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1日，广州地区遭受冰雹恶劣天
气，严重影响航班正常飞行，造成航班大
面积备降桂林。桂林空管站在保障正常航
班运行下，安全保障了25架备降航班和1架
特情航班，小时高峰高达25架次，其中有6
架航班为空中客车330等大型客机执飞，创
造了桂林两江机场开航以来接收备降航班
最高的纪录。

在保障复杂天气情况下航班备降工作
中，桂林空管站有序协调内外运行工作，
及时向空中航班通报天气绕飞情况及绕飞
空域使用申请，适当增大飞行间隔，严密
监视空中动态，力求保障所有航班正常运
行。当天航班大面积备降、航班量迅速增
长、机坪机位全部停满，1架执行飞行任务

的航班在起飞5分钟后机组报告设备故障，
桂林空管站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管制员沉
着应对，齐心协力合理调度，凭借着高度
的责任心和扎实的业务技能保障了故障航
班安全落地。

恰逢春运期间，由于正值本场航班进
出港高峰，大量航班备降瞬间增加了调配
难度和调配压力，桂林空管站高水平的特
情处置组织能力和各保障部门的协同配
合，做到了没有造成任何一起因管制原因
出港航班的延误，保障了广大群众的安全
出行，用行动谱写了“四强空管”的协奏
曲，阐释当代民航职业精神。

民航桂林空管站 李帆 袁恒

桂林空管站顺利保障
大面积航班备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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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培育规上企业
增强工业经济发展后劲

这几天，桂林君泰福电气有限公司员工干劲儿满满，该公司的“两横两纵”打
造适体变压气智能管理生产线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智能制造实战 100 个推
广例之一。智能管理生产线生产将促进年产值增加。

近年来，我市把培育规模企业作为工作重点，通过打造平台、政策支撑，全力
引进实力企业和扶持现有企业等措施，推进企业创新、跨越发展。同时，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全市工业经济加快发展、
科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市工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我市着眼于工业经济
长远发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
能。一方面是加强对小型、微
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培
育，构建良好的小微企业发展
环境。通过政策扶持引导，组
织申报等工作，有桂林理工大
学科技园、奥创园、桂林经开
孵化器 3 家被认定市级小型、
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其中有桂林理工大学科技园、
奥创园 2 基地被认定为自治区
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
范基地、目前全市共有国家级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
基地 2 家、自治区级 7 家、市
级 8 家；另一方面是加强对新
建投产、小升规工业企业的培
育，壮大经济发展中间力量。
制定培育方案、分步骤进行推
进。收集企业培育库，共计
190 家企业。此外，组织对新
建投产企业上规入统培训，规
范管理，对我市 20 余家新建
企业就企业入规程序及遇到的
系列问题进行了强化培训，帮
助企业加快入规步伐较好地做
到了成熟一家进一家。

同时，精选有潜力的规下
企业重点培育督进。结合县区
报送及走访调研工作情况，在
收集的 190 企业培育名单中再
次经求县区意见，重点筛选出
101 家企业，作为培育入库的
重点，并实施一一跟踪，全力
推进。

据悉，我市新进规模企业

享受奖励优惠政策。去年，我
市对 2017 年首次入规的工业
企业每家奖励 6 万元，共 396
万元全部发放企业。平乐金满
地建材有限公司、华能桂林燃
气分布式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及
广西圣鑫食品有限公司共计
59 家企业获得自治区新进规
模奖励资金 590 万元。

为尽快提升我市工业经济
整体实力，加快培育规上工业
企业步伐，今年将强化跟踪服
务，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
上规上限入统。通过推动建
材、石材、木材、采矿等传统
行业资源整合，实施产业扶
持、财政奖补、政府采购等政
策引导，强化市场准入、协作
配套、业务培训等配套措施，
努力实现全年新增规上工业企
业 50 家以上。

