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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政〔2013〕107 号 
                                                          

 

 

洛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洛阳市电子信息产业行动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洛阳市电子信息产业行动计划》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洛阳市人民政府 

2013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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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电子信息产业行动计划 
 

电子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

业，竞争力强、成长性好、关联度高，对于促进社会就业、拉动

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发展及省政府确定的加快

发展以智能终端（手机）为重点的电子信息产业的要求，为确保

我市电子信息产业稳步健康发展，加快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

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产业发展现状 

洛阳产业基础雄厚，在电子信息材料、光电器件、光电显示、

自动化控制等领域已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高纯硅材料、蓝宝

石材料、高纯电子气体、光电连接器件、超薄电子玻璃、超级电

容器、锂离子电池等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近年来，我市积极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努力在智能终端、

软件产业、云计算及数据中心、动漫及数字创意、电子商务、服

务外包、信息通信等领域加大工作力度。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

市电子信息产业已从最初的“洛阳制造”扩展到“洛阳创造”和“洛

阳服务”。2012 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0 亿

元，总量居全省第二位，同比增长 33.4%，高出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平均增速 22.9 个百分点。2013 年，洛阳新区成功入选国家首

批智慧城市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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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

线，以壮大规模、调整结构为主攻方向，坚持企业培育和项目推

进并重，坚持电子信息制造业和软件及信息服务业同步发展，坚

持创新驱动、应用引领、项目支撑、产业集聚，将电子信息产业

培育成为我市重要的支柱产业。充分发挥电子信息产业在产业结

构调整、经济转型、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推动电子信息

产业在全社会的应用及融合，提升洛阳综合实力，建设可持续发

展的“智慧洛阳”。 

（二）基本原则 

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大胆谋划，无中生有；招商引资，本

地培优；产学研军，融合发展。 

（三）发展目标 

到 2016 年末，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力争达到 800 亿

元，年均增速保持在 40%以上，培育产值超 50 亿元企业 2 家，

超 10 亿元企业 10 家，超 5 亿元企业 20 家，超亿元企业 50 家。

建设一批产业链完善、集聚效应明显、特色鲜明的电子信息产业

专业园区。 

打造中西部地区智能终端制造基地。 

打造中西部地区光电材料基地。 

打造中西部地区软件和服务外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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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西部地区 IT 高端人才培养基地。 

建设国内一流的电子结算运营中心。 

建设国内一流的大数据中心。 

三、八大重点产业及五大重点产业集群 

以智能终端（手机）产业链为主体，以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和

软件及信息服务产业为具体支撑，重点发展智能终端（手机）、

新型平板显示、硅及光电、自动化控制、软件产业、智慧产业、

电子商务、工业设计与创意 8 大重点产业；着力打造智能终端（手

机）、自动化控制、软件产业、电子商务、智慧产业 5 大产业集

群。 

（一）八大重点产业 

1. 智能终端（手机） 

（1）产业链条： 

 

 

 

 

 

 

 

 

 

上游： 

中游： 

下游： 

配套： 

核心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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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加粗框内为洛阳市现有产业基础，下同） 

（2）发展路径：以河南心里程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基伍智

慧港投资有限公司为基础，大力发展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智能

终端产品；围绕智能终端产品所需的主要部件开展招商引资，引

入精密磨具设计制造、柔性电路板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推进智能

终端产品在洛阳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推广应用。 

2. 新型平板显示 

（1）产业链条： 

原材料： 

 

 

主要部件： 

 

 

面板： 

 

应用产品： 

 

（2）发展路径：以洛玻集团盖板玻璃、河南天成信隆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触摸显示器件、七二五所和四丰电子钨钼靶材等为

