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4

2021 年 9 月 27 日 星期一

统筹 郭宁 责编 张曙辉 美编 首席编辑 杨芳芳 校对 陈兵

·锚定“两个确保”交上出彩答卷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河南以 207 家在全国省份排第 11 位

郑州
“小巨人”企业数量 全国第十
入选国家级相关榜单的企业，将吸引资本青睐，河南有企业在上榜后，已获上亿元投资
数据
A.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数量，
浙江第一，
宁波亮眼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工信部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计 4922 家（第一批 248 家，第
二批 1744 家，第三批 2930 家）。企业预警通方面表示，截
至 9 月 24 日，其数据（4759 家）是经去重后得到的最新数
据，因此，后文所涉及的相关讨论，将基于企业预警通提供
的去重后的数据进行。
我们从地域分布来看（含计划单列市）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浙江（470 家）、广东（429 家）、山东（360 家）包揽
了前 3 位，是当之无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富户”。
江苏（285 家）、
上海（261 家）、北京（256 家）紧随其后。
值得注意的是，从浙江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城市
分布情况来看，
表现亮眼的不是省会杭州，
而是宁波，
470 家
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中，
有 182 家来自宁波，
占比 39%。
宁波以“一己之力”超过深圳（169 家）、成都（107 家）、
青岛（97 家）等重点城市，
成为全国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
巨人”
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不包括四个直辖市），
甚至一市
的数量就超过了湖北（172 家）、
江西（144 家）、
陕西（112 家）
等省份全省的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数量。

“专精特新”迎来政策风口。不光在各大
重点部署中频频露面，还上了中央政治局会
议，首次被提升至国家层面。北交所设立，资
本市场的舞台也已经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搭好。
“专精特新”为何如此受关注？河南省的
专精特新“小巨人”有多少？都分布在什么行
业？如何激发河南诞生更多的专精特新“小
巨人”？今天，我们通过数据给予解析。

B.企业主要聚焦高端制造和新材料，信息技术类企业
明显增多
从 行 业 分 布 来 看 ，根 据 国 海 证 券 研 究 所 研 报 以 及
Wind 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中，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上市企业共 317 家，其中主板 89 家，
创业板 135 家，
科创板 93 家。
整体而言，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分布于以机械（58 家）、
电气设备（32 家）和电子设备（45 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领
域以及以化工（46 家）为代表的新材料领域，属于信息技
术服务的企业共 5 家。
此外，2021 年 5 月及 8 月，工信部在已经认定的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中又择优选定两批建议重点支持的“小巨
人”企业名单，共计 1438 家，其中，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的企
业有 121 家。
尽管高端制造与新材料仍是其主要聚焦领域，但这些
企业当中，属于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企业数量明显增多，
有 9 家，覆盖领域包括设备自动化、3D 打印、信息系统集
成、
智能控制系统等。

河南商报记者 郝瑞铃

入选“专精特新”
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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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官方解释，专精特新“小巨人”指
的是这样的企业：长期深耕细分领域，专
业化程度高、创新能力强，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在 97%以上，平均研发经费占营收比
重超过 7%，平均拥有有效专利超过 50 项，
是当之无愧的隐形冠军企业。
“专精特新”迎来政策利好，对河南的
中小企业意味着啥？
今年 7 月刚被认定为国家第三批专精
特新“小巨人”的河南银金达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8 月 25 日，该公司又上榜国家
工信部“第二批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
业”名单。该公司战略品牌中心主任周宏
涛坦言，专精特新“小巨人”带给公司最直
观的帮助，就是让他们受到了更多资本的
关注。
9 月 15 日，清控金信资本正式增资入
股银金达，前者出资 1 亿元用于支持银金
达的生产经营与发展壮大。周宏涛说：
“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获批‘专精特
新’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资本平台，现在
我们准备抓住这一契机登陆科创板，目
前已经和券商签约。其次很有助于提升
我 们 产 品 的 市 场 影 响 力 ，拓 展 产 品 领
域。”
河南省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杨梦洁认为，
“专精特新”是未来中小企业
发展的方向，将会受到政策层面更多青
睐。而对于河南省的中小企业而言，入选
“专精特新”企业库，能够在技术创新、市
场开拓、管理提升、融资服务等方面获得
帮助。但只有具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
化、新颖化四大优势的中小企业才能脱颖
而出。

C.河南企业数量排名并列第 11 位，
后备资源丰富
河南省以 207 家的成绩与四川省并列第 11 位，比第一
名浙江省少 263 家，重点城市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拥有量中，
郑州排名第 10 位，
共有 63 家。
这其中不乏在细分领域十分出彩的“明星”。拿信大
捷安来说，它在信息安全领域以安全芯片为切入点，成为
华为等智能移动终端，奥迪、宝马等一线汽车品牌的稳定
合作商。
“河南省在生物工程、智能制造等领域是有孵化‘专精
特新’企业优势的，例如安图生物、许继电气等企业目前在
全国范围内都可以称得上行业头部。”河南省嵩山智库秘
书长、
河南省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中武解释。
不过，
河南省内可供孵化的后备企业资源比较丰富。
5 月 13 日，河南省工信厅发布公示，郑州深澜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河南航天液压气动技术有限公司、郑州煤机
综机设备有限公司等 928 家企业被认定为河南省 2021 年
度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此外，河南商报记者从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
业服务局了解到，
截至目前，
全省省级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共有 1028 家，其中第一、二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92 家。第三批已推荐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71 家。中央财政支持的第一批重点
“小巨人”
企业 27 家。

河南在支持企业发展成
专精特新“小巨人”上都做了
哪些努力？扫码继续阅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