局长

崔 宏 市商务局副局长

李 红 市国资委副主任

王帮兰 市市场监管局二级调研员

李玉枝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四级调研员

张 蕾 市公管局二级调研员

马劲松 市投促中心副主任

李良国 市贸促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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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华春 市税务局副局长

刘 强 人行芜湖市中心支行副行长

许立新 中国银保监会芜湖分局副局长

邢 晖 市建投公司总经理

胡 艳 市民强担保集团副总经理

张 元 市人才集团副总经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经信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

作。市经信局朱春建同志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3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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