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企对接会。

企业发展需要金融供给“输血”，健全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是提升产业环境和营商环境

的关键。

今年以来，烟台高新区着力探索智力资本型、科技研发型等“轻资产”企业融资新模式，

推动“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撬动社会资本注入实体经济，促进“轻资产”中小微企业增信融

资，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在烟台高新区纬五路33号，一座占地
124 亩的白色厂房拔地而起，格外引人注
目。这是省级重点产业项目——新浩阳高端
精密轴承项目所在地。走进厂房，立车、钻
床、机床等设备已陆续到位，工人们穿梭其
中，有条不紊地进行安装调试工作。

该项目由烟台新浩阳轴承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建筑面积6.2万平方米，一期投资10.05
亿元，主要建设风电主轴轴承研发生产基地，
从事风电主轴轴承等产品的研发、设计及制
造，是高新区近年来投资最大的智能制造项
目。“项目于去年6月份开工建设，经过紧张
的施工，目前一期设备基本完成进场，今年年
底前将投产，达产后年可生产风电精密轴承、
大型盾构机轴承等高端轴承2000台套。”烟
台新浩阳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继媛介绍。

风电主轴轴承作为涡轮机的关键部件，

长期以来100%依赖进口。为了打破这一局
面，新浩阳团队从进入风电行业之初就投入
资源对风电主轴轴承进行技术储备。公司组
建了自己的技术研发团队，从原材料、力学性
能、关键工艺、测试装置等方面进行攻关，目
前已取得专利及软件著作权21项，自主研发

产品40多个，关键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其
中，3-8米尺寸段的风电轴承产能居全国首
位，占全国风电轴承市场份额的30%左右，产
品替代进口并实现对外出口。

“本项目产品为新结构风电主轴轴承，通
过了德国GL-DNV的轴承设计认证与产品

认证，具有高精度、高刚性、高效率、寿命长的
特点。”孙继媛说，产品可有效降低初次安装及
后期维护成本，为风力发电提供实用可靠的主
要部件，有利于风电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不仅是产品高端，绿色环保、智能化、数
字化的理念也体现在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
项目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厂房屋顶
全部采用光伏发电设计，打造绿色样板工
程。投产后，厂房内生产线将使用全自动
RGV物流转运车，可实现物料自动化智能化
流转。同时，与世界500强SAP公司合作，实
现了从生产到管理全程信息化、智能化运作，
将极大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未来，随着产能的陆续释放和十四五期
间国内不断增长的风电吊装需求，烟台新浩
阳将成为中国风电主轴轴承、4m以上的偏
航轴承和变桨轴承、盾构机轴承的主要供应
基地，拉动引入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来烟
发展，形成资源共享、互助开放的联合孵化
以及产业化效益，引领烟台高端智能制造业
发展。

烟台新浩阳高端精密轴承项目加速推进，今年年底前投产——

风电高端主轴轴承技术打破国外垄断
YMG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通讯员 刘奕彤 摄影报道

新浩阳高端精密轴承项目。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通讯员 蔡晓雨
摄影报道）“这个电子发票确实好，领用方式更多样化了，
交付发票也方便，最主要的是保存起来很经济。”在了解到
电子发票的一系列优点后，9月8日，山东荣田建筑安装有
限公司的财务会计姜宁竖起了大拇指。

山东荣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建筑工程施工
安装业务，日常工作中需要领用开具大量发票。增值税电
子发票具有开具便捷、保管便利、查验及时、节约成本等优
点，解决了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中的“痛点”问题。“以前到办
税厅办理发票领购业务，来回需要一个半小时，遇到堵车，
半天就过去了，电子发票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姜宁介绍
说，“但是我们公司刚刚启用电子发票，很多程序问题不是
很清楚，有时开具过程会碰到一些小问题不知道怎么解
决，特别希望税务局能给我们辅导一下。”

