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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科技贷政策

以创新驱动发展为目标，以提升我省科技型企业竞争力为导向，按

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专业管理、风险共担”的原则，由省科技厅、

省财政厅设立科技信贷准备金，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损失补偿机

制，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损失按照一定比例予以补偿，引

导银行开展科技贷款业务。主要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轻资产特点，引导

银行降低贷款实物资产抵质押要求，着力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难问

题。同时，通过设置“科技贷”业务利率上限，并结合银行放贷利率情

况动态调整科技信贷准备金存放，引导银行执行优惠利率，有效缓解科

技型中小企业贷款贵问题。

1.贷款对象：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河南省科技型

中小企业（重新申报结果未确定前可按上年度资格和条件继续享受相关

待遇）

2.贷款条件：实物资产评估值一般情况下不高于贷款（授信）金额

的 30%（单一实物资产超过 30%的除外）；利率上浮不超过基准利率的

30%（可按同期 LPR 换算)

3.支持方式：政府设立科技信贷准备金，对出现的损失，给予 30

—60%的补偿（无抵质押、无担保的纯信用贷款,按 60%进行损失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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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科技型企业债权融资渠道（贷款）

一、河南省科技贷

（一）业务流程（在线申请）

1.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

具 体 可 登 陆 全 国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 www.innofund.gov.cn ）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认 定 管 理 工 作 网

（www.innocom.gov.cn）咨询并办理。

2.企业完成注册后，登录“河南省科技金融在线服务平台”，提交

承诺函，填报“科技贷”融资申请。

3.银行和专业机构经过现场调查、审核。

4.银行和专业机构审核通过后，向省科研生产试验基地管理服务中

心备案。

5.基地中心形式审查后，出具确认函，予以纳入“科技贷”管理。

6.银行依据确认函放款。

（二）河南省科技金融在线服务平台

平台网址 http://kjjr.hnkjt.gov.cn（在市科技局网站首页点击悬

浮图标即可进入）

（三）科技贷业务受托管理机构

1.河南省科研生产试验基地管理服务中心

中心联系电话：0371-86540860 65727058

刘静波（负责新乡地区科技贷业务的专员）

联系电话：1913763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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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南生产力促进中心

中心联系电话：0371-67579128

李潼（负责新乡地区科技贷业务的专员）

联系电话：18137880095

（四）科技贷新乡地区合作银行联系方式

1.中国银行新乡分行中小企业部

刘义奇 联系电话：0373-3030762

2.邮储银行新乡市分行

师小同 联系电话：18613731579 0373-3710828

3.中原银行新乡分行小微企业部

林慧君 联系电话：0373-3666587 13623855210

4.郑州银行新乡分行小企业部

张凯楠 联系电话：0373-3555229 17537177143

5.农业银行新乡分行

李昆仑 联系电话：15637317899 0373-3811202

二、新乡市智慧金融服务平台

平台网址：http://www.xxzhjr.com

新乡市智慧金融服务平台由新乡市委市政府安排，市金融工作

局、市政务大数据局、人行新乡市中心支行、银保监新乡分局等部门

主办的政策性、公益性信息平台，由新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平台

的运营管理。为银企提供“一站式”线上信贷服务。以数据“多跑路”

实现企业“少跑腿”，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全流程、一站式优

质便捷服务，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加快我市经济社会创



4

新发展与转型升级。在利用政务信息数据的基础上，平台有效整合企

业内部数据、行业数据、互联网数据、各参与主体共享数据，实现数

据多向互动、共享，着重解决了银行、企业（上下游）、银行与非银

机构、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与企业及其他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

改变了传统平台数据过于单一情况。

新乡市科技型企业股权融资渠道（基金）

一、河南省科技金融在线服务平台

平台网址：http://kjjr.hnkjt.gov.cn（在市科技局网站首页点

击悬浮图标即可进入，注册后可以填报提交股权融资申请）

河南省科技金融在线服务平台是河南省科技厅主办的政策性、公

益性信息平台，由河南省科研生产试验基地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平台的

运营管理。平台以促进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深度融合为目标，汇集科

技企业、金融机构、创投机构、政策法规等信息，建立健全资源集聚、

交流互动、高效对接的运营模式，重点提供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信息

发布、金融机构和创投机构投融资信息对接和结果查询、科技金融政

策法规宣传、财务和法律咨询等在线服务。

二、深交所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

中文平台：中国高新区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www.chinahtz.com)

英文平台：V-Next(www.v-next.cn)

官方客户端：燧石星火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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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是由科技部火炬中心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联合发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 2.0”路演对

接功能的网络平台和服务窗口，由深圳证券交易所旗下深圳证券信息

公司负责运营。平台通过互联网平台和移动客户端，搭建专业视频直

播系统、提供“现场+网上”路演解决方案，实现科技创新企业融资

需求和投资机构偏好之间个性化、定制化的智能匹配和精准推送，搭

建经济、高效、透明的投融资信息对接平台。

三、省内科技类基金

（一）河南省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基金

投资范围：主要对我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开展风险投资，且投资

于以下特定范围的比例不低于 80%。

1.省内的国家级省级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在

孵科技型小微企业。

2.自创区、自贸区、郑州航空区范围内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库、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库等两个库中的初创期小微企业。

3.国家“千人计划”、省“百人计划”等高层次人才领办的省内

初创期企业。

4.对省内外实力强、业绩好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省内科技型小微

企业。

投资期限：5年投资期，3 年退出期

首期规模：5亿元

基金管理机构：中鼎开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71-69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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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创业发展基金子基金

投资范围：重点支持重大军民融合产业化、重大科技成果转化、

重大科研平台、领军人才创业等项目在自创区落地。主要投向郑州、

洛阳、新乡三市。

1.郑洛新国投双创发展创业投资基金

基金规模：3 亿元

基金管理机构：郑州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003816210

2.河南宏科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

基金规模：3 亿元

基金管理机构：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61896957

3.河南信大创新创业投资基金

基金规模：5亿元

基金管理机构：中建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901181135

（三）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子基金

1.河南高创裕宛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南阳子基金）

基金规模：1.3 亿

基金管理机构：河南高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梁轩瑜 1500399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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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南正禾高创高新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金（郑州子基金）

基金规模：1 亿

基金管理机构：河南高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高娜 13938265351

3.新乡中鼎平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新乡子基金）

基金规模：1 亿

基金管理机构：中鼎开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李正 13783609222

4.洛阳市中证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基金

基金规模：1 亿

基金管理机构：河南中证开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朱晓涛 15093295173

5.郑州高新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有限合伙）

基金规模：2 亿

基金管理机构：郑州市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孙星若 15003816210

6.新乡经开区厚越创新投资基金

基金规模：1 亿

基金管理机构：中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富贵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刘轩辰 15039092272

7.许昌市智融创业投资基金

基金规模：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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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机构：河南省国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许昌市产投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高铭楷 13782229996

8.洛阳周山高创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

基金规模：1 亿

基金管理机构：河南高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王丹青 131037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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