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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张辛欣

身处产业链环节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

离不开上下游之间的合作与协同，构建大中

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性生态很重要。工信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个部门近日印发《关于
开展“携手行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2022-2025年）的通知》，明确以创新链、产
业链、供应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

链为着力点，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的发展生态。下一步，将如何畅通“七条

链”，怎样提升产业链稳定性？

加大资源共享 增产业链韧性
大量中小企业深耕产业链供应链，离不

开与大企业打交道。加大资源开放和共享，更

有助于小企业干成大事业。

“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品牌、设计

研发能力、仪器设备、试验场地等各类创新资

源要素”“梳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业链

图谱，按产业链组织与大企业对接”……通知

明确了一系列举措，推动资源共享协同。

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说，将在引导大型

企业开放场景应用、共享生产要素、搭建共性

平台的同时，支持更多中小企业进入龙头企

业供应链，形成协同发展优势。

持续聚焦电控系统、高效电机等重点领

域，通过工业互联网聚合产业链资源……今

年以来，海尔加大力度吸引生态链上的中小

企业在青岛入驻，周边配套率提升 50%以上。
海尔模式研究院调研显示，供应链的区域集

中将进一步降低风险，提升效率。

“我们要积极发挥‘链主’优势，吸引更多

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企业聚集，助力打造具有

综合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链和地标性产业集

群。”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曾毓群认为，加大资源共享，将加快创新协

同。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工信部将梳理产

业链薄弱环节和大企业配套需求，引导中小

企业精准补链，同时推动大企业建设小型微

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做强供需对接 扩市场空间
越是在发展承压的时候，越要做强供需

对接，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经营，更事关

产业链的稳定。“开展大企业携手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对接活动，推动工业电商共同举办工

业品在线交易活动，引导大企业面向中小企

业发布采购需求”，工信部明确，以市场为导

向，延伸大中小企业供应链。

“我们将进一步鼓励大型企业、平台企业

完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利益共享机制、风险

共担机制，营造‘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

大河满’的发展局面。”徐晓兰说。

着眼于加强供需对接，各地推出一系列

举措：苏州上线“苏链通”平台，帮助企业进行

生产资料和物流的供需对接，目前平台已发

布供需信息上万条；南京建立“宁对接”平台，

已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2700多个……
此外，工信部明确，要以平台为支撑，为

加强供需对接提供有力服务。下一步，将鼓励

各地培育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平台、基地，促

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对接。依托大企业

打造中小企业海外服务体系，带动中小企业

共同出海，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提升要素保障 降低运行成本
围绕打通数据链、优化资金链、提升人才

链等多方面，通知进一步明确具体措施，旨在

提升要素保障能力，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数字化是大中小企业融通的纽带。工信

部明确，鼓励大企业打造符合中小企业特点

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推动开发一批低成本产

业链供应链协同解决方案和场景，带动中小

企业协同开展技术改造升级。“今年，我们将

进一步提升网络供给能力，推进工业园区、企

业厂区等重点区域 5G网络覆盖。”工信部有
关负责人说。

京东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近 180万台工
业设备，为 1050家大型企业和近 120万家中
小微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国网嘉兴供

电公司联合相关银行推出“信用证交费”，为

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融资渠道和新的电费交纳

渠道……围绕引导大企业加强供应链金融支

持、提升数字化等要素保障，一系列举措正在

展开。

“我们将推动有关部门和地方配套具体

支持措施，打造一批可复制的典型模式，通过

‘以大带小、以小托大’，推动形成协同、高效、

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徐

晓兰说。

■ 辛华

5月 19日晚，CCTV报道了中国家电产
业近年来的发展轨迹，解读包括美的集团等

在内的一批中国家电崛起的密码。3年研发
投资超 450亿元的领军品牌美的集团，科技
创新成果突出。

引领行业创新
2020年底，美的集团将战略主轴升级为

“科技领先、用户直达、数智驱动、全球突破”，

其中“科技领先”为核心主轴。在科技研发方

面，美的每年的投入均占年度营收的 3.5%以
上，过去 5年来，美的累计投入研发资金超过
450亿元，2021年超 120亿元。

通过 40年在家电产业的制造和研发领
域的深耕，美的在全球建立了“2+4+N”的全
球化研发网络，在全球拥有 35个研发中心和
35个主要生产基地，产品及服务惠及全球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户超过 4亿。
美的集团中央研究院院长刘前进在接受

