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企纾困
受理部门

威海市

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社
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审
批服务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威审服建〔2020〕3
号）

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威海市发改委
威海市公安局
威海市财政局
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威海市水务局
威海市大数据中心
威海市应急管理局
威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威海供电公司

http://whzwfw.sd.gov.cn/w
h/icity/engineering/pub/c
ontent?id=10fd178973e843c
2954c99a4f79ca475

无

http://whzwfw.sd.g
ov.cn/wh/icity/eng
ineering/index?TZL
X=2&XMLX=4

威海市

关于建筑业企业施工劳务
资质实施备案制管理的通
知（威审服发〔2021〕3
号）

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www.weihai.gov.cn/
art/2021/9/30/art_51910_2
735498.html

无

http://whzwfw.sd.g
ov.cn/wh/icity/pro
ject/index

3

威海市

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市区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通
知

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http://zjj.weihai.gov.cn/
art/2021/1/22/art_28645_2
522277.html

调整优化市区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

无

4

威海市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
企法律服务的实施意见

威海市司法局

无

无

序号

1

2

地区

政策链接

无

与该政策相关的
涉企办事服务

线上申报链接（网
上办事系统清单、
申报方式、申报指
南、申报入口等）

助企纾困政策（政策名
称、发布时间等）

5

6

7

威海市

威海市

威海市

8

威海市

9

威海市

10

威海市

威海市司法局威海市工商
联威海市律师协会关于进
一步健全律师事务所与工
商联所属商会联系合作机
制的通知
威海市司法局威海市总工
会威海市工商联关于转发
《山东省司法厅山东省总
工会山东省工商业联合会
关于开展“千名律师进企
业”公益法律服务活动的
通知》的通知
《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威海市财政局 威海市大
数据局关于印发<支持先
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威工信发〔2020〕14
号)
《中共威海市委、威海市
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
（威发〔2017〕26号，
2021年修订后）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创新型企业培育
工作的实施意见》（威政
办发〔2020〕4号)
《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威海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
<威海市工业互联网发展
专项资金实施细则>的通
知》（威工信发〔2021〕
28号)

威海市司法局

http://www.weihai.gov.cn/
art/2021/7/19/art_51910_2
689176.html

无

无

威海市司法局

http://www.weihai.gov.cn/
art/2021/10/13/art_51910_
2689218.html

无

无

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符合条件的高水平技
http://www.weihai.gov.cn/ 术改造项目、冲击新
art/2020/3/25/art_51910_2 目标后备库企业、纳
294990.html
统小微工业企业等奖
补资金

无

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首次获得认定的山东
http://gxt.shandong.gov.c
省独角兽企业、山东
n/art/2020/9/16/art_15189
省瞪羚企业等一次性
_10285586.html
奖励资金

无

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http://www.weihai.gov.cn/
符合条件的创新型企
art/2020/7/3/art_51909_23
业奖励资金
48137.html

无

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符合条件的市级工业
互联网平台建设项目
http://gxj.weihai.gov.cn/
、市级以上工业互联
art/2021/6/30/art_60796_2
网试点示范项目、省
645226.html
级5G试点示范项目奖
励资金等

无

11

12

13

14

15

威海市

关于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
http://rsj.weihai.gov.cn/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费率的通知（威人社函〔
art/2020/10/9/art_46803_2
局
2020〕48号）
462769.html

威海市

关于转发山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
厅《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
http://rsj.weihai.gov.cn/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
art/2020/7/29/art_46803_2
局
期限等问题的通知》的通
362103.html
知（威人社字〔2020〕42
号）

无

无

威海市

关于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
http://rsj.weihai.gov.cn/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费率的通知（威人社函〔
art/2020/10/9/art_46803_2
局
2020〕48号）
462769.html

无

无

威海市

关于进一步优化生猪规模
养殖项目环评管理服务工
作的通知

威海市

《关于优化营商环境进一
步提升用水报装服务质量
的工作方案（试行）》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威海市水务集团

