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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见习记者 张劲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财政厅、国家税务总
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联合发布《内蒙古自治区企业
研究开发投入财政后补助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围绕《办法》中提到的热点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自治
区科技厅政策法规与监督处相关负责人，对《办法》进
行详细解读。

问：受补助企业须满足哪些条件？
答：获得后补助的企业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是：

（一）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企业，未被列入严重失信行为记录。

（二）企业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已享受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

问：企业申报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报到哪个部门？
答：自治区科技厅从 2022 年开始会同自治区财

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联合发布申
报通知，申报通知中会明确相关的申报要求、申报步
骤以及企业需要准备的材料内容，具体内容可关注自
治区科技厅官网的通知公告。

问：企业信用正常，但法人有不良信用记录，是否
影响企业申报？

答：影响，须企业和法人均信用正常才可申报。
问：企业 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纳税也为 0，对申

报该政策有影响吗？
答：只要企业正常按年度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已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且信用正常，就可
以申报后补助。

问：申报时间是什么时候？
答：以自治区科技厅官网发布的通知公告时间为准。
问：企业申报还需要提交研发准备金制度文件吗？
答：鼓励提供，以自治区科技厅官网发布的通知

公告为准。
问：补贴资金会发到哪里？还需要开户吗？
答：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科技厅下达补助资

金到盟市财政局。不需要单独开户，但企业应对后补
助资金及其发生的支出进行单独核算，根据资金用途
要求，加强资金使用管理。

问：申报该政策成功后，企业能获得多少资金补贴？
答：后补助分为企业年度研发费用后补助和规上

工业企业新增研发费用后补助两种类型。
（一）企业年度研发费用后补助。以企业最近一

个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向税务部门自行申报的享受
税前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数额为补助测算基数，按照
企业研发费用的 1%给予后补助支持。

（二）规上工业企业新增研发费用后补助。对于
最近连续两个年度都享受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于研发费用增量部分给
予企业最高 10%的后补助支持。具体比例根据资金
总额核定。

享受企业年度研发费用后补助的企业可同时享
受规上工业企业新增研发费用后补助，单个企业年度
支持资金最多不超过 500 万元，两项合计补助额度少
于 1 万元的不予补助。

问：企业获得的研发投入财政后补助资金会被追
回吗？

答：企业取得后补助资金后，税务部门通过检查
调减企业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由自治区税务局汇
总情况定期函告自治区科技厅，由自治区科技厅会同
自治区财政厅追回调减研发费用对应的后补助资金。

获得后补助资金的企业要自觉接受和配合科技、财
政、税务、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在监督
检查过程中发现弄虚作假的，按照相关规定纳入严重失
信行为记录，并追回相应的后补助资金。

问：企业研发投入按哪个口径填写？
答：根据企业在税务部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填报

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申报等基础信息填写。
问：企业获得后补助资金以后，资金可以自主支

配吗？还是有资金用途要求？
答：企业将后补助资金重点用于新材料、新工艺、

新产品等的研发活动，及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企业应对后补助资金及
其发生的支出进行单独核算，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并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问：如果我是一家控股公司下的子公司，在申请
表可以填母公司的企业开户银行及账号信息吗？

答：不可以，请准确填写申请公司的账户信息，要
与企业在税务部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填报的信息相
一致。

划重点划重点！！
企业研发可获政府补贴企业研发可获政府补贴

““金种子金种子””繁育助力乡村振兴繁育助力乡村振兴

在甘肃一家科技企业的温室里，工作人员查看已移植脱毒苗生长状况。
近日，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一批马铃薯原原种培育完成。近年来，当地加强
马铃薯种薯生长期的科学管护，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已形成规范完善、国内领
先的脱毒种薯三级繁育体系。脱毒苗繁育的马铃薯原种，既降低了生产成
本，又提高了马铃薯品质，被称为增收致富的“金种子”。 新华社发

奏响渔业低碳奏响渔业低碳““绿色交响曲绿色交响曲””

贺兰县渔业公园内的光伏养鱼基地。位于贺兰山下黄河之畔的宁夏银川市贺
兰县，湿地、湖泊众多，具有渔业养殖的优势条件。当地渔业部门通过改良养殖品
种、更新养殖技术、创新养殖模式，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
治理，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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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9 月 7 日讯 （见习记者 张劲）近日，自治
区科技厅、自治区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
区税务局联合发布《内蒙古自治区企业研究开发投入
财政后补助办法》，这是我区首次出台该类实施办法。

2020 年，自治区党委、政府联合印发了《关于加
快推进“科技兴蒙”行动 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
施》，其中明确要求“按照企业上年度研发投入强度及
增量增幅给予财政资金奖补，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奖补
500 万元，用于技术研发”。

