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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衢市科发高〔2018〕25号 
 

 

关于印发深入推进“双百”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登高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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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双百”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登高计划”实施方案 

 

根据《中共衢州市委关于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奋力推进“两山”实践示范区和美丽富饶

“大花园”建设的决定》（衢委发〔2018〕2 号）和《衢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创新驱动加快绿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试行）》（衢政发〔2017〕46 号）精神，为进一步加快“活

力新衢州、美丽大花园”建设，努力把衢州建设成为全省经济

发展新的增长点，现就深入推进新一轮（2018-2020 年）“双

百”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登高计划”（其中市区 100 家，龙游县、

江山市、常山县、开化县共 100 家），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按照“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要求，重点对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区和各县（市）各选择 100 家左右的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建立“登高计划”培育库。市区培育库由 50

家初创期科技型中小微企业、30 家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业、

20 家壮大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构成。根据入库企业所处不同的

发展阶段，以需求为导向，开展梯度培育、分类指导、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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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打造一个初创期快速成长、成长期快速壮大、壮大期

快速成为行业龙头标杆企业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新格

局。 

二、培育目标 

（一）合力扶持初创期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快速成长。 

选择创办 5年内或产值 3000万元以下的 50家入库企业，

在科技创新券、科技金融合作贷款、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

转化等方面，予以精准帮扶、个性化服务，鼓励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成长为市级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企业研发机构建设；

努力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氛围，激励各类人才创业创新，新

办一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以产业为导向，引进培育一批补

链强链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到 2020 年，力争 50%以上入库企业进入成长期（营收

规模超过 3000 万元），50%以上企业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80%以上企业成为市级高新技术企业。（责任单位：市

科技局、市经信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衢州绿色产

业集聚区、柯城区政府、衢江区政府） 

（二）全力引导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快速壮大。 

指导入库的 30 家企业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支持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开展行业关键技术协同攻关，鼓励企业依靠

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建设企业

研发机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对入库企业在

研发机构建设、科技计划项目、产学研合作与成果转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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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金融合作贷款、知识产权质押、创新引导基金等方面，予

以重点支持，解决制约企业快速成长的瓶颈问题。 

到 2020 年，力争 50%以上企业进入壮大期（营收规模

达到 1 亿元），80%以上企业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80%

以上企业建立研发机构。（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经信委、

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柯城区政

府、衢江区政府） 

（三）强力推进壮大期科技型企业再上新台阶。 

对 20 家入库亿元以上企业，在关键技术协同攻关、重

点企业研究院建设、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产业基金注入、上

市融资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引导鼓励企业依靠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抢占技术制高点和市场话语权，成为区域龙头

标杆企业；推动入库的企业加快股份制改造，理顺产权关系，

实现规范化管理，引导企业利用资本市场整合资源、并购重

组，推进一批企业在主板、新三板、创业板等资本市场上市。 

力争到 2020 年，50%以上入库企业成为行业骨干标杆企

业，90%以上企业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0%以上企业

建立企业研究院，20%以上企业成功上市。（责任单位：市

经信委、市金融办、市科技局、市商务局、衢州绿色产业集

聚区、柯城区政府、衢江区政府）。 

三、工作机制 

（一）建立培育库动态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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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入库企业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对入库企业

进行动态评估，对升级为龙头骨干企业的，转入重点培育，

对持续创新活力不足、经营不善、培育潜力不大的企业，移

出科技型企业动态培育库。对新创办、新引进的优质科技型

企业，确保入库企业的有机更新。 

（二）建立企业科技特派员团队制度。 

从衢州学院、衢职院等单位选派一批优秀专业技术人

才，组建若干个企业科技（知识产权）特派员团队，结对帮

扶企业，在科技政策宣传、挖掘技术难题、项目包装、工艺

革新、技术培训、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市场推广、知识产

权保护等方面提供精准服务；开展优秀特派员团队评选活

动，对优秀的科技特派员及团队进行表彰奖励。每年安排一

定经费用于支持“登高计划”实施，对企业科技特派员团队成

员与企业联合申报的“双百登高计划”项目，给予优先立项、

重点支持。 

（三）建立企业家培训制度。 

根据企业的不同成长阶段的需求，组织企业家外出考察

对接、学习培训，进一步拓宽企业家的视野，提高企业家的

综合素质；举办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科技政策解读、创新平

台建设等专业培训班，进一步提高企业技术升级、管理转型

的能力；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培训班，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创