基础，支持洛玻集团开发 TFT 用基板玻璃，引进液晶面板生产

企业，大力发展新型平板显示器件。 

靶

材 

电子玻

璃基板 

TFT-LCD

屏及模块 

有机电致发光显示器

件（OLED） 

PDP 屏及

模块 

视听产品 消费电子产品 仪表产品 通信产品 

彩色滤

光片 

驱 动

电路 

偏 光

片 

背 光

源 

蚀 刻

电路 

靶

材 

镀膜玻

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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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硅及光电 

（1）产业链条： 

硅半导体： 

 

 

光电： 

 

 

 

 

（2）发展路径：以洛阳单晶硅公司为依托，发展大尺寸硅

抛光片、外延片，逐步引入芯片制造产业，打造硅半导体产业链

条；以凯迈测控、凯迈环测等企业为基础发展红外及激光设备，

以中航光电、凯迈嘉华等企业为基础发展光电连接器、超级电容

器等光电器件，壮大我市光电产业规模。 

4.自动化控制 

（1）产业链条： 

 

 

 

 

 

 

单晶硅多晶硅 

区熔单晶硅 

硅抛光片 硅外延片 芯片制造

区熔硅片 电力电子器件 

红外传

感器件 

碲镉汞

晶体 

红外探测及

成像设备

激光发射仪 
光 电 连

接器件 

激光接收器 

能见度仪、

测距仪

超 级 电

容器 

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调节器 

控制处理器 

焊接机

器人 

搬运机

器人 

装配机

器人

涂装机

器人

AGV

车 

服务机

器人 

…

…

电机驱动器 控制电机 检测仪表 传感器 

工业控制软件 工业控制网络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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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路径：依托中重自动化、凯迈测控、新思路等企

业，培育和引进一批智能产品设计、智能器件生产、软件开发、

工业控制、嵌入式软件、传感器、变频器、物联网应用、芯片应

用设计等一系列与自动化控制应用、生产、服务相关的企业，逐

步形成产业集群凝聚力。 

5. 软件产业 

（1）产业链条： 

 

 

 

 

 

 

 

 

（2）发展路径：以 HP-洛阳国际软件人才及产业基地为依

托，发展软件人才培训、软件测试、软件服务外包等业务；围绕

智能重点产业发展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围绕机器人产业和工业转

型升级发展嵌入式软件；围绕现代金融业发展金融服务软件；围

绕行业信息化建设发展行业应用软件；围绕大数据发展数据分析

软件。 

6. 智慧产业 

支

撑

对外业务发展： 

配套发展： 

开 发 端： 

数据

行业应用软件 数据分析软件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 

软件测试及人才培训 

软件服务外包

本地应用： 信息服务机器人及传统产业 智能终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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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业链条： 

 

 

 

 

 

 

 

（2）发展路径：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形成智慧产业，利用智

慧产业促进智慧城市发展。通过全社会智慧化提升促进软件信息

服务业发展，培育和引进一批智能产品和数据采集设备制造企

业，发展和应用云计算和互联网技术，促进以数据存储、数据处

理、数据挖掘及数据灾备为核心的数据产业规模化发展。 

7. 电子商务 

（1）产业链条： 
                      

耐火      轴承      传统产品 
         

                    

                  电子商务 
                  

        
            技术服务    运营服务    增值业务    呼叫业务    网络运营结算 

（2）发展路径：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建设一批传统优势产

业电子商务网站，引导传统产业采用电子商务等现代营销方式，

产业发展： 

需求： 

智慧城市： 智慧交通 智慧医疗 智慧政务 智慧社区 智慧安全 ……

应用软件 智能产品 数据采集设备 

软件业 智能产品及数据

采集产品生产 

物联网 云计算及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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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市场、扩大影响、节约成本，并通过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

带动技术服务、运营服务、增值服务、网络运营结算、呼叫服务

等行业的发展。 

8. 工业设计与创意 

（1）产业链条： 
 

机械设计    电路设计   产品设计  外观设计  功能设计              
 

 
 

               
 

    人才培训              交易           设计外包 

 