结合我区实际，自治区科技厅牵头起草并联合自
治区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出台
了《内蒙古自治区企业研究开发投入财政后补助办
法》。该办法主要明确后补助的相关概念，厘清各相
关部门职责分工及盟市推荐程序，充分体现“放管服”
理念，为企业创新提供动力，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为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力。

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我区首次出台实施办法

【记者手记】

呼伦贝尔是一片黄金区域，素有“北国碧玉”“绿色净土”之称。这里面积达
25.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东、江苏两省面积之和。有着大兴安岭森林、呼伦贝
尔草原，以及繁多的河流、湖泊、植物、动物等资源。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深入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的意见〉的通知》精神，培养了一只高素质农业研发队伍，并通过与企业搭
建的实践基地，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这其中，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便是一块金字
招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已实现“自种、自养、自加、自销”
全产业链管理模式，打造出影响力大的“呼伦贝尔品生态”品牌，培育出“芥花
油、大豆、面粉、淀粉制品、奶制品、羊肉、牛肉”七大系列全产业链产品。

在今后发展中，呼伦贝尔市科技局将凝聚高端科技力量，为人才培养提供
综合性的实践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并在创新人
才培育模式的同时，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开展农民技术培训、帮办农民专
业合作社、打造农产品品牌等，更好地满足农业绿色发展。

视界

□本报记者 及庆玲

初秋的呼伦贝尔，碧空如洗，肥沃的
黑土地丰收在望，远远望去金黄一片，好
似披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地毯。

今年，呼伦贝尔市坚持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推
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奋力攻关 绿色发展
“先进的技术与现代化机械相融合，

增产增收妥妥的！”呼伦贝尔农垦格尼河
农牧场有限公司主管农业的负责人董旭
光对科技兴农信心满满。目前，公司实
施的“垄上三行+深施肥”大豆栽培模
式，经过反复实验已开始大面积推广。

深松精细整地、测土配方施肥、科学施
药⋯⋯记者在这里看到，3.8万亩统管地上
高产优质大豆长势喜人，工人正运用农机
农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标准化生产。

田成方、路相通。“大豆的茁壮成长
的秘诀离不开合理密植。”工人告诉记
者，播种时，全部大豆田以深松、深翻为
基础，确保豆种落地分布均匀并有良好
的通风透光性。这样不仅抗旱防涝、增
温保墒，让破土而出的豆苗尽情享受阳
光雨露，还能增加豆种群体数量，减少田
间漏光损失，提高光能利用率。

董旭光说：“密植栽培田间郁敝好，
封垄早，可压住底草，减少草荒现象的发
生，有效促进豆苗优质优量。”

从春耕到秋收，格尼河农牧场有限
公司集中农业服务中心的迪尔 4630、纽
荷兰 2304、凯斯 3230 等大型机械力量，
对密植大豆进行中耕、喷施叶面肥及杀虫
剂作业，为大豆增产增收打下良好基础。

今年购进的 6 台植保无人机对农田
进行肥料喷洒作业，机械现代化让这里
的农业“如虎添翼”。

同时，格尼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坚持
以生产优质大豆为主导产业，新型农机具
技术引进示范、特色经济、优质杂粮引进
多业并举，健全完善农业产业体系，大力
发展高蛋白大豆、非转基因高产玉米、非
转基因抗病虫害矮高粱种植，通过新技术
示范推广和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农业产业
结构的多样化、特色化和优质化，拓宽增
收渠道，实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产品品
质和职工收入的大幅度提升，科技贡献率
达到78%以上，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大河湾农牧场作为内蒙古唯一的
“黑土粮仓”示范区，对内蒙古东部黑土
地保护、科技水平提升、产业化建设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

黑土地数十年的耕种已然“累”了，
如何保护好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呼
伦贝尔农垦大河湾农牧场有限公司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采取“米豆
轮作、秸杆全量还田”和“深松整地”技术
措施。副总经理刘大鹏解释说，这几项
技术措施以地养地、合理轮作倒茬，充分
利用大豆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均衡利用
土壤养分，综合防治病、虫、草害，提高土
壤通透性，増加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的理
化性状，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达到増
产增收的目的。

大河湾农牧场有限公司借助中科院
技术力量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引进高端
先进现代农业机械装备，通过与中科院
各大院所联合开展农业科研项目，引进
国内先进农艺栽培技术，提高农作物单
产和品质，提升农业现代化种植水平。