企业社会保险费缴纳
无
（现职能已移交税务 （系统自动调整费
部门）
率，无需企业办理）

http://sthjj.weihai.gov.c
n/art/2020/3/6/art_44822_
2286671.html

http://whzwfw.sd.g
ov.cn/wh/icity/pro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info/index?id=03df
价审批
0d0e-e911-41ea8551-faeb1e9b9b4d

http://www.whswjt.com/a/fuwu/xshj/guiz
hangzhidu/2021/1105/1481.
html

http://whzwfw.sd.g
ov.cn/wh/icity/pro
info/index4gg?id=8
8b2e0e683-89f442ae-89f036899f7530d8

供水报装

16

17

18

威海市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
于用好旅游服务质量保证
金政策进一步支持旅行社
恢复发展的通知》

经开区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
发展局《威海经济技术开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发区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
（应急管理局）经济运行科
理办法》(经技区经发〔
2018〕20号)

经开区

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http://zwgk.mct.gov.cn/zf
xxgkml/scgl/202110/t20211
019_928423.html

申请暂退保证金

无

http://www.eweihai.gov.cn
/upload/201901/2019012815
2556.pdf

区级企业技术中心认
定政策

无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扶持企业 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贸易
发展的实施意见》（经技 管理办公室
区发〔2019〕4号）

http://www.eweihai.gov.cn
/upload/201901/2019012815
2556.pdf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应急管理局）中小企业办
公室

http://www.eweihai.gov.cn
/upload/201901/2019012815
2556.pdf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应急管理局）经济运行科

http://www.eweihai.gov.cn
/upload/201901/2019012815
2556.pdf

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补
贴政策、跨境电商产
业发展奖励政策、参
加境内外展会展位费
补助政策、服务贸易
企业发展奖励政策、
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补
贴政策、跨境电商产
业发展奖励政策、参
加境内外展会展位费
补助政策、服务贸易
企业发展奖励政策
瞪羚企业奖励政策、
“小升规”企业奖励
政策、节能减排项目
奖励政策
区级企业技术创新领
域专项扶持政策、参
加国内展销活动补助
政策

无

无

无

19

20

21

经开区

认定市级数字化车间
/智能工厂的奖励政
策、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和智能制造专项奖
励政策、智能化改造
补助政策、首台
（套）技术装备和关
键核心零部件研发奖
“两化融合”典型示
范项目奖励政策、“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贯标达标奖励政策

中共威海市委经技区工委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加
（应急管理局）规划与技术
快新旧动能转换扶持企业
改造办公室
发展的实施意见》（经技
区发〔2019〕4号）

http://www.eweihai.gov.cn
/upload/201901/2019012815
2556.pdf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应急管理局）信息产业办
公室

http://www.eweihai.gov.cn
/upload/201901/2019012815
2556.pdf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应急管理局）服务业科

http://www.eweihai.gov.cn
服务业“小升规”补
/upload/201901/2019012815
助政策
2556.pdf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应急局）高新技术科
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局
科技发展科

http://xcyb.weihai
http://www.eweihai.gov.cn
.cn/tz/avoid高新技术企业扶持政
/art/2019/9/5/art_57232_2
apply策
643322.html
list?areacode=3710
21&organization=

经开区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关于进一步扶持科技创
新的意见》（经技区管发
〔2019〕37号）

经开区

知识产权质量奖、知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
关于印发《威海经济技术
http://www.eweihai.gov.cn 、知识产权实施转化
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
开发区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art/2021/7/2/art_57231_2 、知识产权密集型企
理局质量和知识产权科
管理办法》的通知（经技
621527.html
业奖励、知识产权交
区管发〔2021〕167号）
易促进奖励、知识产
权保护奖励

无

无

无

无

http://xcyb.weihai
.cn/tz/avoid外贸进出口总量奖励 applylist?areacode=3710
21&organization=

22

经开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贸易
管理办公室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关 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商贸
于推动开放型经济及商贸 流通办
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扶持 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外资
意见》（经技区管发〔
管理办公室
2021〕235号）
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投资
促进办公室
智慧谷公司商务部