业辅导、产业发展分析、专业技术技能培训、上市辅导等个

性化服务，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团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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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企业家的考察对接、学习培训费用，由市财政统一安排。 

（四）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每年举办若干个细分产业发展高峰论坛，邀请国内外知

名企业家、科学家与业界领导参会，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开

展以会招商、以商招商、科技招商；根据细分产业需求，举

办专业技术讲座，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解析行业共性技术和

最新科技成果，为细分产业发展问诊把脉；有针对性的组织

企业小分队，参加国内外技术展会，走访中科院过程所、上

海有机所、西安交大等高校院所，进行技术、项目、人才的

对接、交流，提高技术对接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保障。 

建立“双百”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培育发展的协同机制，成

立市区“双百”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登高计划”工作领导小组，

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市科技局、市经信委、市金融办、

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质监局、衢州绿色

产业集聚区、衢州学院、衢职院、柯城区政府、衢江区政府

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科技局。 

（二）加强市县联动。 

各县（市）政府要加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培育发展的领

导，参照市区行动方案，制定“双百”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登高

计划”方案，并切实加以落实。对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进行分类指导，精准服务，依靠创新驱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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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引进培育与发展。 

（三）明确责任考核。 

将“双百”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登高计划”专项行动纳入县

（市、区）、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及市级相关部门的年度考

核，强化工作责任；企业科技特派员团队工作表现由所在企

业评价，评价结果纳入所在单位的年度考核；营造市区联动、

部门协同、责任到位的“双百”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引进培育发

展的良好氛围。 

 

附件 1：县（市）百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登高计划”目

标任务分解表 

2：市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登高计划”培育库及企

业特派员团队分组表 

3：企业科技特派员团队组成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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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县（市）百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登高计划”目标任务分解表 

 

任务单位 龙游县 江山市 常山县 开化县 合计

培育企业数（家） 30 30 20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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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登高计划”培育库

及科技特派员团队分组表 
 

类型 序号 企业名称 区域 团队名称

1 浙江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数据 

2 浙江迪特西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控制 

3 衢州衢报传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 

4 浙江博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5 衢州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6 中科锂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能源一 

7 衢州荣强化工有限公司 新材料三 

8 中建材衢州金格兰石英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一

9 浙江迈尔工具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一

10 衢州森旺工贸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二

11 浙江精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智能汽车 

12 浙江凯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一 

13 衢州市中通化工有限公司 新材料二 

14 浙江西亚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三 

15 浙江佰雷科氟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四 

16 浙江凯沃化工有限公司 智能环保 

17 浙江索克化工有限公司 新材料四 

18 衢州飞瑞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新材料二 

初 

 

创 

 

期 

19 衢州万电电气有限公司 

市 

 

本 

 

级 

智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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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衢州果源康品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21 衢州市硕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智能汽车 

22 金瑞泓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新材料一 

23 浙江创世雷博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二 

24 浙江富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四 

25 衢州聚隆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新能源二 

26 浙江天硕氟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三 

27 衢州佰强新材料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新能源一 

28 浙江森日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一 

29 浙江置正有机硅有限公司 新材料二 

30 浙江衢州永正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市 

 

本 

 

级 

新能源一 

31 衢州市霸龙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智能汽车 

32 衢州胜帮纸桶制造有限公司 特种纸 

33 浙江老树根油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食品 

34 衢州福锐特机械有限公司 新能源一 

35 衢州市晨龙五金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制造二

36 浙江多力塑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三 

37 衢州市鼎邦钢桶设备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二

38 衢州市三诚化工有限公司 新材料三 

39 浙江五星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40 衢州市江川水力自控翻板闸门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二

初 

 

创 

 

期 

41 衢州佳农果蔬贸易有限公司 

柯 

 

城 

 

区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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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浙江吉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环保 

43 浙江龙财塑业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二

44 衢州业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一 

45 衢州市三易易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 

46 浙江民心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环保 

47 浙江广胜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能源一 

48 浙江东山广信数码印花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49 浙江彭胜文教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初 

 

创 

 

期 

50 浙江新农都实业有限公司 

衢 

 

江 

 

