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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科函〔2018〕39号

关于组织开展湖南省 2018 年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各市州财政局、

国税局、地税局：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

32号，以下简称《认定办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

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以下简称《工作指引》）的

规定，为认真组织开展好我省 2018年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

“高企”）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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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受理时间

2018年我省高企认定工作将分两批次进行。高企认定第一

批申报受理时间为：4 月 30 日至 6 月 15 日；第二批为 8 月 15

日至 9月 30日。企业向所在地市州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提交纸质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以当地通知为准。

二、申报认定条件

申报企业需同时满足《认定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八项条

件和《工作指引》相关规定的要求，详见附件《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申报须知》。

三、申报认定程序

（一）注册登记

企业对照《认定办法》《工作指引》进行自我评价，认为

符合高企认定条件的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网

址：www.innocom.gov.cn）注册，按要求和提示填写申报材料和

《企业注册登记表》。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领导小组

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认定办）核对企业注册信息，在网络系统上

确认激活后，企业可以开展后续申报工作。

（二）系统申报

申报企业根据《认定办法》、《工作指引》规定，登录“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按要求填写《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申请书》，通过网络系统提交所有认定申报材料。企业应利用

8M的附件上传申报材料，重点上传知识产权证明文件、财务报

表、专项报告等主要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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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实初审

各县市区科技局负责对企业申报材料并填写《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申报初步核实意见表》核实后，提交辖区市州科技局、

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初审推荐。各市州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

会在申报受理截止时间内完成初审推荐，并将推荐企业纸质申

报材料、《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初步核实意见表》、公函及

名单统一报送省认定办受理。

四、认定评审

2018年高企认定评审工作分两批次进行。认定评审结果在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公示 10个工作日，无异议的，

报全国高企认定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由省科技厅、省财

政厅、省国家税务局、省地方税务局联合发文公布，并统一印

制高企证书和牌匾。

五、其他要求

市州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要设立专门的工作班子组

织好高企申报初审推荐工作，按照 2018年高企认定评审工作的

时间节点和要求认真组织好本地高企认定申报工作。各级科技

局、高新区管委会要积极面向拟申报认定企业开展高企认定政

策培训，扎实做好高企认定政策解读、咨询答疑等申报指导工

作。

六、联系方式

（一）省认定办政策咨询

省科技厅高新处 王 红 0731-8898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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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厅税政法规处 郑国荣 0731-85165475

省国税局所得税处 吴志红 0731-85554851

省地税局所得税处 周立平 0731-88188749

（二）系统咨询及材料报送

0731-88988749、88988006（长沙岳麓大道 233号科技大厦

11楼 1114室）

附件：

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初步核实意见表》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须知》

3、《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联系名单》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国家税务局 湖南省地方税务局

2018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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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初步核实意见表

所属县市区科技局（盖章）

企业名称

现场考察地 是否与注册地一致 □是 □否

基本情况
企业环境 □好 □一般 □差

管理水平 □好 □一般 □差

主营产品/

服务情况

主营产品/服务与申报书中内容是否一致 □是 □否

如不一致请具体说明情况

实地考察企业主营产品/服务为：

申报书中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PS)为：

研发能力

研发机构（与申报书相关内容是否一致） □是 □否

研发设备（与申报书相关内容是否一致） □是 □否

研发中心 □国家级 □省级 □地市级 □区县级 □未认定

近三年承担项

目情况

国家级 项；省级 项；地市级 项；

区县级 项；企业自设 项。

成果转化
近三年科技成

果转化能力

成果转化数 项；年均成果转化数： 项

成果转化社会效益：

成果转化经济效益：

有效知识产

权情况

自主研发

发明专利 项，其中国防专利 项；植物新品种 项；

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 项；经审定的国家级农作物品

种 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项；国内实用新型专

利 项；软件著作权 项；外观专利 项。

非自主研发

发明专利 项，其中国防专利 项；植物新品种 项；

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 项；经审定的国家级农作物品

种 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项；国内实用新型专

利 项；软件著作权 项；外观专利 项。

核实结论

企业符合高企条件和及

情况说明，建议认定

经现场核实，该企业在（主营产品/服务、研发能力与费用、研发人员、

知识产权、人员比例）等方面存在什么具体问题，不予推荐。

核实人员（签名）： 核实时间：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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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须知

一、申报条件

我省行政区域内注册一年以上的居民企业，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二）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

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

权的所有权。

（三）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

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四）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

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0%。

（五）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

际经营时间计算，下同）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

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1.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 5,000 万元（含）的企业，比例

不低于 5%。

2.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5,000万元至 2亿元（含）的企业，

比例不低于 4%。

3.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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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六）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

入的比例不低于 60%。

（七）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要求。

（八）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

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二、所需材料要求

（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在线打印并签名、

加盖企业公章）。

（二）证明企业依法成立的《营业执照》等相关注册登记

证件的复印件。

（三）知识产权授权证书或授权通知书及缴费收据；国家

知识产权局等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摘要，通过转让、受赠、并购

取得的知识产权需提供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变更证明等材料；

反映技术水平的证明材料和参与制定标准情况等。

（四）科研项目立项证明，已验收或结题项目需附验收或

结题报告。

（五）科技成果转化总体情况与转化形式、应用成效的逐

项说明。成果来源可从专利、技术诀窍、项目立项证明等方面

提供证明材料，转化结果可从生产批文、新产品或新技术推广

应用证明、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方面提供材料。

（六）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总体情况与四项指标符合情况的

具体说明，包括研发组织管理制度、研发投入核算体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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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建设及设备设施、开展产学研合作活动；成果转化的组织