23

文登区

《政务服务重点项目和季
节性高频事项备案工作制
度》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xcyb.weihai
.cn/tz/avoid外贸进出口增量奖励 applylist?areacode=3710
21&organization=
新引进外贸企业进出
无
口奖励
外贸服务平台企业进
无
出口奖励
跨境电商企业进出口
无
奖励
http://www.eweihai.gov.cn
新引进外贸型外资大
/art/2021/8/16/art_57232_
无
项目奖励
2642157.html
稳外贸贡献突出奖励
无
政策
商贸流通项目奖励政
无
策
引荐人及经营者奖励
无
政策
智能制造产业园购买
无
厂房扶持政策
轻资产类非用地项目
无
奖励政策
工业项目用地用房奖
无
励政策
工业项目投资奖励政
无
策
地方经济贡献类项目
无
奖励政策
http://www.wendeng.gov.cn
无
无
/art/2021/10/27/art_79327
_2699264.html

24

文登区

25

文登区

26

文登区

27

文登区

《关于调整威海市文登区
政务服务中介清单的通知
》
（威文政务办发〔2021〕
5号 ）
威海市文登区政务服务管
理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
市文登区政务服务中心帮
办代办工作制度》《威海
市文登区项目代办服务中
心工程建设项目帮办代办
包办工作制度》的通知
（威文政服办发〔2021〕
6号）
《方便老年人办事优化政
务服务的七条措施》
（威文政务办发〔2021〕
7号）

《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2021年度新开办企
业印章免费刻制工作机制
》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www.wendeng.gov.cn
/art/2021/9/18/art_79327_
2675648.html

无

无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www.wendeng.gov.cn
/art/2021/9/17/art_79327_
2699219.html

帮办代办

无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www.wendeng.gov.cn
/art/2021/9/17/art_79327_
2699206.html

无

无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www.wendeng.gov.cn
/art/2021/2/1/art_57345_2
526454.html

https://zwfw.sd.go
v.cn/JIS/front/log
in.do?uuid=VC5yraU
INZNN&gotourl=aHR0
cDovL3d3dy5zaGFuZG
9uZy5nb3YuY24vYXBp
LWdhdGV3YXkvanBhYX
MtanVzcGFjZS13ZWIt
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
c2R5d3RiL2Zyb250L2
印章
xvZ2luL3VybEFkZFRp
Y2tldD91cmw9aHR0cD
ovLzIxOC41Ny4xMzku
MjM6MTAwMTAvcHNvdX
QvanNwL2djbG91ZC9w
dWJzZXJ2aWNlL25ldH
dvcmsvc3NvbG9naW4u
anNw&type=1

28

文登区

29

文登区

30

文登区

31

文登区

32

文登区

33

文登区

34

文登区

35

文登区

《威海市文登区政务服务
“文惠办”工作方案》
（威文政办发〔2021〕11
号）
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印发《关于信用结果
在政务服务领域应用的激
励政策》、《政务服务“
吐槽找茬”工作制度》等
制度的通知
（威文审服〔2020〕34
号）
《威海市文登区推进政务
服务“双全双百”工程实
施方案》
（威文政办字〔2021〕16
号）
《威海市文登区加快推进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和
“全省通办”实施方案》
（威文政办字〔2021〕8
号）
《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群
众诉求办理机制的实施意
见》
《文登区政务服务热线争
议事项责任主体联合认定
办法》
《文登区关于推进科技创
新的扶持意见》
(威文科字〔2021〕4号)
《文登区关于加快工业和
信息产业发展的扶持意见
》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www.wendeng.gov.cn
/art/2021/12/7/art_79327_
2744612.html

无

无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www.wendeng.gov.cn
/art/2021/9/13/art_79327_
2705570.html

无

无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www.wendeng.gov.cn
/art/2021/7/12/art_79327_
2676828.html

无

无

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www.wendeng.gov.cn
/art/2021/5/31/art_79327_
2676804.html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文登区社会事务协调中心

文登区社会事务协调中心

文登区科学技术局

文登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http://www.wendeng.gov.cn
/art/2021/5/21/art_79327_
2676718.html
http://www.wendeng.gov.cn
/art/2020/3/4/art_79327_2
676723.html
http://www.weihai.gov.cn/
art/2021/10/25/art_71044_
1546.html
http://www.weihai.gov.cn/
art/2021/10/25/art_71044_
1544.html

