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经信创新函〔2017〕83 号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 
开展2017年度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

局，省属企业集团： 

  根据《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和《广东省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职能转移方案（修订版）》有关规定，现对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开展评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价范围 

  全省831家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名单详见附件1）。 

  二、材料要求 

  请各单位按照《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的要求

准备相关评价材料，评价材料包括：企业技术中心工作总结（提

纲见附件2）、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相关附件及证明材料等。 

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分为制造业、信息服务业、

物流业、流通业和建筑业5种（附件3-7），请各企业技术中心根

据企业所属行业选择填写其中一种。填写前请认真阅读评价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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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指标解释（附件8），所填报数据须真实准确，与报送统计部

门的数据相符。 

    需提供的相关附件及证明材料见附件9。 

三、填报流程及要求 

（一）网上填报。 

    各企业技术中心依托企业于2017年7月10日前登录广东软件

行业协会网站（网址： http://www.gdsia.org.cn/），进入“广东省

企业技术中心管理系统”，按要求注册账号，填写企业技术中心

评价表，上传工作总结及相关证明材料等附件并提交清单。企业

填报系统将于2017年7月15日下午24:00关闭。 

    （二）网上审核。 

    请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含顺德区）、省属

企业集团于2017年7月20日前，对企业填报的评价资料进行网上

审核。 

    （三）报送纸质材料。 

    1．审核通过的企业，通过“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管理系统”

打印具有水印的纸质评价材料一式一份，加盖企业公章，报送当

地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省属企业集团。  

    2．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含顺德区）、省

属企业集团，于2017年7月28日前将上报文报送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技术创新与质量处），上报文中需列明本年应参加评价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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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审核通过的企业、审核未通过的企业、未按要求提交评价材

料的企业情况。汇总将企业纸质评价材料一式一份于2017年7月

28日前送广东软件行业协会。 

  四、其他事项 

  （一）根据《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评价不

合格、所在企业上报的评价材料存在弄虚作假、涉税违法被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的，将撤销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资格。 

  （二）技术中心依托企业的名称发生变更的，需办理名称变

更手续。应将申请企业技术中心名称变更的报告（原件）、变更

前及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

件）和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复印件）送各地级以上市、顺德区

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经审核同意后以市、顺德区经济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名义向我委报送关于企业技术中心变更名称的请示。

省属企业可直接报我委。 

    （三）各有关企业要认真准备相关材料，按时报送。各地经

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认真审核，按时汇总上报，并藉此评价机

会，对本地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发展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摸底，总

结积累经验。 

   

  附件：1．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名单（831家，不含深圳市） 

     2．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工作总结（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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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制造业） 

     4．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信息服务业） 

     5．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物流业） 

     6．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流通业） 

     7．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建筑业） 

     8．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指标解释和填报

说明 

     9．需提供的附件及证明材料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2017 年 6 月 21 日 

    （联系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黄海丹、张景，电话：

020-83133226、83133384，电子邮箱：zlc@gdei.gov.cn；广东软

件行业协会 张佩珊、张玩春，电话：020-38263180、38263353，

电子邮箱：jszx@gdsia.org.cn，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7 号大院广东软件大厦 5 楼） 



 

附件 1 

 

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831 家，不含深圳市） 

 

省属企业集团(13 家) 

省广晟公司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风华芯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省交通集团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新软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物资集团 

广东物资集团公司技术中心 

省广弘公司 

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省广业公司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省建筑工程集团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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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隧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共 195 家) 

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华润水泥投资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铁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珠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金鹏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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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华南橡胶轮胎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广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番禺珠江钢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广一泵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秀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番禺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擎天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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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信通信技术（广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心 

博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番禺华南摩托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宏昌胶粘带厂技术中心 