（2）发展路径：依托我市已有的国内产业龙头企业和科研

院所的设计优势，树立“设计立市”的思想，利用新的技术和理念

创造更适应时代需求的新产品，促进工业设计和创意产业的发

展。同时，利用正在建设的中意创意产业研究院，培育高端设计

人才。 

（二）五大重点产业集群 

1. 智能终端（手机）产业集群。围绕核心芯片、电子元器

件、磨具设计制造、整机组装产业链，重点发展磨具设计制造、

触摸屏基板玻璃、导电膜玻璃、反光片、滤光片、LED 背光源、

显示屏及模组、微型音频器件、终端产品设计组装等。 

2. 自动化控制产业集群。围绕装备制造产业的智能化，引

进工业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高端研发能力，聚集机器人产业研发队

设计创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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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点发展传感器、检测仪表、监视器、调节器、工业机器人、

电机驱动器、控制电机、控制（处理）器、工业控制软件等。 

3. 软件产业集群。围绕智能终端产业、机器人产业、服务

外包产业、动漫产业、两化融合、人才培训，重点发展智能终端

操作系统、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工业嵌入式软件、金融服务软件、

信息化应用软件、数据分析软件、手机动漫、动漫课件、动漫影

视、数字创意、软件人才培训等。 

4. 电子商务产业集群。重点发展移动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结算、电子商务品牌运营、企业技术支撑、企业业务流程外包等

电子商务项目；鼓励自然人及企业开办网店，支持全民网络创业，

提高企业电子商务使用率；积极开拓跨境电子商务业务，扩大洛

阳工业等产品出口；引进和培育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和运营

者，发展行业电子商务网站，提升配套物流体系，促进电子商务

与工业、旅游、商贸、服务等行业的融合。  

5. 智慧产业集群。以“智慧洛阳”建设为抓手，整合现有资

源，通过全社会智慧化提升促进软件信息服务业发展，培育一批

智能产品和数据采集设备制造企业。重点发展大型云计算服务平

台、大规模数据存储中心、数据处理中心、数据灾备中心、物联

网中心等。 

四、招商方向 

1. 智能终端（手机）产业：重点围绕数据存储器件、柔性

电路板、微型音频器件、手机摄像头模组、精密磨具设计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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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导航仪、电纸书、汽车电子、智能电视、

智能家电等开展招商。 

2. 新型平板显示产业：重点围绕高铝盖板玻璃、电子基板

玻璃、触控玻璃、彩色滤光片、偏光片、反光片、电子靶材、LED

背光源、驱动电路、大尺寸液晶面板及模组等开展招商。  

3. 硅及光电产业：重点围绕大尺寸硅抛光片、硅外延片、

电力电子器件、芯片制造、集成电路、光电器件、光电设备等开

展招商。  

4. 自动化控制产业：重点围绕接近传感器、非衡力传感器、

编码器，包括 RFID 溯源产品、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红外

传感器、速度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应力传感器、噪声传感器、

精密定位传感器、工业嵌入式软件、自动控制系统及设备等开展

招商。 

5. 软件产业：重点围绕手机软件开发、智能终端系统及应

用软件开发、嵌入式软件开发、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软件人才

培训及资质认证、软件测试、信息服务业、数据分析等开展招商。 

6. 智慧产业：重点围绕智慧城市运营商、智慧行业应用解

决方案提供商、智能产品（家居、教学用品、医疗用品等）制造、

数据采集产品（传感器、探头、环境监测等）制造、云计算、数

据中心运维、数据分析等开展招商。 

7. 电子商务产业：重点围绕通信、金融、保险业电话销售

及服务，专业培训机构，电信增值业务，网络运营结算等开展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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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8. 工业设计与创意产业：重点围绕机械设计、电路设计、