文登区委农办

36

文登区

《关于支持社会资本参与
乡村振兴支持“一镇一品
”建设的实施意见》
（威文政办发〔2021〕3
号）

文登区财政局
http://www.weihai.gov.cn/
art/2021/10/25/art_71044_
1521.html

无

无

http://www.weihai.gov.cn/
art/2021/7/7/art_71044_15
01.html

无

无

http://www.weihai.gov.cn/
art/2021/7/9/art_71044_14
83.html

无

无

文登区科学技术局

http://www.weihai.gov.cn/
art/2021/7/9/art_71044_14
67.html

无

无

文登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http://www.wendeng.gov.cn
/art/2020/7/27/art_76645_
2379839.html

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无

文登区税务局
文登区自然资源局
文登区规划分局

37

文登区

《文登区关于推进实施品
牌战略的扶持意见》
（威文市监字〔2021〕48
号）

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文登区发展改革局
文登区交通运输局

38

文登区

《文登区关于加快发展服
务业的扶持意见》
（威文发改发〔2021〕39
号）

文登区商务局
文登区文化旅游局
文登区卫生健康局
文登区地方金融服务中心

39

文登区

40

文登区

《文登区关于推进科技创
新的扶持意见》
（威文科字〔2021〕4
号）
《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
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
限等问题的通知》
（威人社字〔2020〕42
号）

41

文登区

42

文登区

43

文登区

44

高区

45

高区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做
http://www.wendeng.gov.cn
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的通 文登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art/2021/12/1/art_79879_
知》
2732837.html
（威政字〔2021〕44号）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威海市财政局关
于贯彻落实鲁人社字〔
http://rsj.weihai.gov.cn/
2021〕33号文件扎实推进 文登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
art/2021/6/4/art_46802_26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通知
中心
08531.html
》
（威人社函〔2021〕30
号）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http://www.wendeng.gov.cn
保障局 威海市财政局关
/art/2021/9/3/art_60287_2
于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 文登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 664939.html
扩围政策的通知》
中心
http://www.wendeng.gov.cn
（威人社字〔2021〕15
/art/2021/10/8/art_60287_
号）
2684668.html
顶尖人才引进政策
中共威海市委火炬高技术
http://xcyb.weihai.cn/tz/
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branch?name=%E9%AB%98%E5%
《关于进一步做好人才支
高区党群工作部
8C%BA%E7%AE%A1%E5%A7%94%E
撑新旧动能转换工作的实
4%BC%9A
施意见》（威高发〔2018
〕22号）
促进科技中介机构发展政
策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http://xcyb.weihai.cn/tz/
区管理委员会：《威海火
branch?name=%E9%AB%98%E5%
高区科技创新局
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促进
8C%BA%E7%AE%A1%E5%A7%94%E
科技创新发展管理办法》
4%BC%9A
（威高管发〔2019〕18
号）

阶段性降低失业、工
伤保险费率政策延续
实施至2022年4月30
日

无

以工代训补贴

http://103.239.153
.109/sdjyweb/index
.action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http://202.110.217
.69:7001/hso/logon
Dialog_113.jsp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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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区

高区

高区

高区

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政策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威海火
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促进
科技创新发展管理办法》
（威高管发〔2019〕18
号）
促进产学研合作政策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威海火
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促进
科技创新发展管理办法》
（威高管发〔2019〕18
号）
市级重点人才支持政策
中共威海市委火炬高技术
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做好人才支
撑新旧动能转换工作的实
施意见》（威高发〔2018
〕22号）
国家、省级重点人才工程
配套政策
中共威海市委火炬高技术
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做好人才支
撑新旧动能转换工作的实
施意见》（威高发〔2018
〕22号）

高区科技创新局

http://xcyb.weihai.cn/tz/
branch?name=%E9%AB%98%E5%
8C%BA%E7%AE%A1%E5%A7%94%E
4%BC%9A