广州市中新塑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纺织工贸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汇香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方欣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合诚化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大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华南资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大阳摩托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双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托肯恒山科技（广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番开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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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飞达音响专业器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三雅摩托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赫尔普化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机床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安达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精益汽车空调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铝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立达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华工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南方测绘仪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岭南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万世智能装备科技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英格发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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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汇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好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久泰能源（广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志圣科技（广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雅江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天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南方碱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合诚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高士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珠江电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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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粤新海洋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恒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浩和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日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纵横天地电子商旅服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立中锦山合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儒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科利亚现代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南联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天讯瑞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诺信数字测控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建峰索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怡文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商业储运公司技术中心 

安婕妤化妆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拓璞电器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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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天启明石油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南方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中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联想中望系统服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广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城市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动景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晶华精密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水晶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柴油机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互太（番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华侨糖厂技术中心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明珠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威莱（广州）日用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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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北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讯飞启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枫叶管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珠江数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风神物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宏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浩洋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凡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南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穗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波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意力（广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市白云联佳精细化工厂技术中心 

广州市高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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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迪森家用锅炉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励丰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市（共 51 家）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裕华聚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方正科技多层电路板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汉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优特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炬力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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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元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许继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凌达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双喜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天威飞马打印耗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市金邦达保密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市讯达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园共创电力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兴业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飞扬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市智迪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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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三威注塑模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江龙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光宇电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威丝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安生凤凰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越亚封装基板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亿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仕高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珠海太阳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汕头市(共 39 家)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汕头华兴冶金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金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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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树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汕头市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润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自动化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东研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壮丽彩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万年青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金东海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嘉达早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龙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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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飞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正超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共 91 家) 含顺德区 150 家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东鹏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蒙娜丽莎新型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佛山水泵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珠江开关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石湾鹰牌陶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福迪汽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电缆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九江酒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凤铝铝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吉熙安电缆附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炜林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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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合铝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大福摩托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蓝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博德精工建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德众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南方包装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欧神诺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欧文莱陶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金意陶陶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南海力丰机床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日丰企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亚铝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伟业铝厂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好帮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昭信平洲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文灿压铸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华昌铝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华鸿铜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康思达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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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昭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新润成陶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广特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华全电气照明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西屋康达空调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广顺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中格威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昇广东新 电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源田床具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分析仪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菱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宏陶陶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阳晨厨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新劲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永利坚铝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志高暖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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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三水佳利达纺织染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朝野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天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多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顾地塑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健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永力泰车轴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川东磁电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华特气体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摩德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华兴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南海蕾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景兴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通宝精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浪鲸洁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卓维网络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海纳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宝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新怡内衣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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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百合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韶关市(共 7 家) 

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韶铸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技术中心 

广东省翁源县茂源糖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韶关液压件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韶能集团韶关宏大齿轮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河源市(共 10 家) 

河源市力王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大顶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高微晶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河源富马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维图通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西可通信技术设备（河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立国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美晨通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劲达技术（河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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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共 13 家)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威华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天诺民爆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福建材（蕉岭）精化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宝丰陶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长乐烧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宇星阻燃新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BPW（梅州）车轴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嘉和微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惠州市(共 22 家)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惠州市德赛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侨兴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惠州 TCL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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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惠州宝柏包装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智冠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惠州大亚湾光弘科技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惠州三华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惠州市金百泽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惠州市西顿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新美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汕尾市（共 2 家） 

