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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经济委员会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度宝山区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宝山区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宝经规〔2021〕

2 号），区经委即日起将组织开展 2022 年度宝山区企业技术

中心的申报与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企业应具备的条件

1、企业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和生产场所均在宝山区，并

具有法人资格。

2、企业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 5000 万元（生产

性服务业企业不低于 1000 万元），或者企业新增投资 500

万元以上同时已承担本区及以上重点项目，或者获批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

3、企业上一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不低于200万元，

且占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3 ，经济总

量规模超过亿元的比例可不低于 2 。企业上一年度拥有技术

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 200 万元（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不低

于 100 万元）。

4、企业上一年度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 10 人。

5、申请年度前的三个年度内，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获取

的知识产权不少于 3 件（含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专有权）。

6、符合宝山区产业发展导向，为宝山建设上海科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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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阵地做出重要贡献的，经评审，相关指标可综合考量。

二、申报企业需提供的材料

宝山区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申请报告（附件 1）

三、申报途径

项目申报采取书面申报和网上申报结合的方式。其中，申报

企业的申请报告通过所属街镇（园区）初审盖章后，纸质版报送

区经委（建议采取无接触快递方式，地址：虹口区中山北一路 121

号 A1 楼 7 楼 吴 正 13818996047 ） ； 电 子 版 报 送 邮 箱

bsjwkeji@163.com。

所属街镇（园区）对企业的申请资格、申请材料等的真实性、

准确性进行审核，并出具推荐意见（附件 2 街镇(园区)主管部门

联系表）。

区经委收到企业的申报材料后进行材料完备性审核，对申报

材料不符合要求或缺少相关内容的，将予以退回或要求申报企业

在限定时间内补齐。

四、装订要求

申报材料纸质版 3 份（企业留档 1 份、街镇(园区)存档 1

份、报区经委 1 份），采用 A4 纸双面打印，胶装成册，并加

盖封面、骑缝单位章印。

五、评审方式

项目经审核后，区经委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组织专家评审，对符合认定要求且评审通过的企业下达认

定通知。

六、申报期限

mailto:bsjwkej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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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报送截止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逾期不予受理。

七、联系方式

区经委科技发展科(行政许可科)

联系人：吴正 13818996047 ；贾丽 13641645868

附件：1.宝山区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申请报告

2.街镇(园区)主管部门联系表

3.《宝山区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宝

经规〔2021〕2 号）

上海市宝山区经济委员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http://www.sheitc.gov.cn/res_base/sheitc_gov_cn_www/upload/article/file/2012_2/4_1/xzqih0hrevjs.doc
http://www.sheitc.gov.cn/res_base/sheitc_gov_cn_www/upload/article/file/2012_2/4_1/x092h0hrfkz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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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

上海市宝山区企业技术中心

认定申请报告

项目申报单位： （加盖单位公章）

所属街镇（园区）：

项 目 领 域：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申 报 日 期： X年 X月



说明

一、本申请报告由申报单位填写，文字叙述应简洁，数据应真实、准确，可

靠。填写时各栏目不得空缺，无此内容时填“无”或“0”。若内容较多，可另

行打印附页。

二、本申请报告需经所在街镇（园区）初审后报上海市宝山区经济委员会科

技进步科（行政许可科）。

三、“项目领域”指宝山四大主导产业（生物医药、先进材料、机器人及智

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他。

四、企业技术开发经费的统计，主要指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

艺所发生的各项所需费用，包括十个方面：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

备调整费；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试验费；技术图书资料费；未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

