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河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河工信函 〔2019〕 277号

河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开展 2019

年度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根据 《关于印发<河源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 (修订

版 ))的 通知》 (河经信 〔2016〕 151号 )要求,为做好 2019年

度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组织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 认定范围 :

河源市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二、申报条件 :

(一 )企业在河源市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并正常运作一年以

L
L。

(二 )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较好的经济效益,在行业内具

有显著的竞争优势。

(三 )企业技术中心组织体系健全,运作管理规范,发展

规划和发展目标明确,与 高校或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定的合作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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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四 )具有较完善的研究、开发、试验条件,有较强的技

术创新能力和较高的研究开发投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知名品牌,研究开发与创新水平在行业内处于先进地位。

(五 )拥有技术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以

及一定规模的技术人才队伍,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的创新人才优

势。

(六 )企业依法纳税,当 前不存在欠税情况,遵守进出口

监管规定;且两年内 (指 申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当年申请截止

日期起向前推算两年 )未发生下列情况之一:

1.因偷税、骗取出口退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刑事

处理。

2.涉嫌税收违法已被税务部门立案审查。

3.走私及其他严重违反进出口监管规定的行为。

(七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不低于 200万元,且按行业系

数折算后,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不低于

3%;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不低于 20人、技术开发仪器设

备原值不低于200万元。

三、申报材料 :

1.河源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 (提纲见附件 1);

2.河源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材料 (见附件 2);

3,相 关附件及证明材料 (见附件 4)。

四、报送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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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 申请单位填报 《河源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

《河源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提供相关佐证材料,装

订成册并扫描成 PDF版本,随纸质文件报送。

2.企业申报材料报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县区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当地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对申请

材料进行初审,确定推荐企业名单;并于 8月 25日 前将推荐企

业的申请材料 (一式五份,整套申报材料扫描版一份 )和推荐

意见上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制造业创新与生产服务业科 ),

同时将推荐企业名单抄报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和河源海关。

附件:1.河源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 (提纲 )

2.河源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材料

3.河源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4.附件及证明材料清单

Lii

问

2 日

(联系人:张文忠、张家威;联系电话:3372368;电子

邮箱:hyjx33723680163.cOm)

了
I
︱

沪̌

年 6月

抄送:市财政局、市税务局、河源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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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源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

(编写提纲)

一、企业的基本情况

1、 企业经营管理等基本情况,包括所有制性质、职工人数、

企业总资产、资产负债率、银行信用等级、销售收入、利润、

缴纳税费额、主导产品及市场占有率、技术来源等。

2、 企业主营业务涉及哪些行业领域,以及在该行业领域的

地位和作用,与 国内或国际同行业领域相比所具有的竞争能力

(如规模、技术等 )。

3、 企业在同行业领域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和贡献。

二、企业技术中心的基本情况

1、 企业技术中心在企业中的地位及功能(附企业和企业技

术中心组织架构图 )。

2、 目前企业技术中心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包括:各项

制度建立,组织建设、研发经费的保障,激励机制,创新环境 ,

产学研合作等。

3、 企业技术中心研究开发及试验的基础条件。

4、 企业技术中心的研究开发工作开展情况,包括:原始性

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产学研合作、企业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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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合作或产业技术联盟等。

5、 企业技术中心信息化建设。

6、 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带头人及创新团队的情况,人才培养

情况。

7、 企业技术中心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 (2年之内)及其经

济效益。

8、 企业技术中心的发展规划及近中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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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源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材料

一 、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

河源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所属行业 主营业务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技术中心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电子邮箱

企业网址 报告年度

序号 定量数据名称 单位 数据值

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万 元

0
‘ 企业利润总额 万 元

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
t

(Tˉ 1)年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企业产品销售利润总额 万 元

6
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其中: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 万元

7
` (Tˉ 1)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

0 资产负债率 %
Q
' 年缴纳的税金 万元

10 银行信用等级

11

企业全部科技项目数 项

其中:研发周期二年及以上的项目数 项

其中:对外合作项目数 项

12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 元

13 新产品销售利润 万元

14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15 企业自有品牌产品与技术出口创汇额 万美元

16 企业职工总数 人

17 企业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一兀
一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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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定量数据名称 单位 数据值