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共 81 家)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福利龙复合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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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华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金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迈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广大制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华美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日新传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信义玻璃工程（东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贝特利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洛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领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五星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智乐堡儿童玩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 TR 轴承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佳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金河田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奇声电子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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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信易电热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龙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康舒电子（东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康达新能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理文造纸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力优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超盈纺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金翔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华宝鞋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太平洋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石龙富华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长园高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保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台一盈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奕东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锦泰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环球石材（东莞）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光华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玉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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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大族粤铭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精丽制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永发印务（东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天元印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立德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凯晟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迈科新能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新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力王电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晖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粤林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智源彩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铭丰包装品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华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台玻华南玻璃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五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盈聚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阿尔派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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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佳居乐厨房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莞光群雷射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共 69 家)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华锋制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龙的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大桥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凤凰光学（广东）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霍尼韦尔朗能电器系统技术（广东）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华艺灯饰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中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铁将军防盗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琪朗灯饰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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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皆利士多层线路版（中山）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格兰仕（中山）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祥基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亚萨合莱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永大（中山）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TCL 空调器（中山）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达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隆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力泰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欧亚包装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东菱威力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腾骏动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美图塑料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泰峰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格力电器（中山）小家电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明阳风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益达服装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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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樱雪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四海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新海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巴德士化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美斯特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盛兴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澳克士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三才石岐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亮迪照明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港联华凯电器制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威斯达电器（中山）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天贸电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凯中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欧意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基信锁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正业包装（中山）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环亚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安士制药（中山）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新展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华创燃具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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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兴达鸿业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市欧帝尔电器照明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咀香园健康食品（中山）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山中粤马口铁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门市(共 32 家) 

江门市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门金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新会江裕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海鸿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鹤山同方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门市长优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门市制漆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台澳铝业（台山）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门市地尔汉宇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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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四方威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江门谦信化工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嘉士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量子高科（中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瑞荣泵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鹤山市广明源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天地壹号饮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科杰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华艺卫浴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恩平锦兴纺织印染企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阳江市(共 14 家) 

永光刀剪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阳江十八子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阳江市新力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阳西县电梯配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银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阳江市阳东金辉刀剪制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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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东金恒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阳江市顺和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阳江市飞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阳江市汉能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信海建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湛江市(共 21 家)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湛江鸿智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浩特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同德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亚洲海产（湛江）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廉江红星陶瓷企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鸿基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湛江市家用电器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湛江中湛纺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威立电力器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南国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威王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五洲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湛江华丽金音影碟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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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威家居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湛江市聚鑫新能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廉江一品木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茂名市(共 5 家)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新华粤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众和化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茂名重力石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肇庆市(共 18 家)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肇庆动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肇庆多罗山蓝宝石稀有金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金鼎黄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四会互感器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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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微硕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四会实力连杆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肇庆华锋电子铝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华林化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肇庆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科茂林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肇庆千江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肇庆绿宝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清远市(共 14 家) 

广东新亚光电缆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远光电缆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豪美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忠华棉纺织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清远市美乐仕油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英德广农康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博华陶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清远市佳的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宏威陶瓷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英德佳纳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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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共 41 家)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华业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顺祥陶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正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潮州市三元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翔鹭钨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雅士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潮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响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金潮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博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海利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永金兴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伟业陶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潮州市松发陶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潮州市城西吉街工艺美术彩瓷厂技术中心 

广东真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康辉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铭康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潮州市创佳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潮州宏业陶瓷制作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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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恒洁卫浴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骏晟陶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潮州市汇能电机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名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潮州市思科拓展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复兴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无穷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长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梦佳陶瓷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金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展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健诚高科玻璃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新功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潮州市庆发陶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潮安县凤塘雅诚德陶瓷制作厂技术中心 

广东宏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揭阳市(共 24 家)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吉荣空调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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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深展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科迪微晶玻璃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吉青电缆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侨华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越群海洋生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利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热金宝特种耐火材料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环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揭阳市天阳模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瑞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名鼠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开盛钢铁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揭阳市大立模具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华能达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揭阳市广福电子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福家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东泰乳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仙宜岱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云浮市(共 10 家) 

广东凌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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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南县永光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云浮广业硫铁矿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材天山（云浮）水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中兴液力传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材亨达水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惠云钛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万事泰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德纳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顺德区（共 59 家）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震德塑料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康宝电器股份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松本电工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申菱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华润涂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必达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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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甘竹罐头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省顺德开关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瑞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莱雅化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恒基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丰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亿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达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顺峰山庄饮食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美涂士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本邦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万昌印刷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东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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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瑞图万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威博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奔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东箭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万峰石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万联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华钿勇士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奥特龙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东方管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托维环境亮化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赛特莱特（佛山）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威德力机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蚬华多媒体制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东亚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福田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东志达精密管业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备注：标*的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附件 2 

