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2019 年加大工业
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 

奖励）资金项目计划的公示 
 

为贯彻2019年9月9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关于加大工业企业技

术改造奖励力度有关精神，根据《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试行）》（粤府〔2018〕120号）等有关规定，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编制了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

前奖励）资金项目计划，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公示。公示期自2019

年11月22日至11月28日共7日。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

期内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反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请提供

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和反映事项证明材料等；以单位名义反映情

况的，请提供真实单位名称（加盖公章）、联系人、联系方式和

反映事项证明材料等。 

 

附件：1. 2019 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 

        前奖励）资金使用安排额度表 

2. 2019 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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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奖励）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3. 2019 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

前奖励）资金项目任务清单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19 年 11 月 22 日 

（联系人：王宁涛，电话：020-83135813） 

 

 

 

 

 

 

 

 

 

 

 

 

 



序号 地市 地市需求额度 实际安排额度

73538.074 73538.08

1 广州市 5670.084 5670.09

2 珠海市 5334.56 5334.56

3 汕头市 7203.74 7203.74

4 佛山市 2972.69 2972.69

5 韶关市 9405.35 9405.35

6 河源市 2790.72 2790.72

7 梅州市 9893 9893

8 惠州市 7043.24 7043.24

9 东莞市 10875.9 10875.9

10 中山市 982.8 982.8

11 江门市 1200 1200

12 湛江市 2524 2524

13 肇庆市 2288.1 2288.1

14 清远市 3781.89 3781.89

15 揭阳市 1572 1572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
使用安排额度表

单位：万元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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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三级指标
开展技术改造工
业企业数（家）

推动技术改造项
目投资

技术改造专项资
金支出时效

促进企业生产
服务改造提升

促进企业开
展技术改造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亿元)

1 广州 指标值 820 是 及时 是 是 7.89

2 珠海 指标值 310 是 及时 是 是 7.43

3 汕头 指标值 410 是 及时 是 是 10.03

4 佛山 指标值 1160 是 及时 是 是 4.14

5 韶关 指标值 130 是 及时 是 是 13.09

6 河源 指标值 100 是 及时 是 是 3.89

7 梅州 指标值 100 是 及时 是 是 13.77

8 惠州 指标值 490 是 及时 是 是 9.81

9 东莞 指标值 1010 是 及时 是 是 15.14

10 中山 指标值 670 是 及时 是 是 1.37

11 江门 指标值 460 是 及时 是 是 1.67

12 湛江 指标值 210 是 及时 是 是 3.51

13 肇庆 指标值 280 是 及时 是 是 3.19

14 清远 指标值 300 是 及时 是 是 5.27

15 揭阳 指标值 340 是 及时 是 是 2.19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支
持工业企业实施提质增效、
智能化改造、设备更新和绿
色发展等项目，促进企业开
展技术改造，引导全省8400
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推动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投资，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
收102.39亿元，提升企业装
设备水平，促进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产出 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序号 地市 总体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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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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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82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82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7.89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7.89亿元

当年度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广州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
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励
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
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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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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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31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31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7.43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7.43亿元

当年度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珠海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
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励
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
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项

目。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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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41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41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10.03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10.03亿元

当年度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汕头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
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励
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
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项

目。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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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116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
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116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4.14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4.14亿元

当年度

附件3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佛山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
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励
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
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项

目。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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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13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13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13.09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13.09亿元

当年度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韶关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
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励
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
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项

目。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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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10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10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3.89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3.89亿元

当年度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河源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
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励
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
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项

目。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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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10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10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13.77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13.77亿元

当年度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梅州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
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励
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
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项

目。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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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49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49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9.81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9.81亿元

当年度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惠州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
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励
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
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项

目。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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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101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
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101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15.14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15.14亿元

当年度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东莞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
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励
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
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项

目。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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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67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67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1.37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1.37亿元

当年度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中山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
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励
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
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项

目。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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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46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46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1.67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1.67亿元

当年度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江门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
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励
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
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项

目。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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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21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21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3.51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3.51亿元

当年度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湛江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
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励
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
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项

目。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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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28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28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3.19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3.19亿元

当年度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肇庆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
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
励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
改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

项目。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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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30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30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5.27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5.27亿元

当年度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清远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
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
励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
改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

项目。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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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引导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引导34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约束性任务

  工业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和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和生

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

340家工业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

当年度

2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

税收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2.19亿元 指导性任务

鼓励工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
置先进适用设备。

拉动技术改造企业税收
2.19亿元

当年度

2019年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资金揭阳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加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
励力度(设备事前奖励)

   通过设备事前奖励方式鼓励
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
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等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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