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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一  政策背景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号》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指引《国科火字〔2022〕67号》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负责服务平台和信息库建设与运行的日常工作。



一、什么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依托一定数量的科技人员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

活动，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其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从而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小企业。

二、什么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是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在二○一一年六月十八日发布的文件。

二  定义解析



1、研发费用按照75%进行加计扣除；

2、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保护及相关政策：

     财税支持融资促进、创业扶持、创新支持、市场开拓、权益保护。

三  认定好处



500人

职工总数不超过 

60分

综合评价得分不低于 

2亿

年销售收入不超过 资产总额不超过

2亿

• 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

• 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禁止、限制和淘汰类；

• 企业在填报上一年及当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 企业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 科技人员指标得分不得为0分。

四  评定条件



研发投入（50分）

科技成果（30分）

科技人员（20分）

满分100分，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所得分值不低于60分。

五  评分标准



科技人员指标（满分20分）

按科技人员数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

分档评价

    A. 30%（含）以上（20分）

     B. 25%（含）-30%（16分）

     C. 20%（含）-25%（12分）

     D. 15%（含）-20%（8分）

     E. 10%（含）-15%（4分）

     F. 10%以下（0分）

备注：企业科技人员是指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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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和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兼职、临时聘用人员全年须在企业

累计工作6个月以上,以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费来核定。



研发投入指标（满分50分）

企业从Ⅰ、Ⅱ两项指标中选择一个指标进行评分。

Ⅰ 按企业研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

额的比例分档评价 

Ⅱ 按企业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

出总额的比例分档评价

备注：
研发费用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科技
部《关于完善研究开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19号）有关
规定进行归集。



按企业研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

的比例分档评价

    A. 6%（含）以上（50分）

     B. 5%（含）-6%（40分）

     C. 4%（含）-5%（30分）

     D. 3%（含）-4%（20分）

     E. 2%（含）-3%（10分）

     F. 2%以下（0分）

备注：销售收入=主营业务+其他业务收入（依据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按企业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出

总额的比例分档评价

     A. 30%（含）以上（50分）

     B. 25%（含）-30%（40分）

     C. 20%（含）-25%（30分）

     D. 15%（含）-20%（20分）

     E. 10%（含）-15%（10分）

     F. 10%以下（0分）

备注：成本费用总额=营业成本+营业税销售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科技成果指标（满分30分）

按企业拥有的在有效期内的与主要产

品（或服务）相关的知识产权类别和

数量（知识产权应没有争议或纠纷）

分档评价

    A. 1项及以上Ⅰ类知识产权（30分）

     B. 4项及以上Ⅱ类知识产权（24分）

     C. 3项Ⅱ类知识产权（18分）

     D. 2项Ⅱ类知识产权（12分）

     E. 1项Ⅱ类知识产权（6分）

     F. 没有知识产权（0分）

备注：专利的有效性以企业进行评价前获得授权证书或授权通知书并能提供缴费收据为准。知

识产权采用分类评价，其中：发明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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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Ⅰ类评价；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

著作权按Ⅱ类评价。



企业拥有有效期内高新

技术企业（国高新）资

格证书

企业拥有经认定的

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

企业近五年内获得过国家

级科技奖励，并在获奖单

位中排在前三名

高新技术

企业
国家科
技奖励

研发

机构

制定

标准

企业近五年内主导制定

过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

可直接认定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直接认定成科技型中小企业

六  快捷认定



注：

研发机构

《评价办法》所指的企业拥有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包括国家（省、部）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省、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以出具的研发机构批准、

认定文件为准。

科技奖励

《评价办法》所指的企业近五年内获得过的国家级科技奖励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

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以奖励证书为准，近五年包括

填报当年。企业或企业在职职工应在获奖单位中排在前三名。

制定标准

企业近五年内主导制定过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应出具相关标准文本或证明文件。企业应排名

标准起草单位前五名。近五年包括填报当年。



科学技术部政务服务平台

https://fuwu.most.gov.cn/
七  填报实操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加计扣除，是指按照税法规定，在支出实际发生数额据实税前扣除的基础上，再加成一

定比例，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额外允许税前扣除的一种税收优惠措施。

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企业加大研发费用投入力度，就可以依法享

受到相应的税收优惠措施。

一、什么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一、什么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优惠内容】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

