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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



北京市2021年公示、备案情况

批次 提交数
（家次）

公示数
（家数）

公示率 备案数
（家数）

补充备案 
数（家数）

备案通过 
率

报备即批 
准数（家 
数）

第一批 856 731 85.40% 703 19 84.35% 12

第二批 3245 2404 74.08% 2324 67 73.68% 6

第三批 3016 2186 72.48% 2116 69 72.45% 15

第四批 3682 3326 90.33%
（比真实比例虚高）

3218 77 89.49%
（比真实比例 

虚高）

44

合计
10799

（缺少补充批次 
申报数据）

8647 ＜80.07% 8361 232 ＜79.57% 77



市科委、中关村——
关于启动2022年度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通知

1、2022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分四批进行，各批次申报截止时间分别为6月17日（星期五）、7

月15日（星期五）、8月19日（星期五）、9月28日（星期三）。申报时间以企业完成网上申 

报操作，并将完整申报材料报送到受理部门的时间为准。

2、2019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今年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期满终止，须提出重新认定 

申请。2019年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完成高新技术企业年报填报，再进行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申报。

3、按照《科技部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通知》（国科发火

〔2021〕362号）有关要求，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选择告知承诺制办 

理的，企业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www.innocom.gov.cn），选择告知承诺制，打 

印系统生成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由企业法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后上传管理系统，不 

再需要提供营业执照等企业注册登记证件和专利证书等企业知识产权证件。



告知承诺制



告知承诺制



市科委、中关村——
关于启动2022年度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即批准”政策 试点工作的通知

1、“报备及批准”政策试点截止到11月15日。需要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关键材料等生产研 

发类规模以上（上年度收入2000万元以上）企业，且企业成立一年以上时间。（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小 

组（以下简称认定小组）对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即批准”政策试点实行“单独认定、单独报备、 

单独管理”，全面推进“减流程、减材料、减时限”，企业可“随申请、随认定、随报备”。）

2、试点条件

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即批准”政策试点须同时符合以下认定标准：

①企业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关键材料等领域生产研发类规模以上企业；

②企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且从业一年以上；

③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50%；

④其他认定标准参照《认定办法》和《工作指引》执行。

3、企业申请政策试点采用网上在线申报方式，无须提交书面申请材料。企业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工作网”（www.innocom.gov.cn），点击导航栏左侧“高企认定申报（试点）”，按要求填写《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报备即批准”政策试点申请表》以及《实施方案》规定的其他申请材料。



“报备即批准”政策试点申请表



基本指标

成立时间：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365天）



要求

01

I类知识产权

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

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

02 II类知识产权

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等。

03

数量

I类至少1项及以上，II类至少6项及以上

04其他

I类知识产权在有效期内可以一直使用

II类知识产权在高新申报中只能使用一次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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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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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

高技术服务

资源与环境

新能源与节能

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新材料

生物与新医药

领 域



科技人员

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理和提供直接技术服务的。 

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01 时间

在职、兼职、临时聘用的科技人员，全年需累计在企 

业工作时间183天以上

02 证明

社保证明、劳动合同



5000万
5000万

-2亿

2亿以上

3

4

5

研发费占比

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高新收入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是指对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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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范围的产品（服务）；主要产品（服务）是指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中， 

拥有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的产品（服务）。

01 高新收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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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主要产品（服务）比例

收入之和在企业同期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中超 

过50%的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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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

20分 成果转化组织管理水平

财务成长性

百分制评分（＞70分以上通过）

30分

知识产权30分



知识产权（30分）



成果转化（30分）



02

01

03

RD

IP PS

知识产权成果运用——高新重点三要素



三要素逻辑关系

1、一项研发RD，可以形成一项科技成果IP，经转化形 

成一项高新产品或高新服务PS。

2、一项研发RD，可以形成一项技术秘密或诀窍，经转 

化形成一项高新产品或高新服务PS。

3、一项研发RD，可以形成若干项科技成果，其中某些 

科技成果经转化形成一项高新产品或高新服务PS；某些 

科技成果经转化形成另一项高新产品或高新服务PS；或 

转化为样机、样品。

4、一项研发RD，可以形成一项或多项科技成果，但目 

前为止均未转化。

5、一项研发RD，可能失败或中止，未形成任何科技成 

果。



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20分）



企业成长性（20分）



事中事后监管2



政策依据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国家

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关于印发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事中监管--严把受理关
•形式审查
•真实性审查
•实地核查

2.1



事中监管--形式审查

申请书

知识产权
证书+技术说明、标准
（权属情况说明）

科研立项证明
立项+结题
（内部+外部）

成果转化
应用成效说明+证明材料（合 
同、发票、检测、查新等）

公司成立文件
营业执照（最新）
（名称变更通知）

人员证明
人员名单+社保证明+ 人
员证书

组织创新
制度+辅助账+研发能力证明+产 
学研+创新创业平台

财务资料
专审、年审、纳税申报表

其他
资质荣誉证书等

完整性、合规性



注册信息真实性
与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的信息 

一致 财务信息真实性
与纳税申报数据一致

人员信息真实性
与缴纳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数据信息 

一致
知识产权信息真实性

①真实有效
②拥有所有权

③Ⅱ类知识产权未重复使用
④有多个权属人的确保仅申请企业使用

审计机构资质
符合《管理办法》和《工作指引》规定 

条件

无重大安全质量事故 
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申请认定前一年内

事中监管--真实性审查



注册&财务信息



人员信息



审计机构资质

①具备独立执业资格，成立三年以上，近三年内无不良记录；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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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的比例不低于30%，全年月