市工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将从精谋划、强政
策、重帮扶、树立典型上下功
夫，科学制定企业发展及培育
计划，针对性地做好新年度的
各项具体工作规划；加强对政
策的宣传与学习培训，让政策
确确实实落到实处；加强对企
业项目建设的跟踪督进，从基
础数据入手，从小事做起，精
准帮扶，全力推进；及时鼓励
积极开拓创新单位及企业发展
带动力强的典型，促进产业快
速稳定发展。努力完成全年新
增规上工业企业计划任务。

记者邱浩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
收入在 2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是
实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最直接反映，能有
效带动工业总体规模的扩大和工业经济
的稳定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工业经济转
型升级的重要载体，新增企业数量的增
加，为我市工业发展注入了大量新鲜血
液。”市工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我市高度重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
发展和入库工作，不断推出扶持各类企
业发展新政策，加大推进项目建设、招商
引资、工业提档升级的工作力度，努力营
造助推企业做大做强的良好环境。

为加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工
作，我市加大对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的奖励力度，出台了《进一步做好企业
上规入统工作若干措施》。该项新政通
过实施资源整合、市场整合、评先评优
引导、资金扶持、协作配套引进、创业
平台孵化、政策引导等多项措施，进一
步加强对企业的培育力度，支持帮扶企
业上规入统，增强工业发展支撑力，推

动桂林工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目前，我市已根据工业企

业生产规模、经营状况，结合企业税
收、用电等指标，建立了规模企业培育
库，将具有一定规模、符合产业政策、
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列入培育库进行重点
培育和重点扶持。根据新政要求，我市
将加大资源整合力度，严格环境准入门
槛，推动建材、石材、木材、采矿等传
统行业中小企业实施整合重组，着力淘
汰一批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生产
工艺落后、规模效益低的小型企业，培
育一批技术先进、环境友好、效益显著
的企业上规。

在新一轮新政的推动下， 2018 年
我市规模工业 33 个大类行业中，有 18
个大类行业保持增长，其中，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5 .9% ，医药制造
业增长 16 .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1 0 . 9 %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增长
51 . 1% ，四个行业合计拉动规模工业增
加值增长 4 . 8 个百分点，对全市工业经
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出台新政支持企业上规模促转型

六成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企业实现增长
培育强劲的新动能是实现经济追赶

超越的根本支撑。为此， 2018 年，我
市加强指导培育企业上规，举办了全市
工业企业上规入统工作推进会。经过努
力，全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59
家，全市规模工业企业累计达到 648
家。

据市工信委电子信息和软件科数据
显示， 2018 年，全市规模以上电子信
息企业发展保持平稳， 48 家纳入电子
信息行业统计的规模以上行业企业中，
32 家实现了增长，占比超 60% 。其中
桂林国际电线电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产
值超 30 亿元，智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产值有望超 10 亿元；飞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 6 家企业产值超 5 亿元；啄木
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 11 家企业产值超
亿元。其中，智神信息、飞宇科技、聚
联科技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增速超
100% ；思奇通信、威诺敦医疗器械增
速超 50% 。

过去的一年，我市各城区培育规上
企业力度增强。象山区制定了《象山区
中小企业培育推进方案》，出台培育发
展“四上”企业的政策措施，在财政、
税收、融资、土地、水、电、气、技
术、人才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和扶持；

在落实企业发展要素保障方面，优先安
排培育库企业；在科技资金政策方面，
对上积极做好争取工作，确保培育库企
业得到最大的支持；在
专项申报、荣誉评定等
方面给予优先考虑。该
区还实行奖励优惠政
策，对新增纳入统计联
网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一次性奖励 3 万元。

高新区七星区下大
力气抓企业服务。培育
芯飞光电子、创研科技
等 7 家企业上规；力促
西麦、华诺威等 5 家企
业上市；加强银企对
接，支持企业融资纾
困，为企业申报扶持和
技改配套资金 4420 万
元；电力电容、智神公
司、光隆光电入选广西
最具竞争力民营企业十
强；优利特入选广西工
业企业十佳。电科院、
曙光院、万向钱潮被新
认定为广西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

今年努力实现新增 50 家以上规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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