18
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 人

其中: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 人

19 企业技术中心职工人数 人

20 企业技术中心人员培训费 万元

21 企业技术中心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22 企业技术中心高级专家人数 人

23 企业技术中心博士人数 人

24 来企业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 人月

25 企业技术中心在市外设立开发设计机构数 个

26 企业技术中心与其他组织合办开发机构数 个

27 通过国家和国际组织认证实验室数 个

28 完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项目数 项

29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和版权登记数 项

30
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项

其中: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项

31 最近二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数 项

32
企业获中国驰名商标数、省著名商标数 个

其中:获中国驰名商标数 个

33
企业获中国名牌产品数、省名牌产品数 个

其中:获中国名牌产品数 个

34

获国家、省和市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项目数 项

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项目数 项

其中:获省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项目数 项

35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
吨标煤/

万元

注:当年指统计年度,T-1年指统计年度之前一年

企业负责人签字:

企业盖章:

年
目

H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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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审核意见

有关部门 审核意见

县区
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

县区

财政局

县区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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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解释和填报说明

1、 报告年度:指评价表中指标统计年度,时间范围从填写

评价表的上一年1月 1日 到12月 31日 。所有指标的填报时间范围,

如无特殊指明,均 为报告年度。(T-1)年指报告年度的前一年。

2、 企业营业收入总额:指技术中心所在企业总部和其下属

分公司、子公司、控股企业 (按实际控投权 )等应该列入会计

合并报表范围的所有企业的营业收入 (销售收入 ),经按合并

报表原则处理后的合并营业收入。包括工业性企业产品销售收

入、房地产与旅游酒店服务等第三产业的营业收入。

3、 企业利润总额: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

种消耗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 (亏损

以
“̄”

号表示 )。 包括企业的营业利润补贴收入,各种投资净收

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

4、 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总额:指企业销售产成品、试制半成

品的收入和提供工业性劳务收入总额。

5、 企业产品销售利润总额:指企业销售收入扣除成本、费

用、税金后的余额。

6、 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指企业实际支出的全部科技

活动费用,包括列入技术开发的经费支出以及技创技改等资金

实际用于科技活动的支出。不包括生产性支出和归还贷款支出。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分为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指企业用于内部开展科技活动实

际支出的费用,包括外协加工费。不包括委托研制或合作研制

而支付外单位的经费。科技经费内部支出按用途分为科技活动

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购买自制设各支出、其他支出。

科技活动经费外部支出:指企业委托其他单位或与其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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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合作开展科技活动而支付给其他单位的经费,不包括外协加

工费。

7、 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指在企业科技活动经

费内部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以

及这三类项目的管理和服务费用的支出。

8、 资产负债率:指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的百分比,也就

是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例关系。参考公式:资产负债率=(负

债总额/资产总额 )米 100%

9、 年缴纳的税金:主要指企业缴纳的各项税收之和。主要

包括所得税、流转税、资源税、行为税等。

10、 银行信用等级:衡量企业的偿债能力、获利能力、经

营管理、履约情况、发展能力与潜力。信用等级分为AAA级、

AA级、A级、BBB级、BB级、B级、CCC级、CC级、C级和D

级,共十个信用等级。

11、 企业全部科技项目数:指企业立项并开展研发 (制 )

工作、以前年份立项 (当 年 )仍继续进行研发 (制 )的科技项

目,包括当年完成、年内仍在进行、年内研发工作已告失败的

项目,不包括委托外单位进行研发的项目。从开发项目的性质

看,包括新产品开发项目数、新技术开发项目数、新工艺开发

项目数、新服务开发项目数与基础研究项目数之和。

12、 研发周期二年及以上的项目数:指研究开发周期在二

年以上 (含二年 )的技术开发项目数。

13、 对外合作项目数:指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及其

他企业联合开展的科技项目数。

14、 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报告期本企业销

售新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新产品销售收入是产品销售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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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计算口径与产品销售收入一致。新产品即包括经政