《焦点访谈》采访时表示，“美的集团已经完成

了从追赶到引领的过程，进入‘无人区’”，美

的通过构建“四级研发体系”，在全球布局研

发体系和科学家人才体系，目前研发人员已

超 1.8万名，外籍资深专家超过 500人。
2021 年美的集团新吸纳研发人员 400

人，同时，不断地聘请行业内的资深专家与顶

尖人才，实现了行业领先的“三个一代”研发

模式。

攻克技术难题
美的长期聚焦行业核心技术研究，近 3

年完成超过 3000项高质量专利布局，实现
33个关键技术领域全面布局。其中代表产品
热泵采暖的压缩机市占率达到 59%以上，“一
桶洗”高端市场占有率达到 40%。突破性产品
近 3年销售额超过 286亿元，不断以自主创
新的核心技术填补行业空白，打破国外的技

术垄断，推动家电行业高质量发展。

刘前进表示，“不断挖掘用户需求，这是

不会变的，消费者的需求一直在变化，美的将

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加强前沿性研发布局，

不断实现全球范围的科技领先，满足用户的

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真正做到‘用户直达’。”

近几年来，美的又在汽车核心零部件、伺

服系统等多个领域攻克行业技术难题，实现

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目前，美的集团在全

球将近 50个国家和地区布局专利超过 10万
件，其中专利授权维持量超过 7万件。2021
年，美的在全球范围内申请专利超过 1万件，
年度授权量已连续五年位列家电行业第一，

而年度全球发明专利授权也首次超过 4000
件，尤其在海外，发明专利授权超过 1000件。
美的正通过跨界融合、人工智能、数字仿

真上的技术突破，不断创新升级产品，积极推

动行业发展，未来将持续加大在数字化、IoT
化、全球突破和科技领先方面的投入，布局和

投资新的前沿技术，致力于成为全球智能家

居的领先者、智能制造的赋能者。

39项税费优惠政策
“精准滴灌”
助力小微企业稳步前行
■ 包兴安

国家税务总局 5月 21日更新发布四个
税费优惠政策指引，其中，《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税费优惠政策指引》从减负担、促融资、

助创业三个方面，梳理形成了小微企业增值

税期末留抵退税、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及个

体工商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重

点群体创业税费扣减等 39项针对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的税费优惠政策。

“近年来，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国

税费优惠政策的精准性不断提高，力争将好

钢用在刀刃上。”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院长白彦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 39项
税费优惠政策来看，整体性和系统化水平不

断提高。其中，减负担方面，着力减轻现有微

观经济主体的税费负担；促融资方面，试图发

挥好财税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为企业

拓展融资渠道和发展空间；助创业方面，则进

一步着眼于增量市场主体的培育，为我国经

济发展增加源头活水。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税费支持政策，特别

是今年出台了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为

广大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再添助力。

“没想到不到一天就收到了退税款。”丰

鸟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杨军表

示，“我们这种初创的大型无人机科技公司，

前期投入巨大，资金压力使公司面临巨大挑

战。此次留抵退税政策，缓解了公司的资金压

力，也增强了公司发展无人机物流的信心。”

由于航空无人机技术前期研发周期长，

不能较快形成规模产能，故前期形成增值税

进项税额难以短时间内消化完毕。今年 3月
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增值税期末留

抵退税政策，符合政策条件的微型企业，可以

在今年 4月份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
还增量及存量留抵税额。

“我们收到退税共计 313万元，真是‘雪
中送炭’，既能有效缓解企业流动资金压力，

又有助于公司利用这些资金继续投入到无人

机物流相关科研，促进各行业物流运输成本

进一步降低。”杨军表示。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张依群对记者表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是社会就业的蓄水池、创业的集散地、创新

的孵化器，保住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等

于保住了市场经济最基础、最本质的活力。

“当前我国实施的一系列保就业、促融

资、助创业的税费优惠政策，正是积极响应就

业优先的财政金融政策，以就业为抓手、以创

业创新为动力，不仅可以稳定就业存量和基

本民生，也有利于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张

依群表示。

谈及税费政策如何进一步助力小微企

业，白彦锋建议，要发挥好大数据作用，加大

税银互动力度，解决好小微企业在融资等方

面的痛点和难点问题。

“由于小微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小，在一定

程度上并不符合一些金融机构的放贷标准，

而通过与财税大数据更好结合，既可以解决

金融部门的放贷顾虑，又可以助力小微企业

发展，随着我国跨部门大数据水平的不断提

高，在为小微企业拓展融资渠道、促进产业链

上下游供需高效匹配对接等方面都大有可

为。”白彦锋表示。

张依群认为，要保持现有税费优惠力度

不减且稳定、可持续，让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能够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希望、恢复信心；

同时，要创新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扶持

方式。

解读美的家电崛起密码
三年研发投资超450亿元

畅通“七条链”
大中小企业这样融通发展

http://www.zgceo.cn
http://www.entrepreneurdaily.cn
http://weibo.com/jrwbdhttp://weibo.com/qyjrb
mailto:cjb490@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