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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文件
豫工信办规〔2023〕29号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关于加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关于加快培育发

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政法〔2021〕70号）、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

的若干意见》（豫发〔2022〕9号）、《河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方案》等文件精神，梯度培育一批制造业优

质企业，引导和推动我省制造业企业专注于细分行业产品创新、

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提升我省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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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现就加强我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开展制造业单项冠

军培育企业入库推荐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基本思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锚定“两个确保”，落实“十大战略”，引导企业聚焦实业、深耕主业，

坚持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着力培育市场细分领域优质企业主

体，打造优质企业“雁阵”重要一环。

工作原则：坚持企业主导，政府服务的原则，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政府要加强服务

和政策引导，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发现和培育一批有潜

力的企业，引导和支持其创新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单项冠军企业。

二、入库要求

1.企业自愿入库。申请入库培育企业需填写《单项冠军培育企

业入库申请书》（见附件 1）；市场占有率证明由相关行业协会出

具或企业自行出具说明材料（模版见附件 2）；企业对填报材料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2.各地审核把关。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依据《河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

动方案》中“入库培育企业申请条件”，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

核把关，并将符合培育条件的企业推荐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动态更新管理。各地工信部门对入库培育企业跟踪服务，对

不再具备培育条件的企业及时申请调出；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培

育企业（产品）每年更新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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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要求

1.各地要高度重视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工作，制定工作方案，加

强对本地企业和产品的调研摸底，广泛宣传、深度挖掘，发动符

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纳入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库，并逐级推荐。

2.各地要建立省市县三级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库。各省辖市、济

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申请企业相关指标

进行审核，将符合申报条件、同意纳入省级单项冠军培育库的企

业汇总并填写《推荐纳入省级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库企业汇总表》

（附件 3），于 2023年 3月 17日前正式行文推荐至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规划处，电子版发送至 hngxtghc@163.com。

3.各地要加强对单项冠军培育企业的指导、跟踪和服务，帮助

企业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指导企业对照国家级单项冠军企

业开展对标，提供培育提升诊断咨询服务，推广典型经验。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杨淑珍 0371—65507721

附件：1.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入库申请书

2.市场占有率说明模板

3.推荐纳入省级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库企业汇总表

2023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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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单项冠军培育企业
入库申请书

企业名称（盖章）

申请类别 ¡ 单项冠军企业 ¡ 单项冠军产品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盖章）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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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一、本申请书为申请纳入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库企业填写。

二、推荐单位为申请企业法人注册所在省辖市（济源示范区、

航空港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三、申请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填写各个表项。企业填写

主营产品时应参照国家统计局《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中的产品

分类或行业分类惯例，企业填写主营产品是新产品，应做标注。

四、申请企业须根据入库条件在申请书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企业填报主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须附相关证明材料。

五、申请企业必须确保表内所有数据真实准确。申请书填报

项目页面不足时，可另附页。

六、文字描述要简洁明了，复印件要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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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通讯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电话 手机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企业类型 ¡ 国有 ¡ 合资 ¡ 民营 ¡ 其他

企业基本

经营情况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所属行业
1

资产总额
2
（万元）

职工人数 资产负债率

近三年指标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万元产值能耗（吨标准煤/

（万元）

利润（万元）

主营产品

情况

产品名称
3

行业领堿

从事该产品领域

时间（年）
是否新产品

近三年指标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产品销售数量（单位：）

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重
% % %

全球市场占有率及排名 如：32%,（第一） %,（ ） %,（ ）

国内市场占有率及排名 %,（ ） %,（ ） %,（ ）

省内市场占有率及排名 %,（ ） %,（ ） %,（ ）

1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制造业中的大类填写所属行业。
2 资产总额、职工人数、资产负债率按截至 2022年末填写，如 2022年年报未出，可填报预估数据。
3 须填写产品准确名称。

wl9
wl10
w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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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研发

能力

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万元）
及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 % ， % ， %

截至上年末研发人员占企业全部职工比重 人， %

拥有有效专利数量（发明、实用新型、外观） 共计： 个，其中发明： 个

牵头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数量

国际标准： 个；国家标准： 个

行业标准： 个；

是否属关键领域补短板
和补齐哪类短板

产品

质量
是否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是 ¡ 否

国际化

程度

近三年指标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主营产品出口额（万元）

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 % %

海外经营机构数量 个 海外研发机构
数量

个

企业详细

情况介绍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此项可另附页）
一、企业核心优势与特色概括（200字以内）。
二、申请产品情况：产品主要用途、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及地位，近 3年产品销售

情况及效益，主要客户群及销售地，企业主要竞争对手及与之对比情况，产品国际化
实施情况；产品关键性能指标、能耗指标及与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对比情况，产品主
要加工工艺、技术及与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对比情况。

三、企业研发创新情况：企业技术研发机构建设、研发经费保障及激励机制，研
发创新带头人、创新团队、创新人才培养情况；知识产权积累和运用情况，参与或主
导相关产品领域国际国内相关技术、工艺标准制定情况；重要技术或质量奖项情况。
是否属于关键领域补短板及具体情况。

四、企业管理与制度建设基本情况：简要介绍企业经营战略，法人治理结构，管
理团队，企业品牌培育相关制度、产品质量保障相关制度，知识产权保障制度，企业
生产安全保障制度，应对各类风险机制等。

五、企业未来 3-5年发展成为制造业单项冠军的战略思路、目标任务、计划措施
等。

相关材料

1.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企业填报日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的“失信被执行人”和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名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网站查询的“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和“行政处罚信息”的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并加盖公章；
3.企业主营产品市场占有率说明材料；
4.近 3年获得的有效专利目录；
5.质量认证、质量荣誉、品牌荣誉等相关材料及目录；
6.企业认为须提供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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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场占有率说明

我公司主营产品为 XXX，上年度该产品销售收入金额为 XXX

万元，占总主营业务收入 XX%。根据近三年全国市场销售数据以

及对比我省经营同产品的主要竞争企业销售数据，目前我公司

XXX产品在全球的占有率为 XX%，全球排名为第 X位，全国的

占有率为 XX%，国内排名为第 X位，省内排名为第 X位。我单

位承诺此说明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企业落款并盖章）

2023年 X月 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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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推荐纳入省级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库企业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序

号
所在市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企业 2022
年销售收入

（万元）

主营产品

名称

2022年主营产
品销售收入

（万元）

主营产品销售收入占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

重（%）
市场排名

从业

时间（年）

是否为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
业

是否符合入

库条件

一、单项冠军企业

1

...

二、单项冠军产品

1

...

1.所属行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制造业的大类行业填写;
2.细分产品名称须填写产品准确名称;
3.每个企业只能填报一个主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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