大河湾农牧场有限公司“黑土粮仓”
大河湾战区青年突击队队长陈海华介绍
说，中科院计算所作为大河湾示范区建
设的牵头单位，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
据、物联网、空天地一体化等技术手段，
构筑智慧农牧业技术体系，结合大河湾
农场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的实际需求，整
合院内资源，完成示范区建设攻关任务，
建立黑土质量长期观测基地，为黑土质
量动态变化监测与永续利用提供数据支
撑。

“示范区工作要支撑呼伦贝尔市黑
土地保护与利用，让农场有增效，才能说
明技术有效果，才能被大家认可，大河湾
模式才能推广。”6 月 17 日，中科院副院
长、党组成员张涛来到大河湾农牧场“黑
土粮仓”示范区调研时说。

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文亚认为，研
究应结合当地实际需求，探索从资源、社
会、经济、生态等多系统、多领域、多层次
耦合的角度开展黑土地资源环境承载力
和开发适应性评价工作。

优选品种才能让饭碗更馨香。为了
选育出适合公司土壤条件和气候特点的
优质高产玉米品种，通过对本地区及周

边县市玉米种植区域进行市场调研，选
择了 11 个玉米品种作为试验品种。全
程采用马斯奇奥、马特马克播种机播种，
采取大垄高台垄上双行种植模式，实行
测土配方施肥，根据土壤有机质和微量
元素含量，结合作物目标产量、所需肥
量、需肥规律和需肥时间，合理投入化肥
及微量元素用量。

秋收在即，秸秆即将粉碎，翻压还
田。大河湾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
部长李广琴说，公司将着力抓好农机化技
术示范推广，大力推广“米豆轮作、秸杆全
量还田”“深松整地”等机械化技术，提高
土壤的通透性，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提
高科技种植水平，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绿色种养技术创新，让“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变为现实。呼伦贝尔实
施农牧业重大技术攻关行动，在种业创
新、智慧农牧业、生态草牧业、农畜产品加

工、生态环保等领域，推动立项相关领域
科技计划项目，集中力量攻克制约当地农
牧业产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瓶颈，以技
术突破带动重点产业迈向中高端。

技术创新 智慧兴农
沿着宽阔平坦的田间土路，伴着轰

鸣的机械声，走进呼伦贝尔农垦特泥河
农牧场有限公司大田中，一片忙碌的秋
收景象映入眼帘。

特泥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杜增友介绍说，公司利用精准
农业 GPS 导航技术，重点提高田间标准
化作业水平，精准控制物资投放，最大限
度的发挥土壤和作物潜力，做到既满足
作物生长需要，又减少物资投放，从而实
现降低物资消耗，增加经济效益，保护生
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目前，公司应用 GPS 导航技术的机
械有 26 台。每台装载该系统的拖拉机
日播种农作物可达 800 亩，每 1000 米播
行垂直误差不超过 2 厘米，接幅准确率
高达 100％，有效提高了农机作业质量、
作业效率和土地利用率。

油菜产业如何绿色健康、优质高效
的发展，是公司一直思考的问题。2016
年，中国农科院等多家研究院在特泥河
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林科技园区进行了

“油菜新品种 NM88 及化肥农药减施技
术应用”等项目的研究。课题组研发应
用的绿色高产高效生产技术，真正让化
肥、农药实现了“双减”。其中，丸粒化包
衣技术效果最为突出，能有效地减少跳
甲虫的危害。

特泥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的丸粒化包
衣技术采用批量试包衣机生产，在播前
将杀虫杀菌剂、填充剂依次包裹在种子
外围，加工成大小、形状无明显差异的球
型单粒种子。包衣的种子播种后，种衣
吸水只能吸胀而不溶解，有利于种子表
面的药膜、肥膜等慢慢释放，可有效地发
挥药、肥的效果，因而保障营养供应，促
进种子的发芽、生长。

此项技术为实现播前植保、病虫害
一次性防治、延长药剂持效期提供了便
利，起到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效益的作
用，有效减少植物生长期的用药次数，对
环境保护和油菜安全有着积极意义。

呼伦贝尔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全市将深入实施“科技兴市”行动，围绕
大豆、马铃薯、油菜、三河牛、呼伦贝尔草
原羊等优势特色产业，健全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服务体系，培育专业化服务机构，
促进科技成果落实落地，充分发挥科技
创新对特色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让呼伦贝尔
农业实现了从靠体力到靠智慧的转变，实
现了从数量到质量、稳产到增产的转变。

科技科技““撑腰撑腰””
呼伦贝尔农业绘出高质量发展“上扬线”

大河湾农牧场有限公司机械化春耕。
田林鑫 摄

大河湾农牧场有限公司机械化秋收
大豆。 韩冷 摄

特泥河农牧场集约种植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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