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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揭阳市 2020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及小微企业工业企业

上规模发展）项目计划汇总表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支持金额

（万元）
所属县区 备注

一、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项目（第一批：按每家 20万元）

1 榕城区工业信息

化和商务局

促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项目
940 榕城区

新升规 47家
（申报 48家，

其中 1家因存

在其他项目尚

未验收，暂不

进行奖补）

2 揭东区工业信息

化和科技局

促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项目
600 揭东区 新升规 30家

3 普宁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

促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项目
540 普宁市 新升规 27家

4 惠来县工业和信

息化局

促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项目
60 惠来县

新升规3家（申

报 4家，因 1
家税务注销不

予奖补）

5 揭西县工业信息

化和科技局

促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项目
80 揭西县 新升规 4家

6 空港经济区工业

信息化和科技局

促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项目
720 空港经济区

新升规 36家
（申报 37家，

其中 1家因存

在其他项目尚

未验收，暂不

进行奖补）

7 揭阳产业园工业

信息化和科技局

促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项目
160 揭阳产业园 新升规 8家

8 揭阳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
工作经费 20 市直 按 0.6%计提

合计 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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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支持金额

（万元）
所属县区 备注

二、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项目（按贴息比例 15.65%进行补助）

1 揭阳市宏光镀膜玻

璃有限公司
贷款贴息 35.29 榕城区

2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

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贴息 13.61 揭东区

3 揭阳市纳盛荣服装

有限公司
贷款贴息 2.78 揭东区

4 广东热金宝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贷款贴息 81.64 揭东区

5 揭阳市华龙易拉盖

有限公司
贷款贴息 22.53 揭东区

6 广东中穗纸品有限

公司
贷款贴息 15.77 揭东区

7 广东越群海洋生物

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贷款贴息 32.6 揭东区

8 广东乐尔康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贴息 3.5 普宁市

9 普宁市名蝶织造有

限公司
贷款贴息 0.54 普宁市

10 普宁市辉华裕织造

制衣有限公司
贷款贴息 1.75 普宁市

11 揭阳市库伟实业有

限公司
贷款贴息 15.42 揭阳产业园

12 广东金亨制罐有限

公司
贷款贴息 11.57 空港经济区

合计 237

三、“创客广东”创业创新大赛项目

1
广东朝启创新创

业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2020年“创客广东”
揭阳市创新创业大

赛

30 榕城区

合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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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揭阳市 2020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促
进民营经济及小微企业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

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项目汇总表

序号 2019年度新上规企业名称 所属县区 备注

1 揭阳市宏乙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2 揭阳市宏安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3 揭阳市嘉美达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4 揭阳市嘉美欣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5 揭阳市聚鑫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6 揭阳市骏源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7 揭阳市宝盈实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8 揭阳市金丰汇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9 揭阳市金骏利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10 揭阳市进通实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11 揭阳市美纳特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12 揭阳市钦鸿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13 广东戴德恩实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14 揭阳市金田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15 揭阳市兴佳锦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16 揭阳市兴骏达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17 揭阳市粤顺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18 揭阳市森达塑胶有限公司 榕城区

19 揭阳市佳捷塑胶有限公司 榕城区

20 揭阳市炜成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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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揭阳市润嘉利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22 揭阳市格莱德塑胶有限公司 榕城区

23 揭阳市喜来登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24 揭阳市莱美兴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25 揭阳市建大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26 揭阳市佳佳美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27 揭阳市百隆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28 揭阳市胜诺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29 揭阳市金百易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30 揭阳市佳必盛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31 揭阳市顺风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榕城区
因存在其他项目尚未

验收，暂不进行奖补

32 揭阳市高迪塑胶有限公司 榕城区

33 揭阳市汇创塑胶有限公司 榕城区

34 揭阳市东扬塑胶有限公司 榕城区

35 揭阳市锦海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36 揭阳市恒粤实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37 揭阳市欧博实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38 揭阳市顺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榕城区

39 揭阳市恒裕工艺品实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40 揭阳市盛洲酱油有限公司 榕城区

41 揭阳市富奇得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42 揭阳市同力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榕城区