试验费；研究机构人员的工资；研究设备的折旧费；与新产品的试制、技术研究

有关的其他经费；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经费来源包括：企业自筹；

上级各类形式财政资助（奖励）；银行贷款；其他。

五、本申请书含附表 1-10 项，具体的：

1、企业技术中心主要指标表；2、企业科技活动相关信息表；3、技术中心

内外部专家信息表；4、科技项目信息表；5、授权和申请专利信息表；6、通过

国家或国际组织认定的实验室/检测中心信息表；7、驰名（著名）商标和名牌产

品信息表；8、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标准信息表；9、获国家或省部级科技奖励

信息表；10、近两年企业免税情况表。



审查意见

项目单位

审查意见

本单位郑重承诺：

1、本次申请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准确、有效，我单位对其真实性负全部责任。

2、申报材料提交后，我单位不会以任何形式干预后续进行的项目审查、评审和确定工作。

3、申报认定后，我单位将按要求认真按《宝山区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履行相关职

责，确保本项目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及时到位，积极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工作，努力

完善企业技术中心体系建设。

4、配合管理部门做好有关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的调查、统计、分析、研究和专题活动，推广

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和技术创新工作经验。

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签章：（公章）

年 月 日

街镇园区

审核意见

□同意推荐

□暂缓推荐

（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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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申请表

申报项目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申报类型 宝山区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手机）

项目经办人 联系电话（手机）

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注册街镇（园区） 具体经营地址

注册日期 注册资本

注册登记类型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联营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外商投资

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国家机关 □
高等院校 □研究院所 □社会团体 □其他

是否纳入规上企业 是否纳入工业统计

自有厂房用地面积

（亩）

租赁建筑面积

（平方米）

上年度财务状况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工业总产值 总利润 缴纳总税收 科研支出

本年度 1-8月份

财务状况（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工业总产值 总利润 缴纳总税收 科研支出

企业职工人数

（人）

总人数 大专及以上 研发人员

主营业务

企业获得的荣誉

（或助力宝山建设

上海科创中心主阵

地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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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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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主要情况

一、企业概况

1、企业（集团）基本概况。包括企业注册地、经营地，注册日

期、注册金额、注册类型，企业组成、职工人数、工程技术人员数，

主营业务、优势产品。

2、企业（集团）近三年的产值、销售额、利润、税收、创汇、

新产品销售额、新产品产值率、企业资产负债率、银行信用等级。

3、近三年的技术开发经费投入金额与企业自筹技术开发金额、

技术开发费占销售额比例及其主要用途（按年份列表）。

4、企业（集团）技术进步工作开展情况：

（1） 技术开发的主要成果和水平；

（2） 近期主要研究、开发方向、重大课题；

（3） 企业与国内外有关组织（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其他企业）

联合开发的情况；

（4） 科技开发规划及中长期目标。

二、技术中心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1、企业技术中心宗旨与性质；

2、企业技术中心任务与职责；

3、企业经济运行组织管理机构（框图）。

三、技术中心建设概况

1、企业技术中心组织机构（框图）及其任务与职责；

2、企业技术中心人员素质及其分工；

3、企业技术中心开发、中试场地与主要装备水平；

4、企业技术中心管理体制及奖惩激励制度；

5、企业技术中心与国内外高校、研究所及企业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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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中心项目、人员与经费投入

1、近期研究开发项目、目标、主要研究开发人员、项目投入资

金及其来源〈列表）；

2、后三年的研究开发规划与中长期方向，主要研制开发人员、

投入资金及其来源。

五、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情况

1、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现状及打算；

2、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3、企业技术创新工作规划。

六、企业获得的荣誉（或助力宝山建设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做出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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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附表 1-10

1、企业技术中心主要指标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据值

1 上年度主营业收入总额 万元

2 上年度税收总额

3 本年度新增投资总额 万元

4 高新技术企业（是/否）

5

2020 年研发经费支出额及占同期营收比例 万元/%

2021 年研发经费支出额及占同期营收比例 万元/%

今年 1-8 月研发经费支出额及占同期营收比例 万元/%

6
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其中：检测分析（中试）设备 万元

7

全部科技项目数 项

其中：对外合作项目数 项

其中：产学研项目数 项

8

前三个年度内，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获取的知识产

权数（含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专有权）。

其中：当年申请知识产权数

9

去年以来完成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项

其新产品销售占总收入比重 %

其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公司产品销售总利润比重 %

10

专职研发人员数及占企业员工总数比例 人/%

其中：高中级职称人员数及占比 人/%

外部（高级）专家或博士人数 人

11
2021 年度技术中心人员培训费 万元

2021 年度技术中心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12
技术中心在海外设立开发设计机构数 个

