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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洱 科 技 动 态
第三十五期（总第 744 期）

普洱市科学技术局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普洱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现状报告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和服务的

中小企业群体，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可制约的因素也较

少，企业的经营者全权掌握了企业的财务、人事、经营等权力，

能快速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和营销创新的集成，

很快地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市场化的商品，有效占领市场。长

期以来，在省科技厅，普洱市委、市政府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普洱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一、普洱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现状

普洱市自 2013年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工作以来，截至目

前，共有 353家企业通过云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82家通过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这些企业在提升普洱市科技创新能力、

支撑普洱经济可持续发展、扩大社会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引领，科技投入不断加大。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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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普洱市财政科技支出达 14400万元，全年向上级争取科技项

目资金 2042.8万元，投入市本级财政科技项目资金支持 2083.5万

元，同比增长 90.5%，市本级财政投入全省排名第五位。

（二）以科技型企业为依托，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新进展。截

至 2019 年，全市累计建立院士工作站 17 个（其中外籍院士站 2

个），专家工作站 24 个，建站数量排全省前列；获得认定高新技

术企业 22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329家，累计数量排全省第七

位；省级重点实验室 1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1个；2019年获省

级“星创天地”认定 2家；县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实现 10县（区）

全覆盖，宁洱、孟连 2 个县建成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县。全社会研

发投入 32527.8万元，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进一步提

高。

（三）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示范带动，科技创新引领取得新

进展。普洱市与国内 20余家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科技合作关系，

2019年完成科技入滇项目征集 34项，实现签约 11项。2020年，

启动“哀牢山—无量山国家公园综合科考”项目、积极推进“云

南景东 120 米脉冲星射电望远镜”大科技工程建设，促进科技与

地方经济的融合发展；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落户普洱，普洱科

技实现招强商、招大商。截至 2019年，全市生物药种植面积达 49.5

万亩，为全国最大云茯苓、普洱白及主产区及林下三七种植示范

区；“滇及”牌白及连续两年被评为云南省“十大名药材”，“康恩

贝高山铁皮”牌铁皮石斛 2019 年被评为云南省“十大名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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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定制药园”11户居全省第一；共有 13户生物药企业获得“有

机产品认证证书”或“有机转换认证证书”，认证面积达 1.98万亩；

5个县（区）荣获“天然氧吧”称号。

（四）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窗口，科普宣传力度不断加大。

截至目前，普洱市获得认定云南省科普教育基地 11家；2019年开

展科普宣传活动 37场次，公众参与 8.37万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 9.75万册，科技咨询 3.6万人次，科技下乡 2650人次，悬挂横

幅 70 张，开设展板 650 个，开放科普基地 6 个，举办培训班 35

次，开展各类培训 20余期 1000余人次。

二、普洱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普洱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较快，对普洱经济社会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科技型中小企业还

面临科技创新薄弱和竞争力不强等严峻的挑战，科技型中小企业

自身所持的高风险、高投入等特点决定了它作为社会经济中的一

个脆弱群体必将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一）政策法规不够健全。目前为止还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

中小企业法律法规体系。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有待加

强，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交流、人才培训、财务审

计、企业管理咨询等社会服务体系也有待建立和完善。我国 80年

代初期针对中小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发展给了许多优惠政策，随

着改革的推进，这些政策逐步取消，近年出台的政策多是按照企

业规模和所有制设计操作，对大企业有待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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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少；对公有制企业有待多，对非公有制企业考虑少。在税收

政策上，国有企业可先交后退，非国有企业无此待遇，中小企业

特别是个体私企往往是小额纳税人，增值税发票难以抵扣，市级

税负增加；个别企业存在着双重纳税等。

（二）创新能力较弱，技术水平不高。加强技术创新是改善

产品结构和提高产品附加值，使科技型中小企业不断发展的根本

途径，它是消除市场产品成熟化、替化化和发展新产业的有效途

径，同时也是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根本出路。普洱市科技型中

小企业技术水平低，大多数企业只有一些初创时期的发展思路和

设想，缺乏明确的创新管理制度。目前大多数企业主要采取从科

研院所和高校直接购买技术成果的方式进行技术的二次开发，这

种方式开发的技术往往其市场寿命不长，技术领先程度不高，不

能给企业带来持久的竞争力，不利于企业掌握核心技术。同时企

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少，素质低，绝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科技研发

费用还不到销售收入的 1%，有的甚至更低，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

的技术创新。

（三）企业管理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管理思想相对落后，缺

少职业经理人，造成管理混乱、管理机构复杂，浪费严重，人才

匮乏。在管理制度方面，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存在产权不清和制

度不健全现象、管理粗放制约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四）融资渠道单一，筹集资金困难。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高

风险性以及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使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创



— 5 —

新活动面临着资金来源的巨大障碍，很难从银行部门获得足够的

间接融资，资金缺乏成了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企

业发展过程中，流动资金的短缺又使得企业难以开拓市场，在企

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扩建资金的不足又使得企业坐失产业化的

良机。

三、普洱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

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既是一项事关创新型普洱建设

的长期战略任务，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求，更是

进一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路径之一。因此，需要进一

步凝聚各方力量，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群体，带动科技型中

小企业走创新发展道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一）优化政策环境

1.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加大各类科技计划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

新活动的支持力度。鼓励地方财政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

新的支持，对于研发投入占企业总收入达到一定比例的科技型中

小企业给予补贴，凝聚带动社会资源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2.进一步完善落实税收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小型微利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技术转让、研究开

发费用加计扣除、研究开发仪器设备折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

学科技园等税收优惠政策，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培训和

宣传。结合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加快推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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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二）加强技术创新