外观设计、功能设计、产品设计等开展招商。 

五、重点任务 

（一）加快载体建设 

依托“6+3”重点县区，重点打造 18 个电子信息产业专业园

区，充分发挥各种资源和优势，尽快形成集群发展态势。 

1. 伊滨区：围绕 HP-洛阳国际软件人才及产业基地，重点发

展软件人才实训中心、软件测试中心、云计算资源服务中心；围

绕洛阳科技城产业园，重点发展国际服务外包、物联网、IDC、

光电、微电子等产业；围绕中兴通讯智慧产业基地，重点发展建

设洛阳智慧城市、中兴通讯智慧城市全国网络服务中心枢纽、中

兴通讯智慧产业园、中兴通讯智慧人才培训基地和中兴通讯智慧

城市总部。 

2.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洛阳软件园，重点发展计算

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辅助设计、嵌入软件开发、工控系统、动漫

设计等产业；围绕洛阳北航科技园，重点发展信息技术、软件外

包、精密制造、航空航天等产业。 

3. 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洛阳信息通信产业园，重点发展

呼叫中心、移动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围绕洛阳

863 电子商务产业园，重点发展电子商务、业务流程外包等产业；

围绕洛阳恒生金融外包产业园，重点发展软件开发及外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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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金融后台服务等产业。 

4. 洛龙区：围绕炎黄数据处理产业园，重点发展数字出版、

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数字内容和创意文化等产业；围绕景安

IDC 云计算产业园，重点发展云计算研发、应用、数据中心存储

收集等各类互联网信息服务; 围绕洛阳智慧工场暨物联网创新

科技园, 重点发展物联网等产业；围绕 HP-洛阳国际软件人才及

产业基地，加快进行产业规划并开展招商。 

5. 涧西区：围绕洛阳大学科技园，重点发展智能制造与嵌

入式软件、工业设计与创意等产业；围绕洛阳卓阳耀滨孵化园，

重点发展软件开发、物联网等产业。 

6. 西工区：围绕洛阳信息科技城，重点发展动漫、软件研

发、物联网、电子商务等产业。 

7. 伊川县：围绕移动智能终端产业园，重点发展 IT 先进制

造、软件、服务外包等产业；围绕数据动漫产业园，重点发展动

漫产业，建设动漫交易中心、人才培训基地、动漫主题公园等。 

8. 宜阳县：围绕宜阳信息产业园，重点发展工业控制计算

机及智能外设、服务外包产业、汽车电子产业。 

9. 嵩县：围绕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园，重点发展电子元器件、

机顶盒、数码产品的加工制造、能源电子、自动化机器人系统等

产业。 

（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1. 坚持大员招商。市领导带队，瞄准重点区域、重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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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着力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组织重点县（市、区）、专业产业园区参加国家和省重点招商活

动。以重大招商活动作为招商突破的重要平台，以专业化的小分

队招商作为招商求效的重要方式，进一步将大员招商活动向纵深

推进。 

2. 做足以商招商。借助产业园区的信息渠道、商务渠道、

人脉资源等优势开展招商，提高招商效率。全面营造亲商助商的

发展氛围，使本地企业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招商、服务招商，做

到招进一个、引来一片，招来一个企业、培植一个产业。 

3. 突出产业链招商。以电子信息产业特别是智能终端产业

的整合提升、产业集聚为重点，针对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和缺失环

节，延链补链，增强配套能力，打造产业集群。 

4. 创新招商模式。利用新兴信息化方式进行产业招商，善

于利用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兴信息技术手段招商。通过微博、

微信等新兴渠道结交目标企业，实现良性互动，寻求合作机会。 

（三）着力培育企业发展 

加速电子信息企业做大做强。对现有企业进行分类指导，完

善不同层次企业的滚动培育计划，筛选出拥有核心技术、市场前

景广阔的中小微企业实施“育苗造林”培育工程。对于具有一定实

力的企业根据其规模和发展阶段，优先列入“小巨人”和“龙头”企

业培育工程。对入选各类培育工程的企业，实施人才、金融、技

术、专家咨询等一系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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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加快建设和完善软件开发、软件测试、动漫渲染、知识产权