实施与激励奖励制度、创新创业平台建立情况；科技人员的培

养进修、职工技能培训、优秀人才引进及人才绩效评价奖励制

度活动等。

（七）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

的具体说明；相关的生产批文、认证认可和资质证书、产品质

量检验报告等材料。

（八）企业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说明材料，包括在职、兼

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人数、人员学历结构、科技人员名单及其工

作岗位等。企业应提供相应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名单明细表的

有效证明材料。

（九）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

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

明书。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下同）。

财税中介机构出具的鉴证报告应符合行业协会管理规定，审计

报告须粘贴防伪标识。年度审计报告如是防伪标识复印件，应

由出具报告的事务所加盖骑缝章、注册会计师签字盖章页加盖

事务所公章。审计报告附件应齐全，须提供事务所营业执照、

执业证书和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证书复印件并加盖事务所公章。

（十）经具有资质并符合《工作指引》相关条件的中介机

构出具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近一个会计年度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原件（出具的

报告应粘贴防伪标识），并附研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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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近三个会计年度主管税务机关已受理的企业所得

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包括主表及附表）。

（十二）提供研发费用辅助账总表。

三、认定申报有关问题

（一）关于母子公司、总分机构申报主体问题

申请认定的企业必须是独立的法人企业，与企业所得税纳

税申报的主体一致。母子公司若均符合条件应分别申报。母子

公司的情况相互独立，研发费用、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

等指标不能合并计算。母公司申报时若是合并报表，应有单独

体现母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行总分机构汇总纳税的企业，只能

以总机构申报，应包含分支机构所有情况。

（二）关于年度审计报告问题

1. 年度审计报告份数。原则上，企业每个会计年度均应审

计，出具一份年度审计报告。三个年度应出具三份审计报告。

对于因上市需要等特殊的客观原因，企业两年或三年财务数据

在一个审计报告体现的，企业需在申报材料中提供相应的官方

佐证材料。

2. 年度审计报告防伪标识问题。原则上，在我省执业的会

计师事务所开展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均应纳入省注册会计

师协会监管，粘贴防伪标识。对于外省中介机构出具的未粘贴

防伪标识的年度审计报告，应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将相关情况报

省注协统一备案。

（三）关于出具专项报告中介机构备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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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高企认定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的中介机构应同时满足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

对中介机构规定的三个条件，包括“承担认定工作当年的注册会

计师或税务师人数占职工全年月平均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

于 30%，全年月平均职工人数在 20 人以上”。企业应与符合条

件的中介机构签订协议，由其出具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对于

不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报告，省认定办不予认可。

2017年省认定办公布的中介机构名单可供今年第一批申报企业

参考，以今年核实的名单为准。2018年，省认定办将继续委托

省注协、省税协对今年拟出具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的中介机构

的资质进行核实。经核实、备案并公告的中介机构供 2018年申

报企业选择。企业创新能力相关证明材料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和

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技术鉴证机构出具。

（四）关于企业所得税申报表问题

企业进行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应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或企业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数据的填报，审计报告中会计报

表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要求填报。

（五）关于补正材料等时限问题

高企认定评审时存疑的企业，由省认定办通知其在 3 个工

作日内提交补充相关佐证材料，统一进行一次性复核，必要时

将进行实地考察。

（六）关于企业信息变更问题

企业重新申报认定高企发生名称、经营范围信息变更或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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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需在系统中提交变更申请，并根据规定提交相关纸质证

明材料至省认定办，经审核、公示、确认后才能进行系统申报

认定。首次注册申报企业发生名称和核心信息变更，需在系统

中填报变更信息，经省认定办审核确认后，才能申报认定。

（七）关于企业申报认定咨询问题

企业咨询高企申报认定政策和实操问题，可登录湖南省科

学技术厅网站，在首页点击进入“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认定

信息平台”政策法规栏目了解。要进行深度咨询的企业，需填报

企业基本信息进行系统注册，可通过咨询互动栏目提问，获取

专家咨询答疑和高企评审情况。高企认定文件网上发布 15个工

作日后，企业可到所辖市州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领取高

企证书、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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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联系名单

序号 地区 联系人 咨询电话

1 省科技厅 王红 0731-88988819
2 省财政厅 郑国荣 0731-85165475
3 省国税局 吴志红 0731-85554851
4 省地税局 周立新 0731-88188749
5 长沙市科学技术局 余新辉 0731-88665409
6 株洲市科学技术局 彭春海 0731-28687615
7 湘潭市科学技术局 刘 文 0731-58570307
8 衡阳市科学技术局 刘红线 0734-8869157
9 邵阳市科学技术局 熊云辉 0739-5360132
10 岳阳市科学技术局 李卫强 0730-8872171
11 常德市科学技术局 黄河畅 0736-7256561
12 张家界市科学技术局 徐向华 0744-8281225
13 益阳市科学技术局 李学高 0737-4208057
14 娄底市科技局 廖红军 0738-8225587
15 郴州市科学技术局 黄 毅 0735-2888243
16 永州市科学技术局 伍启星 0746-8218103
17 怀化市科学技术局 李密军 0745-2713719

18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科学技术局
王传启 0743-8251652

20 长沙高新区 李书乔 0731-88995339
21 株洲高新区 廖怿 0731-28665960
22 湘潭高新区 杜杨 0731-58551810
23 衡阳高新区 颜文彬 0734-8851703
24 益阳高新区 熊波 0737-6204383
25 郴州高新区 李健 0735-2252773
26 常德高新区 谷海中 0736-7529022
27 怀化高新区 张长虹 0745-2838196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18年 4月 27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