针对纳税人的切实需求，烟台高新区税务局迅速组织
税收专家顾问团队上门服务，对纳税人进行“点对点”电子
发票开具辅导。对纳税人关心的开票软件下载安装、发票
开具等功能模块进行重点详细辅导，“您按照这个流程现
开出电子发票，然后把二维码或者邮件发到对方的邮箱
里，对方打开邮件或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开好的电子发
票，然后直接打印就可以使用了。”在税收专家顾问的帮助
下，姜宁很快开出了一张增值税专用电子发票，熟悉了电子
发票的开具流程。“既节省了取票时间，还能24小时即开即
用，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真是方便！”姜宁高兴地表示。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烟台高新区税务局大力推广增值税电子发票，向新办纳税
人免费发放税务UKey，并依托增值税电子发票公共服务
平台等系统，提供免费的电子发票开具、发票状态查询和
信息下载服务。对首次开具、首次接收电子专票的纳税人
实行首票服务制，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帮助纳税人及
时全面掌握政策规定和操作要点。

此外，烟台高新区税务局依托“鲁税通”山东征纳互动
平台，开辟“云直播”课堂，对电子发票的相关问题进行广
泛宣传讲解，对纳税人、缴费人提出的热点问题进行实时
解答，提高纳税人对电子发票的知晓度和接受度，确保辖
区内纳税人、缴费人对相关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为纳
税人、缴费人提供安全、高效和便捷的办税缴费体验。

高新区税务局大力推广
增值税电子发票应用
专家上门辅导，企业办税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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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通讯员 赵秀萍 摄
影报道）近日，绿叶制药集团宣布，其控股子公司博安生物
已通过欧盟药品质量受权人（Qualified Person，QP）审
计。QP审计的顺利通过，证明博安生物的生产基地和质量
管理体系符合欧盟 GMP标准，能够充分保障在研药物的
高品质开发及商业化生产。

本次QP审计主要针对博安生物自主开发的治疗新冠
病毒肺炎的创新抗体——LY-CovMab发起，旨在确认博
安生物具有符合欧盟GMP标准的质量体系和GMP能力，
并评估其现场与欧盟GMP的等效性。检查为期四天，针对
博安生物的厂房设施、质量管理体系、生产、仓储、检测和放
行等所有环节进行全面细致的审核。“博安生物拥有健全的
生产和质量管理体系,厂房设施设备得到有效维护，生产人
员对所负责业务非常熟悉，给人留下非常专业的印象。”检
查完成后，来自法国的QP审计官评价道。

博安生物是一家全面综合性生物制药公司，专业从事
治疗用抗体开发、生产和商业化，专注于肿瘤、自身免疫、疼
痛和内分泌疾病。公司建有高端生物药物产业化生产基
地，生产线按照中国、美国、欧盟GMP标准进行设计和建
设，配备国际主流品牌的尖端工艺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公司于2019年通过德国QP审计、2020年获得药品生
产许可证、2021年3月份获得GMP符合性证明。

博安生物具备完整的从抗体发现到产业化的全整合型
产业链条，通过为全球患者提供创新产品，致力于解决未满
足的临床需求。目前，博安生物已构建了10多个拥有国际
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抗体以及8个生物类似药的产品组
合，其首个生物类似药产品博优诺®（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已在华上市。除了在中国，博安生物也在美国及欧盟市场
从事生物药产品开发。此次QP审计的通过，为博安生物后
续多个生物创新药、生物类似药的全球化商业布局奠定了
坚实的质量基础。

博安生物生产基地
通过欧盟QP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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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优诺产品生产前检查。

资本对接金融交流会。

税收专业顾问辅导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政策精准“滴灌”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烟台大有数据系统有限公司位于高新区蓝
海国际软件园，专业从事智慧城市建设、建筑智
能化、系统集成及软件开发，是一家典型的“轻
资产”高新技术企业。

“在项目研发前期，公司需要投入大量资
金，流动资金占用多，资金周转比较困难。多亏
了高新区推出的信保基金贷款，不用担保，不用
抵押，由政府来‘背书’，公司轻松获得300万元
贷款，这可帮了我们大忙！”烟台大有数据系统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李建涛感慨地说。

在烟台高新区，像大有数据这样拥有技术、
对资金需求强烈的高科技企业有很多。但高科
技企业一般都是轻资产，融资需求很难通过需
要实物抵押的传统金融渠道得到满足。为了破
解这一难题，烟台高新区大胆探索，在全市率先
开展基于国家担保基金、省投融资担保集团分
险及市、区代偿补偿模式下的创业担保贷款“二
八分险”业务。由银行承担20%风险责任，政府
性融资担保体系承担80%风险责任，利用四级
政府财力支撑、市场化手段实现风险共担共管，
放大担保规模。

