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豫科成 匚2∞ 1〕 6号

关于开展⒛21年省新型研发机构

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科技局,济源示范区管委会、省直管县 (市 )科技管理

部门,各国家高新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各有

关单位 :

根据科技部 《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

科发政 匚⒛19〕 313号 )有关精神,为进一步引导和扶持我省新

型研发机构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按照《河南省新型研发机

构各案和绩效评价办法 (试行 )》 (豫科 (⒛ 19)10号 )有关

要求,省科技厅决定开展⒛21年省新型研发机构各案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1—



围绕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

重点领域和技术需求,以研发作为产业、技术作为商品,且注册

地、主要办公和科研场所均在河南省境内建设的独立法人机构。

鼓励以下机构积极申报:                      ′

(一 )与 国内知名大院大所、双一流高校及世界 500强企业     '
合作,引 进共建的研发机构 ;

(二 )围 绕地方战略部署及产业发展需求,从行业龙头企业

剥离出来的研发中心,联合外部创新资源合作共建的独立法人研

发机构;

(三 )聚焦地方产业创新需求及市场需求,省属高校、科研

院所联合地方科技创新主体、投融资机构等共建的研发机构 ;

(四 )落实国家及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服务地方产

业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设立的研发机构。

二、备案条件及申报材料

(一 )不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实行一票否决,不进入评审

程序。

1.注册运营 1年 以上的独立法人机构 (⒛⒛ 年 9月 1日 前

注册成立 )。

2,投资主体多元化,实行投管分离,独立核算。

3.主营业务应以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为主,主

要从事生产制造、教学培训、园区管理等活动,以及单纯从事检

验检测活动的单位原则上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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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需符粼 河南省新型研发机构备案和绩效评价办法(试

行 )》 (豫科 (⒛I9)10号 )第五条有关规定。

1.业务发展方向明确。符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科技成果

转化、创业与孵化育成方面有鲜明特色。

2.具有稳定的研发经费来源。成立当年组建单位能够给予

研发经费保障,以后年度研究开发经费支出不低于年收入总额的

15%。

3.具有一定的研发基础条件。具各进行研究、开发和试验

所需要的仪器、装各和固定场地等基础设施,办公和科研场所不

少于 500平方米;拥有必要的测试、分析手段和工艺设各,且用

于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各原值不低于⒛0万元。

4.具有稳定的研发队伍。研发人员不少于 10人 ,占 职工总

人数比例达到 30%以上。

5.具有新颖的体制机制。具有区别于传统科研机构的新型

科研管理体制、市场化的人员激励机制、高效的创新组织模式和

灵活的成果转化机制,集聚国内外科技资源,在创新创业和孵化

育成方面工作积极有效。

(三 )申报材料

1.《河南省新型研发机构各案申请表》;

⒉相关佐证材料 (见附件 1)。

三、申报程序

(一 )自 我评价。申报单位对照 《河南省新型研发机构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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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绩效评价办法 (试行 )》 进行自我评价。认为符合条件的,按

照 《河南省新型研发机构备案和绩效评价办法 (试行 )》 有关规

定准各申报材料:

(二 )注册填报。申报单位登录
“河南政务服务网 (网 址 :

htt卩/1渊胛.hnzw细。gov。c11)→法人办事→部门→省科技厅→省新

型研发机构各案→在线办理”,进行注册 (已 注册的无需重新注

册,可用原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进行申报 )。

(三 )网上提交。申报单位登陆河南政务服务网,下载 《河

南省新型研发机构各案申请表》,填写并上传申请表及相关佐证

材料,佐证材料请归类并注明文件名称后上传。网上提交时间截

止为 10月 15日 。

(四 )纸质材料提交。申报单位将 《河南省新型研发机构各

案申请表》及相关佐证材料装订成册 (一式5份 ),提交至相关

主管部门。

(五 )推荐报送。相关主管部门将审查合格的申报书面材料

签署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见 《河南省新型研发机构各案申请表》

“
审核意见栏

”),并填报 《各案申请单位汇总表》 (见附件 2),

推荐意见及汇总表请加盖主管部门印章,于 ⒛21年 10月 20日

下午下班前统一报送至河南 《创新科技》杂志社, 《各案申请单

位汇总表》电子版同时发送至工作邮箱。逾期不予受理。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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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

 
〖

科技厅科技成果转化处  郭 燕 0371ˉ8623O355

河南 《创新科技》杂志社 董青山 187o弼”刀

地  址:郑州市金水区政六街 3号河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院2号楼 3楼 (纬五路与政六街交叉口东南角 )

工 作 邮 箱 :蚵 t8623O355@163.∞m

附件:1。 相关佐证材料

2.各案申请单位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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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佐证材料

根据相关各案条件,请提供相应材料。

(一 )注册运营 1年以上的独立法人机构。

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等有效证件复印件。

(二 )投资主体多元化,实行投管分离,独立核算。

合作单位间或单位与各级政府签订的共建协议书;机构成立

章程。

(三 )业务发展方向明确。

近三年(注册运营不足三年的提交从成立以来 )立项的国家、

省级科研项目清单 (包括项目名称、合同金额、项目编号和资助

单位情况等 );近三年 (注册运营不足三年的提交从成立以来 )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清单 (包括项目名称、转化方式、转化收入等 )

及收入证明材料;近三年(注册运营不足三年的提交从成立以来 )

创办的孵化企业 (有持股 )或无持股但协议规定用技术支持的孵    平

化企业的清单,包括企业名单、孵化企业章程或技术支持协议。   乓

(四 )具有稳定的研发经费来源。

近三年财务报表和研究开发费用情况表或近三年年度财务

审计报告;注册运营刚满一年的提交成立当年组建单位给予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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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保障的相关银行转账证明。

(五 )具有∵定的研发基础条件。

办公和科研场所房产证明材料或租赁协议书;单价万元以上
科研仪器设备清单 (含名称、型号、原价、数量 )及仪器设各发
票复印件,共享的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供共享协议。

(六 )具有稳定的研发队伍。
·
全体职工人员清单 (包括姓名、学历、专业、职称、工作岗

位、全职1兼职等信‘息),并请标注研发人员;三个月工资发放
表。

(七 )具有新颖的体制机制。

上年度的工作报告;管理制度 (包括人才引培、薪酬激励、
成果转化、科研项目管理、研发经费核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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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备案申请单位汇总表

主管部门:(盖章 )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申请单位名称 备注

负责处 (科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注:具有下列情况的,请在备注栏注明:

1.与 省外优势创新资源合作共建的,请注明共建单位;

2.研发场地与注册地不在同∷城市的,请注明研发场地所在地;

3.与其他单位共享仪器设各的,请注明仪器设各共享单位名称。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f宀     ⒛21年 9月 10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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