 

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作总结 
（提纲） 

 

一、企业技术创新战略与规划的实施情况,包括企业技术

创新战略的制定与调整，工作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涉及企业

秘密可作技术处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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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同行业领域相比所具有的规模和技

术优势。  

三、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包括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基

本情况、技术中心组织建设（内部组织设置与调整、下属企

业组织设置、与外部单位共建组织及运行情况等）、技术中

心创新机制建设（技术带头人培养、人才激励机制、知识产

权保护、技术创新投入制度及执行情况等）、合作创新情况

（产学研之间、企业之间及国际合作情况）、企业技术创新

基础设施建设（研究试验设施、检测设施、信息化设施）。 

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情况，包括重点创新项目的

实施效果、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的自主创新情况、资源综合

利用、节能降耗、清洁生产等创新情况。 

五、技术创新信息化建设情况。 

六、其他有特色的工作情况。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所属市 所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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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万元

2 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3 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4 （T-1）年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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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8 资产负债率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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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周期三年及以上的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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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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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技术中心在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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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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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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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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国家和省自然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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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 吨标煤/万元

有关部门

地市经
济和信
息化主
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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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意见

admin01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所属市 所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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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万元

2 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3 （T-1）年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4 （T-2）年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5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万元

6 （T-1）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万元

7 （T-2）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万元

8 资产负债率 %

9 年缴纳的税金 万元

10 银行信用等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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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1）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13 企业全部科技项目数 项

其中：研发20人/月以上项目数 项

其中：对外合作项目数 项

14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15 （T-1）年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16 （T-2）年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17 新产品销售利润 万元

18 （T-1）年新产品销售利润 万元

19 （T-2）年新产品销售利润 万元

20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21 企业自有品牌产品与技术出口创汇额 万美元

22 企业职工总数 人

23 企业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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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企业技术中心职工人数 人

26 企业技术中心人员培训费 万元

27 企业技术中心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28 企业技术中心高级专家与通过本行业专业认证人数 人

29 企业技术中心博士人数 人

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信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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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来企业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 人月

31 企业技术中心在海外设立开发设计机构数 个

32 企业技术中心与其他组织合办开发机构数 个

33 通过国家和国际组织认证实验室数 个

34 完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项目数 项

35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和软件著作权登记
数、版权登记数

项

36
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与软件著作权数和版权登
记数

项

其中：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项

其中：软件著作权登记数 项

37
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
数

项

38 获国家、省信息服务类奖项数 项

其中：获国家奖项数 项

有关部门

地市经
济和信
息化主
管部门

     注：当年指统计年度，T-1年指统计年度之前一年，T-2年指统计年度之前二年

                 企业负责人签字：                                  企业盖章：

审核意见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所属市 所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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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企业注册资本金 万元

2 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万元

3 （T-1）年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万元

4 （T-2）年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万元

5 企业多式联运业务收入 万元

6 （T-1）年企业多式联运营业收入总额 万元

7 （T-2）年企业多式联运营业收入总额 万元

8 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9 （T-1）年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10 （T-2）年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11 企业年缴纳税金 万元

12 银行信用等级

13 资产负债率 %

14 企业营业网点数 个

其中：企业生产管理信息系统覆盖网点数 个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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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1）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17 企业物流管理信息化软硬件设备原值 万元

18 企业总固定资产投资额 万元

其中：企业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19 企业全部科技项目数 项

其中：企业对外合作发项目数 项

20 企业职工总数 人

21 企业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22 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 人

其中：企业专职设计及开发人员数 人

23 企业技术中心职工人数 人

24 企业技术中心人员培训费 万元

25 企业技术中心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26 企业技术中心高级专家、博士人数 人

27 来企业技术中心从事开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 人月

28 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物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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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T-1）年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30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项

31 企业拥有的物流信息软件（系统）著作权数 项

32 最近三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和版权登记数 项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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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主持和参加制定物流相关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数 项

