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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 

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市直及上级驻石有关单位，市属有关国有企业：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石狮市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若

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1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狮政办〔2020〕2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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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在遵照执行省、

泉州市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一二三产业“百千”增

产增效行动、深化服务民营企业“三个一百”活动等相关政策文

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支持我市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抓实强链补链 

（一）开展产业攻坚年活动。紧抓供应链重塑窗口期，以制

造业提质和服务业提升专项行动为抓手，聚焦纺织服装产业、智

能制造产业、海洋食品产业等重点产业，突出质量、效率、动力

变革，抓龙头企业带动大中小企业协同，抓产业协作促进上下游

贯通，抓关键替代维护供应链稳定。（责任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局、

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商务局、交通和港口发展局、文化体育和

旅游局、大数据管理局） 

（二）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完善招商选资制度，市领导带

队组建招商小组，各镇（街道）、高新区成立招商引资工作专班。

围绕智能制造、新型材料、光子技术等领域，持续引进一批延链、

补链、扩链、强链型的高新项目。〔责任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局、

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商务局、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各镇（街道）、

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二、加大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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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帮扶企业纾困解难。积极对接首期 100 亿元贷款额度

的省中小微企业纾困专项资金，及时纾解中小微企业面临的暂时

性流动困难。用好兴业银行 10 亿元额度综合金融服务，重点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资金周转困难以及满足企业长远发展的资金需求。

充分发挥市行业转贷周转基金作用，为企业提供资金周转服务。

（责任单位：市金融工作局、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石狮市支行、

泉州银保监分局石狮监管组） 

（二）做大供应链金融。鼓励供应链公司对接“中征应收账

款融资服务平台”或银行业金融机构自建的供应链融资平台，利

用订单、仓单、应收账款、产成品质押等模式，加大对有订单、

有实际贸易背景的制造业企业资金支持力度，力争全年供应链新

增业务 10 亿元。国有供应链公司月利息费用降低至 0.6%，优惠

期限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责任单位：市金融工作局、财政局、

福建石狮国有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提升金融服务水平。设立金融服务专线，协调解决中

小微企业续贷、转贷、增贷中存在的问题。提升完善石狮市小微

融资对接平台功能和机制，发挥线上金融服务作用，开展线下银

企对接活动，每月组织一次分行业、分类别的金融沙龙活动。组

织辖区内银行行长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民营、小微企业开展走访

活动，制定一对一帮扶措施，力争全年走访企业达 500 家次以上。

（责任单位：市金融工作局、中国人民银行石狮市支行） 

三、力促增产增效 

（一）加快项目建设。投资建设项目所有行政审批事项压缩



— 4 — 

审批时限50%，在不影响审批主体条件的情况下采用告知承诺制，

实行容缺受理，力促项目早开工、早投产。对按合同约定时限完

成全部投资并建成投产，且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 200 万元/亩的制

造业项目，或投资强度达 150 万元/亩的现代物流项目，按每平方

米建筑面积 75 元的标准予以补助，容积率均按基准容积率 2.0 计

算；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超过 300 万元/亩的，在上述补助基础上追

加 50%的补助。（责任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局、工业信息化和科

技局、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 

（二）推进技术提升。采取超额累进补助方式鼓励制造业规

上企业加快技改提升步伐，其中：服装成衣制造规上企业当年度

成衣生产设备投入 100 万元（含）至 2000 万元的部分、超过 2000

万元（含）的部分，分别按设备购置额的 20%、30%予以补助；

其他制造业规上企业当年度生产设备投入 1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的部分、500 万元（含）至 1000 万元的部分、1000 万元（含）

至 2000 万元的部分、超过 2000 万元（含）的部分，分别按设备

购置额的 6%、15%、20%、30%予以补助；单家企业当年度最高

补助不超过 3000 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发

展和改革局） 

（三）培育创新群体。对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给予奖励

40 万元，重新认定或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奖励 10 万元。省

级及以上孵化器（众创空间）的孵化毕业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连续 3 年每年经济贡献超过 50 万元或 3 年累计经济贡献超

过 150 万元并落地我市的，在毕业当年奖励 20 万元。对命名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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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创新型企业”“福建省创新型企业”的，分别给予奖励 50 万元、

