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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长春新区后疫情时期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九条的通知 

 

各开发区管委会，管委会各委、办、局，各市直派驻机构： 

现将《长春新区后疫情时期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九条》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长春新区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长春新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长新管发﹝202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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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新区后疫情时期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九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要求，以强有力的政策组合拳减轻疫情影

响，助力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特出台长春新区后疫情时期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九条措施。 

1．“政采贷”助力参与政府采购竞争。中标长春新区政府

采购项目的中小微企业，可根据采购合同等资料，向有关银行申

请中标金额 90%以内的贷款。（责任单位：财政局、金融办） 

2．推动企业业务系统云化部署。列支 1000 万元，对购买使

用华为云服务开展软件开发、动漫渲染业务的中小微企业，给予

资源补贴。（责任单位：科技局、高新区管委会） 

3．补贴小微企业研发成本。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根据研发

投入给予 3%的研发费用补助，每家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责任

单位：科技局、财政局、各开发区管委会） 

4．吸引优质高科技小微企业。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行业

技术国内领先的初创或域外引入企业，依据企业实际需求，可申

请指定区域的免费办公场所。（责任单位：科技局、各开发区管

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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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小微贷款企业签订专利评估

服务合同并得到银行放贷后对评估费按照 50%给予补助，每家企

业可获得的评估费补助最高不超过 3 万元。（责任单位：科技局） 

6．补贴融资担保成本。对于为新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

保服务的担保机构给予风险补贴，补贴金额为实际发生贷款额的

1%，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责任单位：金融办、财政局） 

7．实施部分税收减免。因疫情影响遭受重大损失，缴纳房

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企业，依法办理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责任单位：税务局） 

8．支持中小企业晋档升级。对新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直报的

工业和重点服务业企业，并在首个完整统计年度实现同比增长

10%的，给予企业 20 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发改工信局、统

计局、各开发区管委会） 

9．鼓励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对于区内新注册的跨境电商中

小微企业和原有外贸企业成功转型成为跨境电商的中小微企业，

且线上进出口额达到 30 万美元的，一次性奖励 5 万元。（责任

单位：商务外事局） 

以上政策措施适用于符合国家统计局出台的《统计上大中小

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统字﹝2017﹞213 号）文件规

定，且注册、税务及统计关系在长春新区的中小微企业，自印发

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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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政策的同类事项，按最优惠的政策执行，不重复执行。

中央、省、市出台相关支持政策，遵照执行。 

 

附件：长春新区后疫情时期助力中小微企业九条专项措施 

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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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长春新区后疫情时期助力中小微企业九条专项措施汇总表 

序号 政策条文 制定依据 
资金测算

（万元） 
备注 

1 

“政采贷”助力参与政府采购竞争。中标
长春新区政府采购项目的中小微企业，可
根据采购合同等资料，向有关银行申请中
标金额 90%以内的贷款。 

依据《长春新区财政局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
关工作的通知》（长新财字﹝2019﹞107 号）中第八条 

不占用此次
预算金额 

  

2 

推动企业业务系统云化部署。列支 1000
万元，对购买使用华为云服务开展软件开
发、动漫渲染业务的中小微企业，给予资
源补贴。 

工信部《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
产共渡难关有关工作的通知》（工信明电﹝2020﹞14 号）第四
点第 14 条.支持企业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推动中小企业业务
系统云化部署”。 
长春新区与华为集团签订的协议 

不占用此次
预算金额 

  

3 
补贴小微企业研发成本。对科技型小微企
业，根据研发投入给予 3%的研发费用补
助，每家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北京市《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
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科技型小微企业，根据研
发投入实际情况，给予每家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的研发费用补
助。《关于新时期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创新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国科发区﹝2019﹞268 号）第三条第 6 点： 加大财
政资金支持力度。通过国家科技计划加大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
的支持力度，调整完善科技计划立项、任务部署和组织管理方
式，对中小企业研发活动给予直接支持。 

350 

现有政策主要补
给大、中型企业。
拟按 2020 年整年
度进行补助，政策
受理将在 2021 年
1 月份，兑现时间
为 2021 年 2 月底
或 3 月初，因此无
法准确列入 2021
年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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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政策条文 制定依据 
资金测算

（万元） 
备注 

4 

吸引优质高科技小微企业。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行业技术国内领先的初创或域外
引入企业，依据企业实际需求，可申请指
定区域的免费办公场所。 

依据《长春新区管理委员会与吉林省国科创新孵化投资有限公
司关于中国科学院（吉林）科技产业创新平台项目之合作协议
书》 

不占用此次
预算金额 

  

5 

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小微贷款企业
签订专利评估服务合同并得到银行放贷后
对评估费按照 5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可
获得的评估费补助最高不超过 3 万元。 

吉林省科技厅《关于印发<吉林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第 25 条“企业签订专利评估服务合同并得
到银行放贷后对评估费按照 5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可获得的
评估费补助最高不超过 3 万元” 。 

100   

6 

补贴融资担保成本。对于为新区中小微企
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担保机构给予风险
补贴，补贴金额为实际发生贷款额的 1%，
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吉林省融资担保机构降费奖补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吉财金﹝2019﹞841 号）第八条第一
项“担保业务奖励。对上一年度小微企业年化担保费率达到 2%
及以下且新增小微企业年化担保总额不低于 2000 万元的融资
担保机构给予一定奖励”。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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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政策条文 制定依据 
资金测算

（万元） 
备注 

7 

实施部分税收减免。因疫情影响遭受重大
损失，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
困难的企业，依法办理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困难减免。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关于认真落实
支持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吉税财行便函﹝2020﹞
2 号）第二 条第 2 点“因疫情影响遭受重大损失，缴纳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企业，依法办理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困难减免”。 

不占用此次
预算金额 

  

8 

支持中小企业晋档升级。对新纳入规模以
上统计直报的工业和重点服务业企业，并
在首个完整统计年度实现同比增长 10%
的，给予企业 20 万元奖励。 

《中共长春长春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实施
意见》（长发﹝2016﹞26 号）第四条推动中小加快发展。“鼓
励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升级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首次入规的
工业企业给予 20 万元奖励”。 

300   

9 

鼓励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对于区内新注册
的跨境电商中小微企业和原有外贸企业成
功转型成为跨境电商的中小微企业，且线
上进出口额达到 30 万美元的，一次性奖励
5 万元。 

《中国（长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
则》（三）鼓励传统型企业利用跨境电商转型发展。引导传统
制造企业和具备进出口经营权的商贸流通企业，利用各类跨境
电商第三方线上功能平台，拓展跨境电商 B2B 出口业务，打通
国际市场渠道。对在知名跨境电商平台上开展 B2B 出口业务的
企业，按照平台注册费或推广费的一定比例给予资金支持，总
额不超过 10 万元。（六）鼓励跨境电商小微企业创业。引导
具备进出口经营权的小微企业，在跨境电商地方公共服务平台
上注册备案和自主创业。对首年度成交额达 10 万美元以上的
小微企业，给予不超过 2 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 

50   

注：共 9条措施，新增预算金额 9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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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新区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1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