35
获国家（省）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等项
目数

项

36 企业获中国驰名商标数、省著名商标数 件

其中：获中国驰名商标数 件

37 省级物流龙头企业或3A级以上物流企业 是/否

38 吨公里数与车次的比重
吨公里/车

次

有关部门

地市经
济和信
息化主
管部门

     注：当年指统计年度，T-1年指统计年度之前一年，T-2年指统计年度之前二年

                 企业负责人签字：                                  企业盖章：

审核意见

admin01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所属市 所属区

所属行业 主营业务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技术中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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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企业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2 （T-1）年企业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3 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4 年缴纳税额 万元

5 资产负债率 %

6 银行信用等级

7 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8 （T-1）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9 采用新业态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10 采用新业态销售利润 万元

11 企业外地分支机构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12 企业信息化及新技术投入金额 万元

13 （T-1）年企业信息化及新技术投入金额 万元

14 企业电子商务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15 （T-1）年企业电子商务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16 企业信息化设备原值 万元

17 企业职工总数 人

18 企业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19 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 人

20 企业技术中心职工人数 人

21 企业技术中心人员培训费 万元

22 企业技术中心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23 企业技术中心高级专家、博士人数 人

24 来企业技术中心从事开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 人月

25 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26 （T-1）年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27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专利数和版权登记数 项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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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
准数

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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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流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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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最近五年企业获国家（省）自然科学、技术发明
、科技进步奖项目数

项

有关部门

地市经
济和信
息化主
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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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意见

admin01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所属市 所属区

所属行业 主营业务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技术中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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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企业结算收入总额 万元

2 （T-1年）企业结算收入总额 万元

3 企业总产值 万元

4 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5 年缴纳税额 万元

6 资产负债率 %

7 银行信用等级

8 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9 （T-1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10 企业全部技术开发项目经费总支出 万元

其中：研发周期三年及以上的项目经费支出 万元

其中：产学研合作项目经费支出额 万元

11 开发研究的新项目的销售收入 万元

12 开发研究的新项目产生的利润额 万元

13 年末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14 企业登记在册的职工人数 人

15 企业全体登记在册的职工年收入总额 元

16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数 人

其中：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 人

17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年收入总额 元

18 技术中心职工数 人

19 技术中心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元

20 技术中心高级职称人数 人

21 企业具有的一级注册建设类执业资格人数 人

22 企业技术中心人员国内外培训费 万元

23 企业技术中心产学研合作开发的项目数 项

24 最近三年技术中心产学研合作开发的项目数 项

25 当年获得省级及以上新工法数 项

其中：获得国家级新工法数 项

26 最近五年获得省级及以上新工法数 项

其中：获得国家级新工法数 项

27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专利 项

其中：最近五年授权发明专利数 项

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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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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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最近三年完成省级科研立项项目 项

30
最近十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家、地方、行
业标准数

项

其中：主持制定的标准数 项

31
获国家和省自然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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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最近五年企业获得国家建筑行业奖（鲁班奖
、詹天佑奖、市政金杯示范工程奖等）

项

33 最近五年来企业获得省部级建筑行业奖 项

34
最近五年省级以上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数
（绿色施工、建筑节能）

项

其中：全国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数 项

35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 吨标煤/万

36
近两年是否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或两起以
上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是/否

有关部门

地市经
济和信
息化主
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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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意见

admin01




附件 8 

指标解释和填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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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年指报告年度的前二年。 
 
一、制造业指标解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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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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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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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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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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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自制设备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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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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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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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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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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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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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研发周期三年及以上的项目数：指研究开发周期在

三年以上（含三年）的技术开发项目数。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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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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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新产品销售利润：指企业销售新产品所实现的利润。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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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面原值）。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包括技术开发仪器、技术

开发设备、技术开发检测设备、中间试验设备等。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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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企业职工总数：指企业在册职工人数。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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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成等各项货币收入的总和。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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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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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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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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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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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补贴、项目提成等各项收入的总和。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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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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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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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企业技术中心在海外设立开发设计机构数：指技术