43 揭阳市美琪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44 揭阳市楷旭服装有限公司 榕城区

45 揭阳市明艺纺织有限公司 榕城区

46 揭阳市博远玩具有限公司 榕城区

47 揭阳市顺加鞋业有限公司 榕城区

48 揭阳市淡浦食品有限公司 榕城区

49 广东莱格斯实业有限公司 揭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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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广东胜为实业有限公司 揭东区

51 揭阳市揭东鑫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揭东区

52 揭阳市优耐讯科技有限公司 揭东区

53 广东美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揭东区

54 揭阳市佳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揭东区

55 揭阳市天乐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揭东区

56 揭阳市揭东区东升合板有限公司 揭东区

57 揭阳市赛维尓服装有限公司 揭东区

58 揭阳市金盈科技有限公司 揭东区

59 揭阳市利源混凝土有限公司 揭东区

60 揭阳市恒莉达服装有限公司 揭东区

61 揭阳迈德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东区

62 揭阳市骏龙家具有限公司 揭东区

63 揭阳市蓥峰茗茶业有限公司 揭东区

64 揭阳市纳盛荣服装有限公司 揭东区

65 揭阳市东远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东区

66 揭阳市冠宇毛织有限公司 揭东区

67 广东合润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揭东区

68 揭阳市鹏顺木业有限公司 揭东区

69 揭阳市锦嘉木业有限公司 揭东区

70 揭阳市尖峰茶业有限公司 揭东区

71 绿源环保有限公司 揭东区

72 揭阳市金浚兴实业有限公司 揭东区

73 揭阳市润茂混凝土有限公司 揭东区

74 欧晟绿色燃料（揭阳）有限公司 揭东区

75 揭阳市百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揭东区

76 广东保绿泰华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揭东区

77 揭阳市鹰之印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揭东区

78 揭阳市昭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揭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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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广东恒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普宁市

80 普宁市卓尊制衣有限公司 普宁市

81 普宁市澳亚服饰有限公司 普宁市

82 普宁市雅利惠制衣有限公司 普宁市

83 普宁市辉华裕织造制衣有限公司 普宁市

84 普宁市金福来纺织有限公司 普宁市

85 普宁市俊盛纺织有限公司 普宁市

86 普宁市友丽盛织造有限公司 普宁市

87 普宁市永晟隆制衣有限公司 普宁市

88 普宁市名蝶织造有限公司 普宁市

89 普宁市新华捷建材有限公司 普宁市

90 普宁市慎宗印刷有限公司 普宁市

91 普宁市杰润混凝土有限公司 普宁市

92 通宝电缆有限公司 普宁市

93 广东新红枫电缆有限公司 普宁市

94 普宁市占陇南发服装厂（普通合伙） 普宁市

95 普宁市柏美织造有限公司 普宁市

96 广东康明达实业有限公司 普宁市

97 揭阳市固建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普宁市

98 普宁市粤新楼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普宁市

99 普宁市欣发制衣有限公司 普宁市

100 广东九安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普宁市

101 普宁市信立制衣有限公司 普宁市

102 普宁市腾鹏电器有限公司 普宁市

103 普宁市金编织造有限公司 普宁市

104 普宁市鹏润混凝土有限公司 普宁市

105 广东思普线缆实业有限公司 普宁市

106 揭西县崇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揭西县

107 揭阳市炫胜电缆有限公司 揭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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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揭西县宝讯电缆有限公司 揭西县