保护、孵化器等公共服务平台，使企业能够依托平台形成集聚发

展，使园区真正成为吸引市外资金的主要平台和重要载体。 

（五）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 

围绕电子信息产业的重大项目、重点工程，推行“人才+项目”

引才模式，带动人才、资金、技术、项目的一体化引进开发。搭

建对接合作平台，广泛开展柔性引才引智，吸引高层次人才通过

技术合作、参与课题研究和项目攻关等形式为洛阳服务。以 18

个电子信息产业园区为依托，鼓励园区建设高层次人才服务机

构，着力优化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环境，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全方

位的服务。 

（六）深化信息技术应用 

推进信息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继续推进“ERP 进企业”、“电

子商务进企业”行动计划，大力推广工业智能应用，以信息技术

促进绿色生产，支持大型企业信息技术部门剥离。大力推进农业

农村信息化，完善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信息服务网

点建设，建设农业服务信息支持系统。加快推进服务业信息化，

完成通信服务升级，提高电子支付效率，推广电子商务应用，推

动旅游服务业信息化，发展现代物流信息化。深化公共服务信息

化，建设城市医疗服务信息系统，推动健康事业发展，推动教育

信息化。通过深化信息技术在工业、农业、服务业、公共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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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应用，充分挖掘和释放本地市场。 

（七）强力推进“智慧洛阳”建设 

加快开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统筹“智慧洛阳”建设。筹建智

慧洛阳信息资源中心，促进所有部门数据和信息系统的统一管

理。整合各方资源，实施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电子支付功能

于一体的一卡通项目，为广大群众提供生活便利。建设市民网页，

以主动推送的服务模式，为市民提供集中服务、个性化服务，逐

步使网上办事成为市民办事的一种习惯。实施示范项目，创建智

慧社区、智慧园区、智慧厂区等试点项目，以点带面，促进城市

智慧化管理。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洛阳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任

第一组长，市长任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二）构建服务体系 

按照遵循规律、尊重专业的原则，组织省内外电子信息领域

科研院所、重点企业的有关专家和高管，组建洛阳市电子信息产

业研究联盟和专家咨询服务委员会，对重大课题、重要决策、重

点项目、重要信息等进行收集整理、研究论证。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市财政每年从产业优化资金中安排 1 亿元作为市级电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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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产业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产业发展，兑现各项优惠政策。 

1. 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1）对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新注册的电子信息企业，自其

首次缴纳企业所得税之日起连续 3 年，对实际缴纳的地方留成部

分，由市、县（市、区）等额支持企业发展；对现有电子信息企

业新增的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由市、县（市、区）等额支

持企业发展。 

（2）对年收入 12 万元以上的电子信息企业高管人员及领军

人物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2014 年至 2016 年由市、

县（市、区）全部等额奖励个人。等额奖励的人数按照如下标准：

信息服务业企业按照年销售收入分为 100 万元及以下、100 万元

以上至 500 万元、500 万元以上至 1000 万元、1000 万元以上至

5000 万元、5000 万元以上至 1 亿元、1 亿元以上 6 个等次，奖

励人数上限分别为 1 人、3 人、5 人、10 人、15 人、20 人，其

中年销售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下的企业奖励 1 年；电子制造业企业

按照年销售收入分为 1000 万元以上至 5000 万元、5000 万元以

上至 1 亿元、1 亿元以上至 5 亿元、5 亿元以上至 10 亿元、10

亿元以上 5 个等次，奖励人数上限分别为 3 人、5 人、10 人、15

人、20 人。 

2. 鼓励引进重点企业 

对全球软件 500 强企业、国内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国内软件

50 强企业机构总部迁至洛阳，注册独立法人公司并签订投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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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0 万元；将地区总部迁至洛阳或新设