府有关部门认定并在有效期内的新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行研制

开发,未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从投产之日起一年之内的新产

品。

新产品: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的全

新产品,或 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

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新

产品包括全新型新产品和重大改进型新产品二大类。

全新型新产品:指与以前制造的产品相比,其用途或者技

术设计和材料三者都有显著变化的产品。这些创新可以涉及到

全新的技术,也可以基于组合现有技术新的应用,或者源于新

的知识的应用。

重大改进型新产品:指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产 品性能得

到显著提高或者重大改进的产品。若产品的改变仅仅是在美学

上 (外观、颜色、图案设计、包装等 )的 改变及技术上的较小

的变化,属于产品差异,不作为新产品统计。

15、 新产品销售利润:指企业销售新产品所实现的利润。

16、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指年末整个企业用于科

研、技术开发的仪器、科研设备、中间试验设备的原值 (帐面

原值 )。 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包括技术开发仪器、技术开发设各、

技术开发检测设各、中间试验设各等。

17、 企业自有品牌产品与技术出口创汇额:指企业出口自

己生产的自有品牌的产品和向国外出口技术所收入的外汇。

18、 企业职工总数:指企业在册职工人数。

19、 企业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指企业在册全部职工一年

的货币收入的总额。包括职工工资、福利费、奖金、政策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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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成等各项货币收入的总和。

20、 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指企业直接从事 (或参与 )科

技活动、以及专门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

务的人员。累计从事科技活动的时间占制度工作时间10%(不

含 )以下的人员不统计。

(1)直接从事 (或参与)科技活动的人员包括:企业所属

的技术中心及中试车间 (基地 )等机构中从事科技活动的研究

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及其它辅助人员;虽不在上述

机构工作,但编入科技活动项目组 (攻关小组 )的人员。

(2)专 门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

人员包括:企业主管科技工作的负责人,企业科技管理部门 (科

研管理处、部、科等 )的工作人员,直接为科技活动提供资料

文献、材料供应、设备维护等服务的人员。不包括保卫、医疗

保健、司机、食堂人员、茶炉工、水暖工、清洁工等间接服务

人员。

21、 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

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的人员。包括直

接参加上述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及这类项目的管理和服务人

员。

22、 企业技术中心职工人数:在技术中心工作并取得劳动

报酬的从业人员年平均数。包括技术中心科研开发人员、直接

管理人员和直接为其服务的人员等。

23、 企业技术中心人员培训费:指技术中心工作人员在国

内、海外地区接受继续教育和专项培训的费用总支出。

24、 企业技术中心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指技术中心在册

全体工作人员的年货币总收入,包括工资、福利费、奖金、政

1r)^ 
工乙. 

ˉ



策补贴、项目提成等各项收入的总和。

25、 企业技术中心高级专家人数:指全职在技术中心工作、

获得国家、省、部和计划单列市等政府部门认定的有突出贡献

的专家或者享受国家、省、部和计划单列市专项津贴的专家的

人员数。

26、 企业技术中心博士人数:指全职在技术中心工作、获

得博士学位的人员数。在站的博士后可以作为博士进行统计。

27、 来企业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指来

技术中心从事研究、技术开发工作的具有较高科技开发能力的

海内外专家累计人月。最小统计单位为: 0.5人月。

28、 企业技术中心在市外设立开发设计机构数:指技术中

心在市外设立以科研开发、设计为目的的开发机构数量。

29、 企业技术中心与其他组织合办开发机构数:指技术中

心与高校、研究院所、其他企业联合设立的以科研开发设计为

目的的组织机构数量。

30、 通过国家和国际组织认证实验室数:指 中华人民共和

国有关国家部门和国际组织认定认证的、仍在有效期内的实验

室、检测中心的数量。

31、 完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项目数:指企业完成 (结

题 )的新产品开发项目数、新技术项目数、新工艺开发项目数

的总和。

32、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和版权登记数:指企

业作为专利权人拥有专利权属、经国内外专利机构授权且在有

效期内的全部发明专利件数。

33、 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指企业报告年度内向专利

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专利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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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指企业报告年度内向专利

行政部门提出发明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专利件数。

35、 最近二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数:

指企业在报告年度、报告年度前一年主持或参与制定,目 前仍

有效执行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数量。

36、 企业获中国驰名商标数、省著名商标数:指企业拥有的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评定的中国驰名商标数 (含国际驰名商

标数 )和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评定的广东省著名商标数。

37、 企业获中国名牌产品数、省名牌产品数:指企业拥有

的中国名牌产品数和广东省名牌产品数。

38、 获国家、省和市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项

目数:指企业获得国家、省和市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

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项目总数。

39、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指企业万元工业增加值所消耗

的吨标准煤。 (以企业主导产品单耗在行业中排名情况为主要

考察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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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源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一、河源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分 )

