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科字 匚⒛ 19〕 52号

关于征集许昌市
第三批转型升级创新专项的通知
各县 (市 、 区 )科 技主管部门,市 直有关单位
“
”
为贯彻落实 《河南省 十百千 转型升级创新专项实施方案》
:

,

进一步突出项 目牵动 、强化科技支撑 、提升创新能力 ,以 科技创
新引领带动高质量发展 ,经 研 究决定开展许 昌市第 三批转型升级
创新专项征集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征集方向
“
”
支持产 业: 《河南省 十百千 转型升级创新专项实施方案》
确定的高端装各制造 、新型材料 、新 一代信 息技术 、新能源及新
能源汽车 、现代农 业 、食 品工 业 、生物 医药及健康 、节能环保 、
公共安全和应急处置九大产业领 域 ;我 市 电力装各 、再生金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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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品、汽车及零部件 、超硬材料及制 品、 电梯 、食 品及冷链 、发
制 品七大特色优势产 业以及高端装各制造 、新能源汽车 、生物 医
药、新能源 四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现代农 业等传统优势产 业。
(一 )工 业领域
1、

新 一代 电力装各 。

2、

新材料 (包 括碳基材料 、硅基材料 、发制品新材料 、新型

环保材料等 )。
3、

智能制造 。

4、

新 一代信息技术 (包 括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和信 `惑 安

全等 )。
(二 )农 业领域
1、

育种与种业。突出优质高产 ,加 强生物技术与传统育种方

法结合 ,重 点支持优异种质材料创新 、高效复合育种技术体系构
建 ,培 育优 良农林作物新 品种 ,开 展新 品种 配套生产技术研发与
产 业化。
2、

农业生态。以保障农业生态安全为方向,重 点开展化学肥

料农药减施增效 、节水农 业 、生物农药 、水土检测及污染修复等
关键技术研发 ,促 进农业生产的绿色发展。
3、

农 业食 品产 业及农机装各 。坚持绿色安全 ,重 点开展农 作

物 生产装各和主食高效工业化生产 、精深加 工等关键技术 、装各
研发 ,推 动向价值链 高端跃升。
(三 )社 会发展领域

—

1、

重大非传染性疾病 (心 脑血管病 、肿瘤 、糖尿病等 )。

2、

中药、化学药、生物医药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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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 品安全技术研究。

4、

生态保护 、固体废物 回收利用与环境污染 (水 、大气 、土

壤 )治 理技术研究。
5、

传统服务 业 改造提升与新兴服务 业发展 。

(四 )对 外合作领域

我市企 业与省 内外大院名校在现代 生物技术领域 、先进制造 、
新能源领域 、新材料领域 、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产 业领域开展合作
的重大项 目。
二 、申报条件
(一 )项 目单位应有 良好的信用 记录 ,未 被 记入 “
信用 中国
(河 南 )” 黑名单。
(二 )项 目单位在许 昌市境 内注册 一年 以上 (⒛ 18年 7月

1

日前 ),具 有独 立法人 资格 ,具 有研发能力和条件 ,上 年末净资
产不低于项 目总投资申研发投入数。
(三 )项 目申请单位应建有省级及 以上 重 点实验室、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 中心等研发平 台,或 经省级各案的新型研
发机构等。
(四 )项 目单位为企业 的,上 年度经审计核准的研发投入 占

主营业务收入 比例 一般不低于 3%,其 中大 中型企业不低于 1.5%;
资产负债率不高于 70%。
(五 )项 目拥有 自主知 识产权 ,创 新性强 ,能 实现核 心 关键

技术突破 ,能 够快速提升相关产 业核 心竞争力 ,对 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 。
(六 )项 目产业化前景 良好 ,项 目实施 内容具体 明确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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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 ,可 评估可考核 。
(七 )项 目总投资中研发投入不低 于

1000万 元 ,实 施周期

不超过 2021年 10月 1日 ,项 目规划科学 ,经 费预算合理 ,承 担
单位拥有较强的技术资产和经济实力 ,有 筹措资金的能力和信誉

,

能保 证匹配资金的落实。
(八 )项 目各级申请财政补助资金 总额不超过项 目总投资中

研发投入 的 30%。
(九 )已 获国家 、省 、市资金支持的科技项 目不得重复 申报。

三、申报数量
各县 (市 、 区)原 则上不超 过 3项 ,每 个单位 限报 1项 。
四 、申报方式及要求
(一 )申 报方式

各县 (市 、 区 )科 技 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 、受理审核和统
一报送本辖 区内单位 申报的项 目,市 直单位根据项 目所属领 域直
接 向市科技局对 口业务科 申报;各 业务科负责 申报材料的审核推
荐工作 。
(二 )材 料要求
1、

申报单位报送材料 :项 目申报书、经 费预算 申报书 (各 一

式七份 )和 电子文档 、评审会 PPT汇 报课件 。项 目申报书和项 目
经 费预算申报书分开进行书籍 式装订 ,双 面打 印并标 注 页码 。
2、

各县 (市 、区 )科 技主管部门报送材料 :项 目申报书、经

费预算申报书、汇总表和 电子文档 、评 审会 PPT汇 报课件 。
3、

申报项 目所需财务资料:项 目经 费预算申报书、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或 事业单位 法人证 书原件及复印件 、企业上年度财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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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告原件及复印件 (原 件现场审核后 带回)。
4、

市级以上重 点实验 室、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以依托 单位名义

申报项 目的,同 时注 明重 点实验 室、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名称 。
项 目申报书 、项 目经费预算申报书、汇总表等空白规范文
“
”
本 及 通 知 可 从 许 昌科 技 网 下 载 中 心 栏 目下 载 ,网 址
5、

:

http://-。

xckeji。

gOv。

cn/xzzx/about。 html。

(三 )申 报 时间
1、

项 目申报单位将 申报材料报送各县 (市 、 区 )科 技 主管部

门,各 县 (市 、 区 )科 技 主管部门审核把关后加盖公 章 。
2、

各县 (市 、区 )科 技 主管部门、市直单位 9月 13日 17:00

前将项 目申报材料报送到市科技局对 口业务科 ,逾 期不予受理 。
3、

各 业务科负责对照申报条件和 申报数量要求对 申报材料进

行审核把关 ,9月 18日

1⒎

00前 将项 目汇总表 汇总到发展规划和

资源配置科 ,在 许 昌科技网公示 5天 ,无 异议后 组织相关专家择
日进行评审。
(四 )联 系方式
1、

对外合作领 域 :2965016。

2、

工业科技领域 :2965017。

3、

农 业和社会发展领域 :296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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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科技局办公室

2019年 8月 23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