政府、银行、担保协同发力，今年以来，高新
区已为小微企业提供“信保基金”贷款融资超过
5000万元。

而这只是高新区不断优化融资环境的冰山
一角。

高新区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形成了“1+N”
金融政策体系，倾力打造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创新试点。将科技型、智力资本型“轻资产”中
小微企业纳入“白名单”管理，对入库企业执行
优惠利率、政府增信补偿、贷款贴息等差别化服
务。

建设科技金融服务平台，链接区内银行、保
险、地方金融组织等多形态金融资源，为企业提
供“一站式”便利化金融服务。目前平台已汇集
211家“白名单”企业数据、上线金融机构25家，
实现信贷投放28笔、融资5108万元。

与烟台金融服务中心合作设立蓝色智谷创
业1号金融服务站，实施“金融服务毛细血管工
程”，形成服务园区企业的常态化机制，有效为

企业创新创业赋能。

“智本”变“资本”
金融产品“菜单”更丰富

不久前，在高新区科技创新部的牵线下，烟
台五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获得烟台银行
400万元“成果贷”。

该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免疫营养食品创新与
研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产品及制备工艺等
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科研成果，目前获得21项专
利。“有了这笔资金，我们更有信心加快产品创
新与研发设计，力争迈上新台阶。”五神生物运
营副总郭延松说。

不仅是“成果贷”，如今在烟台高新区，科技
型企业触手可及的金融产品“菜单”越来越丰
富。

高新区充分发挥科技支行优势，鼓励银行
创新金融产品，运用科信贷、成果贷、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贷等方式，有效畅通区内企业抵押物
不足的融资瓶颈，积极推动“智本”变“资本”。
目前区内共有工商银行、烟台银行、恒丰银行、
烟台农商行4家科技支行，覆盖面位列全市第
一。截至7月末，科技支行贷款余额28.87亿元，
同比增加17.27%。

立足于企业实际需求，金融服务也越来越
贴心。

高新区全面推动金融辅导员进企制度，从
银行业金融机构中选派21名金融专业人员，组

成7支金融辅导队，实地走访帮扶企业。目前辅
导企业已达115家，为企业提供常态化、精准化、
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一企一策制定融资方案，实
现金融政策精准滴灌，2021年提供融资超过1.2
亿元。

持续开展各类银企对接、金融辅导活动，不
断完善政银企沟通协调机制，破解银企信息不
对称难题。鼓励银行机构结合各自经营优势，
创新推出首贷培植、税易贷、园区贷等产品和政
策，精准滴灌区内企业。2021年以来，累计开展
政银企对接活动6次，服务企业100余家。

创新“管委会+基金”
构建全过程投融资链条

近期，在山东嘉华盛裕创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的积极参与下，烟台高新区正积极推进创
投中心项目，全方位打造空间载体充足、体制机
制灵活、功能配套完善的金融业集聚区，为全区
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高新区强化各类金融业态招引，已构建起
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服务体系。区内
聚集银行、保险、证券、期货持牌金融机构28家，
融资租赁、典当行、产权交易中心等地方金融组
织3家，累计设立基金80余支，总规模突破120
亿元。为不同企业融资需求提供有力支撑。

此外，高新区创新“管委会+基金”模式，撬
动社会资本发力。发挥“基金+投资”功能，通过
政府引导基金保本运作、适度让利等机制带动
私募基金投资及聚集。充分整合释放财政资金
活力，创新设立“智力投”“智创投”“智汇投”三
大投资产品，着力构建全过程投融资链条。

“智力投”方面，出台《烟台高新区蓝色智谷
直投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规模6000万元
烟台蓝色智谷直投基金，建立直投备选项目库，
目前已帮助汉鑫科技投贷联动融资3100万元，
并对微程之家等5家企业尽职调查。

“智创投”方面，设立规模4亿元产业基金母
基金，按照“一个产业1支基金”的工作思路，围
绕区内“3+1”产业发展导向，设立海洋产业及智
能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4支基
金，以资本带动招商，聚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

“智汇投”方面，引导创投机构和社会资本
聚集，重点鼓励对拥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进行投
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目前在投8支
参股子基金，基金认缴规模18.06亿元，累计对
外投资项目37个，投资金额5.8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