区 

大数据 

51 衢州胡涂硅有限公司 新材料三 

52 衢州台威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新能源一 

53 浙江邦成化工有限公司 新材料三 

54 浙江晶泰玻璃有限公司 新材料四 

55 衢州正邦有机硅有限公司 智能环保 

56 衢州建橙有机硅有限公司 新能源一 

57 衢州海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58 浙江启超电缆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59 衢州阿尔诺维根纸业有限公司 特种纸 

60 浙江永力达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二

61 浙江上洋机械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一

62 衢州鹏孚隆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一 

63 衢州峰仔食品有限公司 生物食品 

64 浙江巨香食品有限公司 生物食品 

65 浙江硕而博化工有限公司 新材料四 

66 浙江联能电气有限公司 大数据 

67 浙江中州硅业有限公司 新材料二 

成 

 

长 

 

期 

68 衢州顺络电路板有限公司 

市 

 

本 

 

级 

新能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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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浙江衢州杰晟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一 

70 浙江根根陶瓷有限公司 新材料一 

71 浙江嘉宝铝业有限公司 新材料二 

72 浙江福锐特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柯 

城 

区 
人工智能 

73 衢州耐佳特车业有限公司 智能汽车 

74 浙江尤尼威机械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一

75 衢州美安普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二

76 浙江福瑞科流控有限公司 智能控制 

77 浙江都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78 浙江中财管道衍生品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一

79 浙江日新电气有限公司 智能控制 

成 

 

长 

 

期 

80 浙江森拉特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衢 

 

江 

 

区 

智能制造二

81 浙江蓝苏氟化有限公司 新材料三 

82 衢州建华东旭助剂有限公司 新材料四 

83 浙江巨泰药业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84 浙江康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85 浙江健恒实业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一

86 浙江圣安化工有限公司 新材料四 

87 浙江梦家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壮 

 

大 

 

期 

88 衢州康鹏化学有限公司 

市 

 

本 

 

级 

新材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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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浙江衢州福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三 

90 浙江衢州硅宝化工有限公司 新材料四 

91 浙江置电非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一 

92 衢州市意美旭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控制 

93 浙江港都（含港诚）电子有限公司 

市 

本 

级 

集成电路 

94 浙江莎贝尔陶瓷有限公司 新材料三 

95 浙江衢州盛元文创印业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96 浙江省衢州格林特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新能源一 

97 浙江衢州联州致冷剂有限公司 

柯 

城 

区 
新材料二 

98 浙江海力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一

99 浙江志高机械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二

100 浙江夏王纸业有限公司 特种纸 

壮 

 

大 

 

期 

101 浙江圣效化学品有限公司 

衢 

江 

区 
新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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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企业科技特派员团队组成人员名单 
 

序号 团队名称 组成人员 备注

1 智能制造一 郑苏录* 堃、叶剑刚、余志林、毛 、周文（18806701663）  

2 智能制造二 肖俊建*、邓小雷、江海兵（15105708961）  

3 新材料一 吕  亮*、何明平、郦  聪（15924076253）  

4 新材料二 郑土才*、展喜兵、董振强（18892692341）  

5 新材料三 吕延文*、余建刚、赵俊华（18705700652）  

6 新材料四 冯晓亮*、雷  宏、刘国清（15857051811）  

7 特种纸 刘  文*、李鸿凯，史  贺（18305706496）  

8 新能源一 黄云龙*、李培江、廖东进、江月新（13511401921）  

9 新能源二 黄兰芳*、刘  佳、吴越超（13587019856）  

10 智能环保 程慎玉*、曾惠明、程海翔（15257055653）  

11 智能控制 吴  飞*、顾能华、雷冬阁（15906705136）  

12 人工智能 吕梅蕾*、江舒、姜春娣（18606818998）  

13 集成电路 王梦文*、柴国飞、刘江南（13625709057）  

14 大数据 王海伦*、张  露、黄  刚（18758999702）  

15 信息技术 余建军*、马文龙、江达飞（15067022037）  

16 智能汽车 巫少龙*、徐文俊、魏小华、罗方赞、张新星（15868457892）  

17 生物医药 葛承胜*、冯敬骞、胡高波、李  杰（13732516383）  

18 生物食品 祝华明*、雷美康、叶有标、祝子铜、张旭（18268979979）  
注：组成人员带*号的为组长；绿色产业集聚区联系人：朱玲娟 13357028016；

柯城区科技局联系人：朱燕秋 18967000668；衢江区科技局联系人：郑海峰

13567009479。 

 

  衢州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1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