109 广东金龙兴电缆实业有限公司 揭西县

110 惠来县名胜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惠来县 税务注销不予奖补

111 惠来县金宏宇混凝土有限公司 惠来县

112 惠来县长荣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惠来县

113 揭阳市中委鸿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惠来县

114 揭阳市恒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园

115 揭阳市千丝雅服装有限公司 产业园

116 揭阳市宏源针织有限公司 产业园

117 揭阳市佳得利服饰有限公司 产业园

118 揭阳市宏心织造有限公司 产业园

119 揭阳市顺展木业有限公司 产业园

120 揭阳市润吉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产业园

121 揭阳市恒达线材实业有限公司 产业园

122 揭阳市达泰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空港区

123 揭阳市捷通混凝土实业有限公司 空港区

124 揭阳市新恒辉石材实业有限公司 空港区

125 广东富利盛仿生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空港区
因存在其他项目尚未

验收，暂不进行奖补

126 揭阳空港区宏山石业有限公司 空港区

127 揭阳市联华家具有限公司 空港区

128 中量电器实业（广东）有限公司 空港区

129 揭阳申泰混凝土有限公司 空港区

130 广东新星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空港区

131 揭阳市勋功实业有限公司 空港区

132 广东三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空港区

133 揭阳市臻泰塑胶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空港区

134 揭阳市锋发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空港区

135 揭阳市金来宝塑胶有限公司 空港区

136 揭阳市铭艺服装有限公司 空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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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揭阳市三大塑胶厂有限公司 空港区

138 揭阳市天美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空港区

139 揭阳市富泓实业有限公司 空港区

140 揭阳市群馨玩具有限公司 空港区

141 揭阳市辉科电器有限公司 空港区

142 揭阳市恩信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空港区

143 揭阳市铭宸工贸有限公司 空港区

144 揭阳市恩乐斯塑胶有限公司 空港区

145 揭阳市亨美塑胶玩具有限公司 空港区

146 揭阳市润德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空港区

147 揭阳空港经济区辉瑞塑料有效公司 空港区

148 广东霸力电器有限公司 空港区

149 揭阳市雅腾塑胶电器有限公司 空港区

150 揭阳市瑞羽服装有限公司 空港区

151 揭阳市永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空港区

152 揭阳市宝丽斯针织有限公司 空港区

153 揭阳市康雅莉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空港区

154 揭阳市雅干玩具有限公司 空港区

155 揭阳市晟发塑料有限公司 空港区

156 揭阳市永盛兴玩具有限公司 空港区

157 揭阳市西关鞋业有限公司 空港区

158 揭阳市信雅通塑胶有限公司 空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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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民营经济及中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

揭阳市任务清单

序号
“财政事权”

名称

“政策任务”名
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

质

实施方

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民营经济及中

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

及中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发

展

推动小微工业企业转型升级

为规模以上企业

约束性

任务

奖励或直

接补助

按照 2019年新升规企业数量、2018年
“新升规”工业企业在 2019 年工业增加

值增长超过 10%的企业数量等因素，分

配给各地。用于促进促进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

各地市依据当地实际选择

以下用途进行资金安排：

（1）激励企业上规模发展

（2）支持开展企业培育、

强企增效等服务活动。

当年度

2
对 2019年度新升规工业企

业、已认定的高成长中小企

业符合标准的贷款进行贴息

约束性

任务
贴息

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

息的 50%，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万
元。

对揭阳市 2019 年度新升规

工业企业、已认定的高成长

中小企业在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发生的商业银行贷款利

息进行核算，并按实施标准

中的要求进行贴息。

当年度

3

支持举办“创客广东”创业创

新大赛地市赛；鼓励对“创客

广东”大赛获奖落地广东，并

获得股权融资的项目进行奖

补（已奖补项目除外）

约束性

任务
直接补助 根据资金指引要求实施。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不

少于5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

不少于 3家龙头企业参加，

不少于 5家媒体报道。

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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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0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民营经济及中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

绩效目标表（揭阳市）
项目名称 2020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民营经济及中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

资金需求

（万元）
3579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1.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120家；

2.“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不少于 50个项目或企业参赛，不少于 3家龙头企业参加，不少于 5家媒体报道；

3.培育小微企业上规模，推动省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对在 2018年 9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期间发生商业银行贷款利息支出的小

升规企业、高成长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榕城区 揭东区 普宁市 揭西县 惠来县 产业园 空港经济区

产出 数量指标
建立培育库企业目标数

（家）
120 27 26 26 4 3 8 26

效益

社会效益指

标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参赛项目或企业（个）
50 50

“创客广东”地市赛吸引

龙头企业参加（个）
3 3

“创客广东”地市赛媒体

报道（家）
5 5

经济效益指

标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金额

（万元）

44000万元

以上

6000万
元以上

33100万
元以上

600万元

以上
0 0

3500万元

以上
800万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