平均在职职工人数在20人以上；

③相关人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了解国家科技、经济及产业政策，熟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

有关要求;

④中介机构的信息可以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北京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官方网站

等渠道查询。

http://cmispub.cicpa.org.cn/cicpa2_web/public/query0/1/00.shtml（查询结果中综合信息里 

无处罚或惩戒信息）

符合上述条件的中介机构，在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后，应附中介机构执业证书复印件、 

中介机构当年任职职工名单（含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劳动和社会保障卡号，其中注册会 

计师或税务师须提供证书编号）。



审计报告



事中监管--针对存疑企业实地核查

重点

核查

企业类型

在申请认定前三年内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在申请认定前一年内存在跨区迁移、变更法定代表人 

等情形。

存在虚拟注册、异地经营、在集中办公区注册登记等 

情形。

企业法定代表人、申请联系人名下关联多家企业，且

多为小微企业。

企业知识产权在申请认定前一年内集中取得且均为软 

件著作权，知识产权通过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取 

得。

企业申请认定上一年度销售收入在100万元及以下或 

职工总人数在30人及以下。



市&区实地核查重点内容

企业是否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企业是否开展科研开发和成果转化活动

提供企业运营过程资料
例如

1、证明企业依法成立的《营业执照》等相关注册登记证件原件。
2、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专项审计报告。
3、其他可证实真实生产经营的资料。

重点核查内容
①

重点核查内容
②

提供研发项目及成果转化证明材料
例如

1、经政府立项的项目需提供项目合同书。
2、内部立项需提供公司立项证明、审批文件。

3、项目总结性文件等。
4、研发成果及转化结果证明：例如产品图片、相关质量检测等。



市&区实地核查重点内容

企业是否具有开展相关活动所需的人员、设施、设备、场地等条件

企业是否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是否以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开展生 
产经营活动，以软著申请高新的，需提供原始软件编程代码，并正常运行、 
功能完备。

提供企业研发能力证明资料
例如

1、研发中心证明材料（经政府认定的研发中心需提供证书，无则参观研发场所）。
2、研发设备清单及对应发票。

3、企业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说明材料（学历证明、社保证明和缴费证明、劳动合同等），

包括在职、 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直接参与研发项目的科技人员备询。

4、企业人员名单、考勤表。

重点核查内容
③

重点核查内容
④ 提供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例如

1、知识产权证书或授权通知书、缴费凭证原件。

2、软件著作权需进行现场演示、需提供系统设计说明书，需涵盖系统总体结构、系统类图及说明、 

数据库设计（包含E-R关系图）、原型设计（主要功能点）等。

3、软件检测报告或其他功能性测试报告等。



市&区实地核查重点内容

企业销售收入、研发投入、高新收入是否能提供合同发票及原始凭证

企业制度是否真实有效

提供企业财务证明资料
例如

1、研发费用辅助明细账、财务账本和原始记账凭证。

2、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相关合同与对应发票等。

重点核查内容
⑤

重点核查内容
⑥

提供研发项目证明材料
例如

1、制度文件原件。

2、制度运行过程中的相关证明（激励奖励支出证明、票据等）。
3、产学研合作协议原件、共建实验室证明、支出票据等。



2021年补充材料——重点核查内容（参考）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归集表》

《研究开发费用-人员人工费用归集表》

提供企业财务证明资料

对应高新收入的全部合同及发票

重点核查内容
①

重点核查内容
②

提供研发项目证明材料

科技人员劳动合同、学历证明、技能证明、社保证明、每月工资支付或个 
人纳税申报证明（需经银行或税务系统）



2021年补充材料——重点核查内容（参考）

提供每个软件著作权相关证明材料

提供软著相关证明资料

1不低于30秒的系统操作视频（需包含系统主要功能点，并可实现真实数 
据交互）和数据库操作视频（需包含表名称、表结构页面，以及数据查询 
演示）。

2 系统设计说明书，需涵盖系统总体结构、系统类图及说明、数据库设计

（包含E-R关系图）、原型设计（主要功能点）等。

3 申请软件著作权提交的源代码。

重点核查内容
③



事后监管--信息互通
2.2 •日常管理

•重点核查

•重点事项



事后监管--日常管理&重点审核

火炬年报

3月31日前登陆系统填报

名称变更及重大变化
发生与认定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
（如分立、合并、重组以及经营 
业务发生变化等）应在3个月内 
向认定机构报告，经审核符合认 

定条件的，高企资格不变

跨认定机构整体迁移

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将高新 
技术企业外迁纳入监测预警 
范围，对相关企业高企资格 

进行重点核查

日常管理

各部门、各区发现企业不符合高新条件的，可向认定小组提请复核。复审不合格的， 
由认定小组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高新年报

5月31日前登陆系统填报



重点事项1--火炬年报

以名单 
为准

01 注册在国家高新区外的高新技术企业

02
注册在国家高新区内
但未参加高新区统计的高新技术企业



重点事项2--高新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