立地区总部，注册独立法人公司并签订投资协议的，给予一次性

奖励 300 万元。 

3. 鼓励本地企业引进外地先进产业化项目 

对于本地企业与外地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机构合作，引

入外地先进电子信息技术在本地开展产业化，且项目投产后年销

售收入达到 10 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按照项目实际投资总额的

5%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 

4. 鼓励采购本地电子信息企业产品 

对每年采购本地电子信息企业产品超过 1 亿元的我市企业，

给予采购额度万分之五的奖励，单个企业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奖励资金由市本级财政负担。本市及各县（市、区）

两级政府投资项目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只要本地产品、服

务能够满足需求的，同等条件下必须采购本地电子信息企业生产

的产品和服务，且企业总部在洛阳的更优先。电子信息企业参加

由市政府组织的展览、展销活动，参展展位费全额补助，资金由

市本级财政负担。 

5. 鼓励企业科技、体制创新 

（1）对国家、省、市新认定或批准的电子信息企业技术中

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

对所在企业分别奖励 150 万元、50 万元、20 万元，并对企业法

人代表分别奖励 30 万元、10 万元、3 万元。对电子信息企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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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

台获得国家评价优秀、良好的，对所在企业分别奖励 100 万元、

50 万元，并对企业法人代表分别奖励 5 万元、3 万元；获得省级

评价优秀、良好的，对所在企业分别奖励 30 万元、10 万元，并

对企业法人代表分别奖励 5 万元、3 万元。对企业的奖励资金，

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由市、县（市、区）分级负担；对企业法人代

表的奖励资金，由市本级财政负担。 

（2）对本市国有大中型企业将信息技术服务部门剥离成独

立法人企业的，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  

6. 实行房屋补贴 

对城市区内营业收入达到 1000 万元的信息服务企业购买自

用办公用房的，按购房金额的 5%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连续 3 年每年按年租金的 50%

给予补贴。享受补贴的用房 3 年内不得对外转租和出售。 

7. 奖励资质认证 

对通过认定的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

万元、1 万元。对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认证 3 级、2 级、

1 级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 万元、5 万元和 8 万元，由

低等次向高等次升级的，奖励其差额部分。对通过开发能力成熟

度模型集成（CMMI）认证 3 级、4 级、5 级的企业，分别给予

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20 万元和 30 万元，由低等次向高等次升

级的，奖励其差额部分。对通过人力资源成熟度模型（PC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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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信息安全管理（ISO27001/BS7799）认证、IT 服务管理

（ISO20000）认证、服务提供商环境安全性（SAS70）认证等相

关国际认证的软件企业，给予认证费用 50%的奖励，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奖励资金由市本级财政负担。 

8. 培育特色产业基地 

对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的特色产业基地（园区），分

别给予园区或县（市、区）政府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50 万元、

30 万元。                                                        

9. 加大对引进优秀人才奖励力度 

按照《中共洛阳市委洛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人

才工作服务水平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洛发〔2013〕7 号），对引

进的电子信息产业优秀人才，给予 30 万元的安置费用，并在科

研经费、住房、配偶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相关优惠待遇。 

10. 支持培训电子信息技术人才 

对在洛阳市注册的电子信息技术培训机构，每年培训学员达

到 200 人以上并取得相应合格证书，且 30%以上学员与本地企

业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按照培训人数给予培训机构每

人 500 元的培训奖励。 

11. 鼓励软件及信息服务业企业做大做强 

在洛阳市注册的软件及信息服务业企业，年营业收入首次达

到 500 万元、3000 万元、5000 万元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30 万元、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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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资建设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政府投资建设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鼓励软件及信息服务业迅

速集聚发展，总投入资金由市、县（市、区）按照 1:1 比例共同

投资。 

以上奖励政策中凡未明确由市本级财政负担的奖励资金，均

按照我市现行财政体制由市、县（市、区）分级负担。各县（市、

区）财政未按本行动计划兑现本年度奖励资金的，下一年度起不

再给予资金支持。 

七、自本行动计划生效之日起，全市电子信息产业企业奖励

政策均以本行动计划为准。 

本行动计划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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