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

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



二、新政策出台

【政策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19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8〕64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2021年第13号）



二、新政策出台

2021年1月1日起，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到100%

【适用主体】制造业企业

本条所称制造业企业，是指以制造业业务为主营业务，享受优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收

入总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的企业。制造业的范围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2017）确定，如国家有关部门更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从其规定。

【优惠内容】

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

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2021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

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1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2021年第13号）



行业

负面清单

• 烟草制造业

• 住宿和餐饮业

• 批发和零售业

• 房地产业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娱乐业

•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

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行业的企业，是指以《通知》所列行

业业务为主营业务，其研发费用发生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企

业按税法第六条规定计算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和投资收

益的余额50%（不含）以上的企业。

四、行业负面清单



活动

负面清单

• 企业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

• 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艺、

材料、装置、产品、服务或知识等；

• 企业在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

• 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

或简单改变；

• 市场调查研究、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

• 作为工业（服务）流程环节或常规的质量控制、测试分

析、维修维护；

• 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研究。

五、活动负面清单



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1、人员人工费用

• 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

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外聘

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

2、直接投入费用

• 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

• 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不构成固

定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 

• 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调整、检验、维修等费用，

以及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租赁费。

3、折旧费用 • 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



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4、无形资产摊销
• 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包括许可证、专有技术、设

计和计算方法等）的摊销费用；

5、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6、其他相关费用

• 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如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

咨询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研发成果的检索、分析、评议、论证、鉴

定、评审、评估、验收费用，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代理费，差旅

费、会议费等）。此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 

7、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费用



甲项目 乙项目

发生研发费100万，其中其他费用15万元 发生研发费100万，其中其他费用8万元

其他费用限额为（100-15）/90%X10%=9.44万<15万 其他费用限额为（100-8）/90%X10%=10.22万>8万

则：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为94.44万（85+9.44） 则：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为100万（92+8）

加计扣除额为70.83(94.44X75%） 加计扣除额为75万（100X75%）

六、加计扣除关于其他费用的限额

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相关费用，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即第1-5项费用

之和占90%以上.



甲项目 乙项目

发生研发费100万，其中其他费用15万元 发生研发费100万，其中其他费用8万元

其他费用限额为（100-15）/90%X10%=9.44万<15万 其他费用限额为（100-8）/90%X10%=10.22万>8万

则：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为94.44万（85+9.44） 则：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为100万（92+8）

加计扣除额为70.83(94.44X75%） 加计扣除额为75万（100X75%）

六、加计扣除关于其他费用的限额

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相关费用，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即第1-5项费用

之和占90%以上.



某企业上一年的税前利润是300万元，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是100万。

序号 企业类型 计算公式 需缴纳企业所得税额（万元）

1 普通企业 （300-100）*25% 50

2 普通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 （300-175）*25% 31.25

3 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 （300-  ？）*25% ？25

4 高新技术企业 （300-100）*15% 30

5 高企+研发费加计扣除 （300-175）*15% 18.75

6 制造业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 （300-200）*25% 25

7 制造业+高企+研发费加计扣除 （300-200）*15% 15



公司优质合作伙伴、资质

顺然天成公司简介





服务优势

Ø 自公司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企业十万余家，服务范围涵

盖京津冀、上海、湖南、湖北、江苏等十余省市，咨询

服务辐射全国范围，同时公司在辽宁、四川等省市设有

多家分支机构。

Ø 公司拥有自主开发的综合性智能咨询服务平台系统，可

以实现记录、跟踪、提醒、智能分析等数据处理功能及

全面周到的管家式服务职能，使咨询服务流程管理更加

优化高效，服务更加周到便捷，让客户充分体会到信息

化时代与众不同的现代服务魅力。

Ø 多年来，顺然天成公司苦心钻研各级政策精确内涵，致

力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最精准的科技服务，为地方政府提

供最值得信赖的第三方服务。凭借精湛的业务能力和良

好的口碑，公司服务得到了合作政府及企业的高度认可。·业务范围

·提供过咨询服务 

·即将开展业务省市



Address:

北京市丰台区总部基地18区25号楼

人才大厦10层

Phone:

18610643696 张老师

13311185358 闫老师

Email:

srtc@vip.126.com

北京顺然天成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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