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市 制造业 
创新创业政策简介

大连市创新创业创投服务中心

宣讲人 封玮



目
+ 录

科技人才

科技投入

科研基地

创新关联



科技人才
第一部分内容A



科技人才政策

大委办发[2019]19号 大连市推动城市发展产业紧缺人才开发实施细则

大委办发[2019]19号 大连市高技能人才选拔工作实施细则

大政办发[2019]14号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连工匠”选树活动的实施意见



紧缺人才
50周岁以下；符合城市发展紧缺人才开发目录；在连工作3年以上。

☆10万元 

☆ ☆ 12.5万元

☆ ☆ ☆ 15万元

☆ ☆ ☆ ☆ 17.5万元

☆ ☆ ☆ ☆ ☆ 20万元

市人才服务中心  0411-84618687

人才引进政策 大委办发[2019]19号 
大连市推动城市发展产业紧缺人才开发实施细则人才引进政策



城市发展紧缺人才开发目录

20个行业
506个需求岗位

教育
卫生

现代
农业

战略性
新兴产业

先进
制造业

现代
服务业



现代
服务业

城市发展紧缺人才开发目录



技能人才
培育——55周岁以下；国家二级职业资格；5年以上劳动合同。
引进——50周岁以下；国家二级职业资格；5年以上工作经历。
             （全职引进-境内；柔性引进-境外；项目引进）

1. 培育、全职引进：5年期内每人2.4-6万元/年；

2. 柔性引进：一次性每人1-3万；

3. 项目引进：5年期内每人2-3万元/年。

市人才服务中心  0411-84618687

人才引进政策 大委办发[2019]19号 
大连市高技能人才选拔工作实施细则人才培养政策



技能人才

一线生产、操作岗位；社保缴费累计满5年；国家二级职业资格；

1. 一次性给予12万元（税后）奖励；

2. 高技能领军人才：可破格申报专业技术职称评审。

市就业服务中心 0411-84369187

人才引进政策 大政办发〔2019〕14号 
关于“大连工匠”选树活动的实施意见人才奖励政策



科技人才政策

大委办发[2019]19号 《关于落实“5+22”人才政策的几个具体问题》
及31个配套实施细则
——大连市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
——大连市支持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实施细则
——大连市引进中国籍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实施细则
——大连市集聚外国高层次人才实施细则
——大连市引才荐才奖励实施细则
——大连市高层次人才创新支持计划研发项目资助实施细则
——大连市科技人才创业支持计划研发项目资助实施细则
——大连市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研发项目资助实施细则
——大连市博士后创新人才工程实施细则
——大连市优秀企业家奖励实施细则
——大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遴选资助实施细则
——大连市世界技能大赛选手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细则
——大连市优秀企业家奖励实施细则
——大连市企业技术技能骨干技术人才激励实施细则
——大连市参加市级以上一类大赛选手补助奖励实施细则
……



科技投入
第二部分内容A



科技投入政策

大经信发[2017]205号 大连市智能制造专项资金

大经信发[2018]126号 大连市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大财企[2014]471号 大连市鼓励制造业重点领域首台(套)技术设备示范应用推广资
金管理办法



企业；应用项目
成立1年以上；
智能化技术改造和智能化升级应用项目；投入总额1000万以上。

1.最高按投入总额15%，资助总额≤500万元。

2.如购买本地“智能制造”设备和技术，最高按投入
总额20%，资助总额≤ 800万元。

市工信局 投资与规划处 0411-83633180

人才引进政策 大经信发[2017]205号 
大连市智能制造专项资金科技投入政策



 

集成电路项目
在连企业
企业引进

项目建设 研发中心

新产品 服务平台

大经信发[2018]126号 
大连市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科技投入政策



新建项目
重大集成电路制造 —— 产品线宽≤0.8um，固定资产投资≥5亿元；
高端封装测试 —— 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
关键设备和材料生产 ——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

1.新建项目：按投资额10%补助，
按贷款总额6%贴息补助2年；

2.国家重大项目：按国拨款50%，
支持总额≤500万元。

市工信局 电子信息产业处 0411-83633180

人才引进政策 大经信发[2018]126号 
大连市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科技投入政策

项
目
建
设



引进单位—— 上年度业务收入≥1亿元；
项目投资额≥5000万元。

引进项目：最高按投资额10%补助
                 总额≤5000万元。

市工信局 电子信息产业处 0411-83633180

人才引进政策 大经信发[2018]126号 
大连市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科技投入政策

研
发
中
心



MPW（多项目晶圆）项目；工程流片项目；

最高按加工费50%，补助总额≤200万元。

市工信局 电子信息产业处 0411-83633180

人才引进政策 大经信发[2018]126号 
大连市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科技投入政策

新
品
研
发



集成电路产业聚集区；运营1年以上；

1.升级、改造和新购置软硬件等：
按投资额30%，补助总额≤500万元；

2.公共服务费：
按发生额30%，补助总额≤300万元/年；

3.平台运营费：
按公共服务费发生额10%，补助总额≤50万元/年。

市工信局 电子信息产业处 0411-83633180

人才引进政策 大经信发[2018]126号 
大连市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科技投入政策

服
务
平
台



企业；首台（套）
标准化设备；单台设备、零部件；
《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等；