三级指标

经

济

效

益

企业规

模
8 企业年销售收入,企业总资产规模

经济效

益
12 年利润总额,年缴纳税费,银行信用等级,资产负债率

亻⒉刂

新

机

带刂

创新投

入机制
16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比例比上次评价增长

人才激

励机制
6

中心年人均收入与企业年人均收入之比

中心人员培训费占中心人员总收入的比重

创新合

作机制
3

来中心从事技术开发工作的外部专家数

对外合作项目占全部开发项目数的比重

技术中心与其他组织合办开发机构数

技

术

与

人

才

创新队

伍建设
10

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重

技术中心拥有的高级专家及博士人数

创新条

件建设
10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通过国家和国际组织认证的实验室数

技术中心在市外设立开发设计机构数

技术积

累储备
5

研发周期二年及以上项目数占全部项目数的比重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产

出

与

效

益

技术创

新产出
15

当年完成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项目数

当年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其中当年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主持和参与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数

技术创

新效益
15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新产品销售利润占产品销售利润的比重

自有品牌产品与技术出口创汇额

加分 (≤ 10)

近二年获国家、省和市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项目

数

企业拥有的中国 (省 )名牌产品或驰名 (省著名)商标数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

扭生 (≤ 5) 企业经营亏损

1E=ˉ △U 
ˉ



二、限定性指标的最低标准

科技活动经费支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占产
出额 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三、行业系数

有关说明:

1、 此行业系数表只适用于制造业。
2、 由于不同行业在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企业技

术中心评价时,对不同行业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
重、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新产品利润占企业产
品利润总额的比重等三个指标引入行业系数加以调节。

3、 行业系数只作为评估机构评价时使用,企业填报时无需考虑行业
系数,按实际数据填报。评价时,根据企业填报的实际数据得出上述指
标的比重,再乘以行业系数,得出上述指标的评价值。

指标 专职研究与试验发
展人员数

技术开发仪器设
备原值

最低标准 200万 元 3% 20人 200万 元

行业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占
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
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新产品利润占企业产
品利润总额的比重

电子 0.6 0.4 0.4

家 电 0.6 0,4 0.4

机械 1.0 0.6 0.6

月告舟自 0.8 0.4 0.8

化工 1.2 1.0 0.8

石化 3.0 1.2 1.2

医药 0.8 0.8 0.6

轻工 1.0 1 0 1.0

纺织 1.0 1.0 1.0

建材 1.0 0.8 0.6

有色 1.0 1.4 1.4

冶金 1.2 1.4 1.4

其他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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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附件及证明材料清单

衤1.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中2.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研发项 目情况 (107-1表 )国 统字

(2015)95号 、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

(B107-2表 ),国统字 (2015)95号 );

半3,企业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 ;

M,技术中心成立文件 ;

冰5.纳税证明 ;

中6,设备原值清单 ;

中7,在研和完成的全部科技项目列表以及相关证明材料 ;

中8.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列表 ;

中9.河源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 ;

卡10,技术中心场所、现场相关照片 ;

11.大 型企业集团应将下属企业的 (107-1表 、B107-2表 ,国统

字 (2015)95号 )合并填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

表进行合并填报。

12.当 年受理的专利申请数和版权登记数列表以及证明材料 ;

13.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版权登记等列表以及证明材料 ;

1⒋ 近二年主持和参与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列表以及证

明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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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通过国家和国际组织认证的实验室列表以及证明材料 ;

16.企业拥有的中国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列表以及证明材料 ;

17.近二年获国家、省、市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项

列表以及证明材料 ;

18.市外设立开发设计机构及与其它组织合办开发设计机构列

表 ;

19.技术中心高级专家和博士列表以及证明材料 (高级职称证书、

博士学位证书);

20.技术中心外部专家工作情况列表 ;

21.对外合作项目列表以及相关证明材料 ;

22.研发周期二年及以上的项目列表以及相关证明材料 ;

23.银行信用等级证明;

24.新产品目录;

25.高新技术企业按照高新技术企业管理要求提供申报年度相关

开发费用佐证材料,如开发费用加计扣除专项审计报告、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等。

26.其他证明材料。

注:带 “半”号的材料为必须提供,未带
“来”号的材料据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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