1.建立研发机构，开展技术改造。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企

业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提升

对技术创新的支撑与服务能力。鼓励和引导中小企业加强技术改

造与升级，支持其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调整优化产业和

产品结构，将技术改造项目纳入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的支持范围。

2.开展协同创新。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开展战略合作，探索产学研深度结合的有效模式和长效

机制。鼓励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形成的科技成果向科技型中小

企业转移转化。深入开展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动，通过科技特派

员等方式组织科技人员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三）完善服务体系

1.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地方在区

域创新中的主导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试点带动，整合资源，加

快建设各具特色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体系。鼓励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管理指导、技

能培训、市场开拓、标准咨询、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

2.充分发挥专业中介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作用。开放并扩大中

小企业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领域、规范中介服务市场，促进各类

专业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充分发挥科技服务机

构作用，推动各类科技服务机构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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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宽融资渠道

1.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做大做强。支持

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实现改制、挂牌、上市

融资。支持利用各类产权交易市场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股权流转

和融资服务，完善非上市科技公司股份转让途径。鼓励科技型中

小企业利用债券市场融资，探索对发行企业债券、信托计划、中

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直接融资产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给予社会

筹资利息补贴。

2.引导金融机构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服务创新，拓宽融资

渠道。引导商业银行积极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系统化金融服务。

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抵质押类信贷业务及产品。鼓励融资租赁企

业创新融资租赁经营模式，开展融资租赁与创业投资相结合、租

赁债权与投资股权相结合的创投租赁业务。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

和模式创新，支持网络小额贷款、第三方支付、网络金融超市、

大数据金融等新兴业态发展。

3.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和科技保险体系。引导设立多

层次、专业化的科技担保公司和再担保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科

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鼓励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担

保机构实行快捷担保审批程序，简化反担保措施。鼓励保险机构

大力发展知识产权保险、首台（套）产品保险、产品研发责任险、

关键研发设备险、成果转化险等科技保险产品。

（普洱市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杨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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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技局强化对外科技合作 助推普洱创新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给普洱对外科技合作

与交流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市科技局积

极妥善应对，及时转换思路，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强化对外科

技合作与交流，助推普洱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一、政策引领，机制创新，强化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加大

政策扶持，从 2020 年起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1000 万元支持

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修订出台《普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普洱市实现 2020 年全市 R&D 经费投入占 GDP0.99%的实

施方案》，进一步引导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建设，

持续优化创新创业和营商环境。以“科技入滇”、“沪滇合作”为

工作契机，结合普洱实际，制定印发《普洱市科学技术局科技入

普实施方案》，以“四个落地”为主要目标，建立工作机构，创新

工作机制，吸引和鼓励国内外科技资源入普创新创业。

二、招才引智，搭建平台，院士工作站树起普洱科技创新旗

帜。充分利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定点帮扶等资源，结合普

洱重点产业发展中的人才和技术需求，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专

家团队。2020年，新增杜冰、郭巧生 2个省级专家工作站；新增

周良辅等 6个市级院士团队科研平台、陆元昌等 5个专家工作站。

全市累计建成院士工作站、科研平台及专家工作站 52个，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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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高端人才科技创新队伍，在企业重大项目研发、高层次人才

培养、科技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招强商、招大商，科技招商迈出新步伐。一是加大重点

产业招商引资力度。市科技局作为普洱生物医药产业主抓部门，

采取多项措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寻求外援，与国药控股、

武汉格睿特等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上海市科委、上海市生

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中关村医学工程转化中心、扬子江药

业达成合作意向，推进普洱生物医药产业在生产、加工、销售及

技术研究的全面发展。二是积极推动和服务高新技术企业落地普

洱。在中国工程院的全力指导，省、市科技部门积极推动下，世

界排名第三、亚洲排名第一酵母公司安琪集团签约澜沧，澜沧县

人民政府、云南孟连昌裕糖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中云投资有限

公司分别与世界三大酵母龙头之一安琪集团签订项目投资框架协

议和糖蜜长期合作协议；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认定工作为抓手，

积极推动和服务好云南建投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云南黄金有限

责任公司入普落地。

四、加强与国家高端科研机构、顶级人才团队的科技合作与

交流，积极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入。疫情期间，市科技局创新工作

方式，“不见面、事照办”，通过电话、微信、邮件等方式与高校、

科研院所建立友好关系，疫情缓解后诚邀各有关单位到普洱开展实

地调研、交流座谈，商谈合作事宜。一是在省科技厅牵头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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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共同合作推进“云南景东 120米脉冲星射电望远镜”

大科技工程项目建设，促进科技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发展，目前，

120米脉冲星射电望远镜建设项目已奠基，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动

中。二是与湖南农业大学各领域专家开展汇报对接和交流活动，

推动湖南农业大学与普洱市政府合作，达成共建绿色产业循环发

展研究院合作意向。三是普洱市科技局、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四川横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三方合作框架协议，

推动普洱民族医药产业发展和国家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的战略储

备。

五、以项目为推手，沪滇科技合作取得新进展。继续推动沪

滇科技合作与交流，扩大上海与普洱对口帮扶工作，与上海科学

技术交流中心签订“沪滇科技合作交流（普洱-上海）”合作协议，

顺利完成《普洱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编制项目；推动上海市科委、云南省科技厅、普洱市政府三方达

成帮扶合作意向。组织推荐普洱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有关企

业与上海市有关单位积极申报上海市科委立项支持国内专项，普

洱市人民医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联合

申报项目获上海市科委立项支持，获资金支持 85万元。

（普洱上海科技服务中心 丰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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