20 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 

（四）加强稳岗支持。开展全市企业单位用工情况摸底调查，

定期汇总全市基本用工动态信息，发挥共享员工服务平台作用，

做好用工对接服务，落实兑现招用高校毕业生、吸纳失业人员、

稳岗返还等各项用工政策。综合我市紧缺急需职业工种、产业发

展所需技能人才等要素，向有培训资质的培训机构整建制购买就

业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项目，重点推进电子商务、家政服务、纺

织鞋服等行业职业培训，到 2020 年底至少完成各类补贴性培训

5000 人次。（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四、助力市场开拓 

（一）加快打造网红城市。实施“一十百千万”发展计划（打

造一个网红城市、十个直播基地、百个网红直播机构、千家供货

商、万个直播商铺），帮助企业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培育做大电商

商贸企业，限上电商商贸企业纳税信用合格且达到 B 级以上（含

B 级），当年度经济贡献 50 万元以下、5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

100 万元以上（含）的，分别按地方经济贡献新增部分 50%、80%、

100%予以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二）推动外贸稳健发展。在全省推广共享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模式，拓展“买全国、卖全球”的外向型商贸新格局。用

足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保和财政贴息等政策，引导外贸企业线

上洽谈接单，帮助企业稳住海外市场和订单。力争 2020 年再引导

培育 15 家海关一般认证出口企业、30 家自营出口企业，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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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保覆盖面扩大到 100 家企业。（责任单位：市商务局，泉州海关

驻石狮办事处） 

（三）优化专业市场布局。完善中国石狮国际商贸城发展规

划，推进东南亚采购集散中心、国际贸易综合市场等市场采购贸

易外贸综合服务项目建设。做好国际食品城招商工作，实施预包

装食品集货监管模式，进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推进预包装食品大

出、快出，激活食品出口活力。（责任单位：市商务局、泉州海关

驻石狮办事处、福建石狮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实行梯度培养 

（一）推动市场主体规范提升。引导个体工商户转为企业，

简化“个转企”程序，对“个转企”过程中办理变更手续所需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给予相应减免，实行免费刻印公章、免费复印材

料、免费邮寄营业执照等措施。重点培育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至

2000 万元的小微企业加快成长为规模以上企业，对当年度新增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予以一次性 2 万元补助。（责任单位：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统计局、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行政服务中心管委

会） 

（二）推动后备企业上市融资。按照“培育一批、辅导一批、

申报一批、挂牌上市一批”的工作思路，建立并及时调整充实上

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和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完

成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奖励 50 万元；上市后备企业成功上

市的，奖励 500 万元；挂牌后备企业成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新三板）挂牌的，奖励 200 万元；在海峡股权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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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的，奖励 30 万元。（责任单位：市金融工作局） 

六、强化服务保障 

（一）畅通政企沟通渠道。积极推广宣传“政企直通车”、

网上办事大厅、闽政通 APP、12345 热线等企业服务平台，提供

惠企政策制定咨询解读、企业项目申报、诉求反映办理等服务。

贯彻落实福建省深化服务民营企业“三个一百”活动，重点抓好

我市列入泉州市一二三产业“百千”增产增效行动制造业重点扶

持企业名单的 96 家企业（详见附件）跟踪服务工作。〔责任单位：

市直各有关单位、各镇（街道）、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二）发挥协调机制作用。充分发挥石狮市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综合协调作用，定期研究中小企业发

展工作，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在建设完善工业经济运行调度

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中小企业运行监测、统计分析、预测预警机

制。〔责任单位：市直各有关单位、各镇（街道）、石狮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所涉及的资金奖补政策除特别标

注外，其余条款适用年限为 2020 年至 2022 年。 

 

附件：泉州市一二三产业“百千”增产增效行动制造业重点

扶持企业名单（石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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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泉州市一二三产业“ 百千” 增产增效行动 
制造业重点扶持企业名单（石狮部分）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 

镇（街道） 

1 旺仔服饰（福建）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湖滨街道 
2 福建石狮市福盛鞋业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湖滨街道 
3 石狮市新兰仔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纺织鞋服 凤里街道 
4 石狮市年发工贸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凤里街道 
5 石狮市大帝集团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宝盖镇 
6 福建金苑服饰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宝盖镇 
7 石狮市七彩虹植绒印花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宝盖镇 
8 石狮市猛童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宝盖镇 
9 石狮市伊尼斯服饰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宝盖镇 
10 福建省石狮市华联服装配件企业有限公司 五金辅料 宝盖镇 
11 福建和益塑胶有限公司 纸业印刷 宝盖镇 
12 卡宾服饰（中国）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宝盖镇 
13 石狮市星港塑胶包装有限公司 印刷包装 宝盖镇 
14 泉州市圣吉奥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宝盖镇 
15 石狮市季季乐服装织造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宝盖镇 
16 石狮市益盛化纤织造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宝盖镇 
17 石狮市豪宇服饰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宝盖镇 
18 石狮市新梭成龙织造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宝盖镇 
19 石狮市炎英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印刷包装 宝盖镇 
20 华飞（中国）服饰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宝盖镇 
21 喜盈盈（福建）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灵秀镇 
22 石狮市中星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灵秀镇 