技术中心与其他组织合办开发机构数 个

13
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

准数
项

14 企业获得的驰名商标数、名牌产品数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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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带统计局水印的企业研究开发项目相关情况（107-1 表）和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107-2 表）

（未列入国家统计局研发活动情况统计范围的企业，应参照上述表格格式填报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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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中心内外部专家信息表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 工作单位 工作部门 职称职务 技术领域 专家类型 工作时间（月）

1

2

3

4

5

6

7

8

说明：

专家类型分为：1.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2.国家专项津贴 3.省部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4.省部专项津贴 5.计划单列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6.计划单列市专项津贴 7.博士 8.在站

博士后 9.其他类型专家。其他类型专家请详细说明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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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技项目信息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合作形式 合作单位
成果

形式

技术

领域

起始

日期

完成

时间

企业支出经费

（万元）

合作单位

支出经费

（万元）

1

2

说明一：

项目来源：1.国家科技项目；2.地方科技项目；3.其他企业委托科技项目；4.本企业自选科技项目；5.来自境外的科技项目；6.其他科技项目。

说明二：

项目合作形式（按重要程度选择其中最主要的 1 项）：1.与境外 机构合作开发；2.与境内高校合作开发；3.与境内独立研究机构合作开发；4.与境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

业合作开发；5.与境内注册的其他企业合作开发；6.独立研究开发；7.委托开发；8.其他。

说明三：

项目成果形式（按重要程度选择其中最主要的 1-2 项）：1.论文或专著；2.自主研制的新产品原型或样机、样件、样品、配方、新装置；3.自主开发的新技术或新工艺、新

工法；4.发明专利；5.实用新型专利；6.外观设计专利；7.带有技术、工艺参数的图纸、技术标准、操作规范；8.基础软件；9.应用软件；10.其他。

说明四：

完成时间：如果项目在报告期已经完成，则填写完成或结题时间，如 20XX 年 X 月 X日；如果项目在报告期前没有完成（结题），完成时间则填写预计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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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授权和申请专利信息表

说明：企业拥有的有效专利需提供证书复印件。

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类别 申请国别 专利号 授权年份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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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实验室/检测中心信息表

序号 实验室名称 认定机关名称 认定证书号 是否对外服务及服务收入

说明：需提供认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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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驰名（著名）商标和名牌产品信息表

序号 驰名（著名）商标/名牌产品名称 评定机关 认定时间 证书或文件号

说明：企业提供有效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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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标准信息表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类型 标准号
主持或

参与
颁布年月 是否现行有效

说明：1.标准类型包括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

2.三年内指在近三个年度内颁布的标准；

3.需提供标准名称和能证明企业作用的资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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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相关证明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2、企业两年内的社会诚信（行政处罚）记录

3、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0年度、2021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今年1-8份的

企业财务报表（必备）

4、企业2020年度、2021年度纳税申报表 （必备）

5、场地证明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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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镇（园区）主管部门联系表

单位 联系人姓名 办公电话

宝新园 季章华 18964106912

高境镇 梁惠宗 66185011

顾村镇 何小路 56100127

罗泾镇 李蕾 66876856

杨行镇 姚磊 56804962

大场镇 徐辉 61671590

罗店镇 朱海涛 56591308*8062

庙行镇 纪立群 66988126

淞南镇 施剑湘 66186233

月浦镇 薛媛 56933236

张庙街道 张丽明 56744251

友谊路街道 徐悦 66595312

吴淞街道 陈许文 56679795

南大开发公司 仇相宜 36813669

宝山大学科技园公司 陈希元 56580107

国资委-宝恒公司 曹盛 66685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