无

无

高区科技创新局

http://xcyb.weihai.cn/tz/
branch?name=%E9%AB%98%E5%
8C%BA%E7%AE%A1%E5%A7%94%E
4%BC%9A

无

无

高区党群工作部

http://xcyb.weihai.cn/tz/
avoid-applylist?areacode=371020&orga
nization=

无

无

高区党群工作部

http://xcyb.weihai.cn/tz/
avoid-applylist?areacode=371020&orga
nization=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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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54

高区

高区

高区

高区

高区

促进双创载体建设政策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威海火
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促进
科技创新发展管理办法》
（威高管发〔2019〕18
号）
科技进步奖奖励政策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威海火
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促进
科技创新发展管理办法》
（威高管发〔2019〕18
号）
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威海火
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促进
科技创新发展管理办法》
（威高管发〔2019〕18
号）
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政
策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威海火
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促进
科技创新发展管理办法》
（威高管发〔2019〕18
号）
鼓励引进外资实现提质增
效政策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促
进产业集聚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威高管发〔
2021〕1号）

高区科技创新局

http://xcyb.weihai.cn/tz/
avoid-applylist?areacode=371020&orga
nization=

无

无

高区科技创新局

http://xcyb.weihai.cn/tz/
avoid-applylist?areacode=371020&orga
nization=

无

无

高区科技创新局

http://xcyb.weihai.cn/tz/
avoid-applylist?areacode=371020&orga
nization=

无

无

高区科技创新局

http://xcyb.weihai.cn/tz/
avoid-applylist?areacode=371020&orga
nization=

无

无

高区商务局

http://xcyb.weihai.cn/tz/
avoid-applylist?areacode=371020&orga
nization=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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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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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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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新区

58

南海新区

59

乳山市

鼓励外经外贸扩大对外开
放政策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促
进产业集聚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威高管发〔
2021〕1号）
鼓励企业资本市场直接融
资政策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促
进产业集聚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威高管发〔
2021〕2号）

高区商务局

http://xcyb.weihai.cn/tz/
avoid-applylist?areacode=371020&orga
nization=

无

无

高区财政金融局

http://xcyb.weihai.cn/tz/
avoid-applylist?areacode=371020&orga
nization=

无

无

为新增市场主体免费提供
南海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市 http://www.weihai.gov.cn/
印章刻制，2020年6月1日
场准入科
col/col71051/index.html
起实施

企业设立登记

http://whnhzwfw.sd
.gov.cn/nanhai/ici
ty/project/index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中用
于市政综合建设部分优惠
南海新区财政与审计局，威 http://www.weihai.gov.cn/
政策，2018年10月1日起
无
无
海南海新区行政审批局
col/col71051/index.html
实施，有效期至2023年9
月30日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威海市财政局关于 乳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https://mp.weixin.qq.com/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申 http://rsj.weihai.
局
s/lk20-KNb7SemSNSBXBinuw 领工作
gov.cn/
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
围政策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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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2

63

环翠区

威海市环翠区关于印发《
环翠区企业开办便利化措
施》的通知

https://zwfw.sd.go
v.cn/JIS/front/log
in.do?uuid=VC5yraU
INZNN&gotourl=aHR0
cDovL3d3dy5zaGFuZG
9uZy5nb3YuY24vYXBp
LWdhdGV3YXkvanBhYX
MtanVzcGFjZS13ZWIt
c2R5d3RiL2Zyb250L2
xvZ2luL3VybEFkZFRp
Y2tldD91cmw9aHR0cD
ovLzIxOC41Ny4xMzku
MjM6MTAwMTAvcHNvdX
QvanNwL2djbG91ZC9w
dWJzZXJ2aWNlL25ldH
dvcmsvc3NvbG9naW4u
anNw&type=1

环翠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www.huancui.gov.cn
/art/2020/7/20/art_57699_
2485960.html

刻制公章

环翠区

关于修改《环翠区关于加
快楼宇经济发展的扶持意
见（2021年修订）》的决
定（威发改字〔2021〕17
号）

环翠区发展和改革局
环翠区地方金融监管局

http://www.huancui.gov.cn
/art/2021/6/18/art_64264_
2616044.html

无

无

环翠区

关于修改《环翠区关于进
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扶
持意见（2021年修订）》
的决定（威发改字〔2021
〕16号）