中心在港澳台地区及国外设立以科研开发、设计为目的的开

发机构数量。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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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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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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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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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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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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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最近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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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年度前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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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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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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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获国家和省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项目



数：指企业获得国家和省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

家科技进步奖的项目总数。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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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息服务业指标解释 
1、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指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

从事的经常性活动实现的收入。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总

额-其他业务收入。 
2、研发20人/月以上项目数：指项目研究开发期间平均

每月投入人数在20人以上的技术开发项目数。 
3、企业技术中心高级专家与通过本行业专业认证人数：

其中通过本行业专业认证人数指技术中心中通过信息服务

行业相关的专业认证（如微软网络工程师、思科认证、Java
认证等）的人员数量。 

4、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和软件著作权登记

数、版权登记数：其中软件著作权数、版权登记数指企业所

拥有的软件著作权和版权登记数的总和。 
5、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与软件著作权数和版权登

记数：其中软件著作权数和版权登记数指企业所拥有的软件

著作权和版权登记数的总和。 
6、获国家、省信息服务类奖项数：指报告年度，企业

所获的国家级和省级信息服务类奖项总数目。 
其他指标请参照制造业指标解释内容。 

 



三、物流业指标解释 
1、企业注册资本金：指企业成立之初在工商部门依法

注册登记时的资本数额。 
2、企业多式联运业务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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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两种及其以上的

交通工具相互衔接、转运而共同完成的运输业务，经按合并

报表原则处理后的合并营业收入。 
3、企业营业网点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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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独立处理公司相关业务

的营业点数量。 
4、企业生产管理信息系统覆盖网点数：指企业中采用

同一套（或可实现信息无障碍交互的）生产管理信息系统的

营业网点数。 
5、企业物流管理信息化软硬件设备原值：企业在物流

管理信息化中采用的配套软硬件设备（如信息化管理系统，

服务器等设备）原值。 
6、企业总固定资产投资额：指企业以货币表现的建造

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的总额，包括固定资产更新

（局部和全部更新）、改建、扩建、新建等活动。 
7、企业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指物流企业在建设信息

化网络与系统过程中，用于设备、器具等固定资产项目的投

资额度。 
8、企业专职设计及开发人员数：指企业在册职工中从

事设计、研究开发的人员数。 



9、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根据产品的价值量指标计算的

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量。参考公

式：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人数。 
10、企业拥有的物流信息软件（系统）著作权数：指企

业拥有的物流信息系统及相关软件的著作权与版权数量。 
11、主持和参加制定物流相关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

数：指企业主持和参与指定的相关物流国际、国家以及行业

标准的数量。 
12、吨公里数与车次的比重：指企业当年运输货物的吨

公里数与所发车次的比值。参考公式：吨公里数与车次的比

重＝企业当年运输货物的吨公里数/发车次数。 
其他指标请参照制造业指标解释内容。 

 
四、流通业指标解释 
1、采用新业态销售收入总额：指流通企业采用较市场

上传统经营方式和经营特点形态更新的经营形态的业务销

售收入的总额。 
2、采用新业态销售利润总额：指流通企业采用较市场

上传统经营方式和经营特点形态更新的经营形态的业务销

售利润的总额。 
3、企业外地分支机构销售收入总额：指流通企业中与

总公司不在同一地市的具有经营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会计

个体的分支机构的销售收入总额。 
4、企业信息化及新技术投入金额：指流通企业在信息

化（主要包括信息科学技术的研究，信息装备的制造，软件

开发与利用，各类信息系统的集成及信息服务）和新技术项



目上投入的金额。 
5、企业电子商务销售收入总额：指流通企业在因特网

上通过数字媒体进行买卖交易的商业活动模式完成的销售

收入总额。 
6、企业信息化设备原值：指流通企业在信息化（主要

包括信息科学技术的研究，信息装备的制造，软件开发与利

用，各类信息系统的集成及信息服务）投入的设备金额。 
7、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见物流业。 
其他指标请参照制造业指标解释内容。 