— 9 —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 

镇（街道） 

23 石狮市赛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灵秀镇 
24 福建战地吉普户外服饰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灵秀镇 
25 斯得雅（中国）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灵秀镇 
26 时尚森吧（福建）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灵秀镇 
27 爱登堡（中国）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灵秀镇 
28 福建省石狮市通达电器有限公司 智能硬件 蚶江镇 
29 福建汇龙化纤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蚶江镇 
30 福建永信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装备 蚶江镇 
31 石狮市科达电器有限公司 智能硬件 蚶江镇 
32 石狮市汇星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装备 蚶江镇 
33 石狮市信和针织服装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蚶江镇 
34 石狮市华颐五金工艺有限公司 其他轻工 蚶江镇 
35 石狮市富华纺织发展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蚶江镇 
36 石狮市群利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硬件 蚶江镇 
37 石狮市百隆包装有限公司 纸业印刷 蚶江镇 
38 福建万弘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鸿山镇 
39 福建中科光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信息 鸿山镇 
40 福建中益制药有限公司 其他轻工 鸿山镇 
41 福建省安元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技术 鸿山镇 
42 石狮市凌峰漂染织造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鸿山镇 
43 福建协盛协丰印染实业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鸿山镇 
44 冠宏股份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鸿山镇 
45 石狮市振富针纺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装备 鸿山镇 
46 石狮市新祥华染整发展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鸿山镇 
47 福建省佳峰展示道具有限公司 其他轻工 鸿山镇 
48 泰鑫化纤(中国)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鸿山镇 
49 福建新力元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光电技术 鸿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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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所在 

镇（街道） 

50 美佳爽（中国）有限公司 纸业印刷 鸿山镇 
51 福建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轻工 鸿山镇 
52 石狮市龙兴隆染织实业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锦尚镇 
53 泉州鹏泰服饰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锦尚镇 
54 石狮市万峰盛漂染织造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锦尚镇 
55 福建恒春织造有限公司 其他轻工 锦尚镇 
56 石狮市鸿峰环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其他轻工 锦尚镇 
57 福建省海兴凯晟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锦尚镇 
58 福建省金豪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锦尚镇 
59 石狮市宏兴染整织造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锦尚镇 
60 石狮市港溢染整织造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锦尚镇 
61 福建石狮晨光化纤染织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锦尚镇 
62 石狮市三益织造染整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锦尚镇 
63 石狮华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锦尚镇 
64 源鑫化纤（福建）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锦尚镇 
65 石狮豪宝染织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祥芝镇 
66 石狮市新华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祥芝镇 
67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其他轻工 祥芝镇 
68 福建泓一实业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祥芝镇 
69 石狮市华宝明祥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祥芝镇 
70 福建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祥芝镇 
71 石狮市利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祥芝镇 
72 福建省石狮市富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印刷包装 祥芝镇 
73 福建省富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硬件 祥芝镇 
74 石狮市华宝海洋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生物科技 祥芝镇 
75 石狮禾宝纺织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祥芝镇 
76 石狮市鑫隆针织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装备 祥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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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石狮市展耀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祥芝镇 
78 森宝（福建）纺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祥芝镇 
79 石狮申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祥芝镇 
80 石狮锦煌昌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祥芝镇 
81 石狮佳南热熔胶有限公司 印刷包装 祥芝镇 
82 长发其祥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祥芝镇 
83 福建振荣水产品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祥芝镇 
84 通球（福建）水产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祥芝镇 
85 石狮市青灿兴五金工艺品有限公司 五金辅料 祥芝镇 
86 福建华绿纸业有限公司 纸业印刷 祥芝镇 

87 福建飞通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 

信息技术 
永宁镇 

88 石狮市正源水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永宁镇 
89 石狮市北记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永宁镇 
90 石狮黎祥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永宁镇 
91 石狮海星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永宁镇 
92 福建洋洋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永宁镇 
93 福建省炎英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纸业印刷 永宁镇 
94 李宁（福建）羽毛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体育用品 永宁镇 
95 福建省三源兴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纺织鞋服 永宁镇 
96 泉州市品上展示货架有限公司 其他轻工 永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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