环翠区发展和改革局
环翠区民政局
环翠区卫生健康局
环翠区地方金融监管局
环翠区文化和旅游局
环翠区教育和体育局
环翠区商务局

http://www.huancui.gov.cn
/art/2021/6/18/art_64264_
2616045.html

无

无

临港区

威海临港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威
临港管发〔2021〕6号）

临港区经济发展局

http://www.wip.gov.cn/art
/2021/9/1/art_56835_26860
78.html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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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区

65

临港区

66

67

临港区

荣成市

威海临港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威临港管发〔2021〕5
号）
威海临港区管理委员会印
发《关于鼓励使用外资促
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扶持意
见》的通知（威临港管发
【2021】7号）
中共威海市委、威海市人
民政府《威海市提标提速
提效推动营商环境攻坚突
破实施方案》（威发〔
2020〕7号）、 威海临港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威
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行
政审批服务局印章免费刻
制工作实施方案》（威临
港审服发（2020）1号

临港区经济发展局

http://www.wip.gov.cn/art
/2021/8/30/art_56722_2640
561.html

无

无

临港区商务局

http://www.wip.gov.cn/art
/2021/11/1/art_80039_2704
913.html

无

无

临港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www.wip.gov.cn/art
/2020/5/29/art_80038_2708
047.html

新设立企业

1、“人才贷”贷款
风险补偿
2、“科技支行”贷
款贴息
3、“成长贷”股权
荣成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质押融资业务贴息及
局、荣成市财政局印发《
http://www.rongcheng.gov.
荣成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风险补偿
荣成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cn/art/2020/6/18/art_8084
荣成市财政局
4、企业上市挂牌补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3_2717549.html
助
（试行）
5、上市企业再融资
补助
6、上市挂牌企业迁
至我市补助
7、债券市场直接债

http://zwfw.sd.gov
.cn/sdzw/items/qys
l/detail.do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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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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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

70

71

荣成市

荣成市

关千降低水土保持补偿费
收费标准的函鲁发改成本
函 (2021] 37号
关于印发荣成市水资源税
远程在线监控系统改革方
案的通知 荣财字
[2021]57号

荣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不动产登记便民利企工作
方案

荣成市工信局荣成市财政
局《关于印发荣成市推动
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的扶持意见（试行）的
通知》

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荣成市自然资源局

荣成市工信局
荣成市财政局

http://fgw.shandong.gov.c
n/art/2021/6/7/art_91082_
10310235.html
无

http://www.weihai.gov.cn/
jrobot/search.do?appid=1&
q=%E8%8D%A3%E6%88%90%E5%B
8%82%E4%B8%8D%E5%8A%A8%E4
%BA%A7%E7%99%BB%E8%AE%B0%
E4%B8%AD%E5%BF%83+%E4%B8%
8D%E5%8A%A8%E4%BA%A7%E7%9
9%BB%E8%AE%B0%E4%BE%BF%E6
%B0%91%E5%88%A9%E4%BC%81%
E5%B7%A5%E4%BD%9C%E6%96%B
9%E6%A1%88&webid=121&styl
e=22&ck=0&pos=title%2Ccon
tent

水土保持方案

无

取水许可

无

不动产登记

无

创新平台奖励资金、
新增生产性设备补贴
资金、单项冠军奖励
资金、扶持重点项目
建设、“机器换人”
http://www.rongcheng.gov. 补贴资金、总集成总
cn/art/2020/6/19/art_8092 承包项目补贴资金、
0_2720664.html
信息化建设项目补贴
资金、“两化”融合
贯标奖励资金、工业
企业“小升规”奖励
资金、工业质量品牌
建设奖励资金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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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

荣成市科学技术局 荣成
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荣成
市推进科技创新的扶持意
见（试行）的通知

荣成市科学技术局

http://www.rongcheng.gov.
cn/art/2020/6/18/art_8084
3_2717551.html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