 
五、建筑业指标解释 
1、企业结算收入总额：指企业承包工程实现的工程价

款结算收入，以及向发包单位收取的除工程价款以外的按规

定列作营业收入的各种款项的总和。 
2、企业总产值：是以货币表现的建筑安装企业在一定

时期内生产的建筑业产品的总和。建筑业总产值包括：⑴建

筑工程产值：指列入建筑工程预算内的各种工程价值。 ⑵
设备安装工程产值：指设备安装工程价值，不包括被安装设

备本身价值。⑶房屋、构筑物修理产值：指房屋、构筑物修

理所完成的价值，但不包括被修理房屋、构筑物本身的价值

和生产设备的修理价值。⑷非标准设备制造产值：指加工制

造没有定型的、非标准的生产设备的加工费和原材料价值，

以及附属加工厂为本企业承建工程制作的非标准设备的价

值。(5)工程勘测与设计产值，指工程勘测与设计活动创造的

价值。 
3、企业全部技术开发项目经费总支出：指企业中全部



技术开发项目经费支出的总金额。 
4、开发研究的新项目的销售收入总额：指企业内部开

发研究的新项目中销售产成品、试制半成品的收入和提供工

业性劳务收入总额。 
5、开发研究的新项目产生的利润额：指企业内部开发

研究的新项目中销售产成品、试制半成品的收入和提供工业

性劳务收入的利润总额。 
6、年末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指统计年度末整

个企业内用于技术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的原值（账面原值），

包括研究开发用仪器、设备、检测设备、中间试验设备等。 
7、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数：指企业在册职工中从事生产

建设、勘察设计、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技术管理等工作岗

位的人员数，即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的总人数。 
8、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年收入总额：指技术中心在册工

程技术人员的年货币总收入，包括工资、福利费、奖金、政

策补贴、项目提成等各项收入的总和。 
9、技术中心高级职称人数：指技术中心中具有高级职

称的人员数，即高级工程师、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等高级

专业技术人员数。 
10、企业具有的一级注册建设类执业资格人数：指企业

具有的一级注册建设类执业资格的员工总数。 
11、技术中心产学研合作开发的项目数：指报告年度，

技术中心参与产学研合作开发的项目数量。 
12、当年获得省级及以上新工法数：指企业当年获得省

级及以上的新工法数量。 



13、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专利数：指企业拥有的全部仍

处于有效期内，且不因没交维持费而终止的专利总数。 
14、最近三年完成省部级科研立项项目：指最近三年企

业所完成的省部级科研立项项目数。 
15、最近五年企业获得国家建筑行业奖（鲁班奖、詹天

佑奖、市政金杯示范工程奖等）：最近五年企业获得国家建

筑行业奖，如鲁班奖、詹天佑奖、市政金杯示范工程奖等。 
其他指标请参照制造业指标解释内容。 



附件 9 

 

需提供的附件及证明材料 
 

1、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组织结构代码证复印件。 

2、企业科技活动及相关情况（B107-1 表、B107-2 表）。

未列入国家统计局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统计范围

的企业应参照上述两个表的格式填报后提交。  

3、企业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的复印件。  

4、大型企业集团应将下属企业的（B107-1 表、B107-2

表）合并填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进行合并

填报。  

5、评价指标的必要证明材料，主要包括：技术中心成立

文件、纳税证明、银行信用等级证明、新产品目录、设备原

值清单、技术中心高级专家和外部专家、本行业专业认证（信

息服务业、建筑业）、营业网点（物流业）、新业态销售模

式（流通业）、对外合作项目、研发周期三年及以上的项目、

在研和完成的全部科技项目、近三年省部级科研立项（建筑

业）、开发设计机构清单、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列表、受

理专利、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和版权、省级及以上新工法

（建筑业）、参与制定的标准、国家认证实验室、驰名商标

（省著名商标）、名牌产品、科技奖励、近五年国家建筑行

业奖（建筑业）、获奖奖项等方面的内容。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