1.标准化设备项目：
最高按订货合同20%，资助金额≤500万元。
2.单台设备、零部件项目：
最高按认定金额20%，资助金额≤500万元。
3.风险补贴计划项目：
最高按订货合同10%，资助金额≤200万元。

市发改委 工业处 0411-83633731

人才引进政策 大财企[2014]471号 

大连市鼓励制造业重点领域首台(套)技术设备示范应用
推广资金管理办法

科技投入政策



科技投入政策

大科计发[2017]188号 大连市重点科技研发计划管理办法(试行)

大科计发[2017]189号 大连市科技重大专项管理办法(试行)

大科财发[2018]168号 大连市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民口)与重点研发计划资金配套实施细则(试行)

大科计发[2017]187号 大连市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大政发[2017]15号 大连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试行)
……



科研基地
第三部分内容A



科研基地政策

大经信发[2017]201号 大连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大工信发[2019]16号 大连市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



大连市制造业创新中心；项目；

3家以上成员单位参与；《行动计划》；完成投资20%；

市工信局 科技处 0411-83645527-607

人才引进政策 大经信发[2017]201号  
大连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科技基地政策



企业

市工信局 科技处 0411-83645527-607

人才引进政策 大工信发[2019]16号 
大连市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科技基地政策

设备原值≥50万；企业员工≥20人，中级（本科）≥5人；
成立2年以上；上年营业收入≥150万元；



科研基地政策

大经信发[2015]132号 大连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

大科发[2018]80号 大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管理办法

大科发[2018]81号 大连市重点实验室认定管理办法

大发改高技字[2018]388号 大连市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

大科财发[2019]23号 大连市国家和省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补助实施细则

大科财发[2018]109号 大连市高校院所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服务资金补助实施细则

大科高发[2018]84号 大连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



创新关联
第四部分内容A



创新关联政策

大科外发[2018]109号 大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大科外发[2018]127号 大连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管理办法（试行）

大商务发[2018]456号  大连市关于外商投资重点产业支持政策的实施细则



成果转化

1

2

3

国内外高校院所
成果来源

按交易额5%，奖励金额≤30万元

在连企业
独立法人

按交易额10%，补助金额≤100万元

技术经纪人
技术经纪人与在连服务机构签订合同

按交易额1%，奖励金额≤10万元

大科外发[2018]109号 
大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创新关联政策



引进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认定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市科技局 成果处 0411-39989850

人才引进政策 大科外发[2018]109号 
大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科技基地政策

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引进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认定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市科技局 成果处 0411-39989850

人才引进政策 大科外发[2018]109号 
大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科技基地政策

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引进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认定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市科技局 成果处 0411-39989850

人才引进政策 大科外发[2018]109号 
大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科技基地政策

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新认定：经费补助100万元。
2.定期评估：优秀—经费补助30万元，良好—经费补
助20万元。
3.技术引进补助：按交易额10%，补助金额≤50万元。



企业；

《大连市重点产业领域科技创新指南》；
交易额≥500万元；研发投入≥1000万元；

最高按上年研发费用支出50%，补助总额≤1000万元。

市科技局 成果处 0411-39989850

人才引进政策 大科外发[2018]127号 
大连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专项管理办法(试行)科技投入政策



外资企业；管理人员；

市金融局 外资处 0411-83780272

人才引进政策 大商务发[2018]456号 
大连市关于支持外商投资重点产业政策的实施细则创新关联政策

10内不签离；不减少注册资本；投资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企业

注册外资

≥1000万美元 600万元

≥2000万美元 900万元

≥1亿美元 1200万元



外资企业；管理人员；

市金融局 外资处 0411-83780272

人才引进政策 大商务发[2018]456号 
大连市关于支持外商投资重点产业政策的实施细则创新关联政策

10内不签离；不减少注册资本；投资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企业

营业收入

≥1亿元 600万元 30万元

≥5亿元 900万元 50万元

≥10亿元 1200万元 80万元



外资企业；管理人员；

市金融局 外资处 0411-83780272

人才引进政策 大商务发[2018]456号 
大连市关于支持外商投资重点产业政策的实施细则创新关联政策

10内不签离；不减少注册资本；投资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扩建厂区奖励：扩建自用生产、仓储场所≥5000㎡,按
50元/㎡标准，奖励金额≤300万元。



创新关联政策

大金局发[2018]55号 大连市鼓励股权投资企业投资科技创新企业政策实施细则
大金局发[2018]95号 大连市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实施细则
大金局发[2017]21号 大连市企业上市挂牌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大金局发[2018]96号 大连市科技创新企业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实施细则
大金局发[2018]97号 大连市投贷联动风险补偿与业务补贴实施细则
大金局发[2018]98号 大连市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服务科技创新企业奖励实施细则
大金局发[2018]99号 大连市科技创新企业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实施细则
大经信发[2017]338号 大连市中小企业新产品推广应用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大知发[2016]22号大连市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管理办法（试行）
大知发[2018]22号 大连市专利保险补贴实施办法
大知发[2018]1号 大连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大知发[2018]8号 大连市专利导航补助暂行办法
大知发[2018]9号 大连市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大知发[2018]14号 大连市专利运营中心备案及补助暂行办法
大知发[2018]15号 大连市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标准化认证补助办法
大政发[2016]51号 大连市专利奖奖励办法
……



感谢聆听

大连市创新创业创投服务中心
政策咨询电话：0411-83635835/83637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