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认定政策
Enterprise identi�cation policy

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E n t e r p r i s e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p o l i c y

关键词：所得税率降为15%，最多享受六年税收优惠 

政策要点：

申请条件：

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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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依据：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

《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实施办法》（沪科合〔2016〕22号）

请登录市科委网页下载申报表格并按要求准备相关资料。

网址：http://www.stcsm.gov.cn/gk/ywgz/bssx/fxzxk/339322.htm
市咨询部门: 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公室

地址：北京东路668号三楼311、312室

电话：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申报须知：

2.2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一经认定，会有如下方面的政策：人才引进和居住证办理；财政专项

扶持资金；税收减免；贷款贴息

关键词：高新技术，拥有知识产权

政策要点：

申请条件：

高转项目认定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项目的核心技术需符合《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指导目录》，

该目录采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二）项目的核心技术拥有受中国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

类型包括：近3年内获得授权的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或进入实质审查阶

段的发明专利申请；近2年内获得授权的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权等。

项目的知识产权可以是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

的知识产权所有权，或是通过独占许可方式获得的在全球范围内5年以

上的知识产权实施权。

（三）项目所形成的产品应通过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

海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资质认定的检测机构的检测。凡属医药、

医疗器械、农药、计量器具、压力容器、邮电通信等有特殊行业管理

要求的产品，须具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颁发的产品生产许可。属

国家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必须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

（四）项目所形成的产品（服务）属于企事业法人营业执照规定的经

营范围内。

（五）项目的总体技术与其它同类产品（服务）相比具有显著的创新

性和先进性，且项目具有潜在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市场前景。

政策依据：

《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程序（修订稿）》（沪科（2009）

第586号）

请登录市科委网页下载申报表格并按要求准备相关资料。

网址：http://www.stcsm.gov.cn/gk/ywgz/bssx/fxzxk/339384.htm
市咨询部门: 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办公室

地址：北京东路668号东楼214室项目认定部

电话：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申报须知：

2.3上海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经

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

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

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关键词：15%企业所得税，技术先进

政策要点：

申请条件：

申请认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企业的产品（服务）属于本办法第三条规定范围内的一种或多

种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采用先进技术或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

（二）企业注册地及生产经营地均在上海市行政区域内的居民企业；

（三）企业具有法人资格；

（四）企业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员工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50%以上；

（五）企业从事本办法第三条规定范围内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取得

的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50%以上；

（六）企业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不低于企业当年总收

入的35%。

政策依据：

《上海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沪科合〔2014〕23号）

《关于完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4〕59号）

请登录市科委网页下载申报表格并按要求准备相关资料。

认定办公室地址：北京东路668号三楼311、312室

电话：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申报须知：

2.4上海市软件企业

经认定的市级重点企业，可申请享受本市的优惠政策，享受年度与同

批国家重点企业相同。

关键词：软件，集成电路

政策要点：

申请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软件企业可进行申报：

1、年度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总额超过（含）1.5亿元人民

币且当年不亏损；

2、年度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总额低于1.5亿元人民币，在

认定主管部门发布的支持领域内综合评分位居申报企业前五位；

3、年度软件出口收入总额超过（含）500万美元，且年度软件出口收

入总额占本企业年度收入总额比例超过（含）50％。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可进行申报：

1、年度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总额超过（含）1.5亿元人民

币且当年不亏损；

2、年度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总额低于1.5亿元人民币，在

认定主管部门发布的支持领域内综合评分位居申报企业前三位。

政策依据：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管理试行办

法》（发改高技[2012]2413号）

《关于本市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沪府发[2012]26号）

《上海市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办法

（试行）》

请登录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网站下载申报表格并按要求准备相

关资料。

网址：http://www.softline.org.cn/
电话：54971370、54971376

申报须知：

2.5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

对于纳入年度引进技术的吸收与创新计划的项目，由专项资金对项目

单位给予支持，支持标准不高于该项目研发总投入的30%，金额最高不

超过800万元。市政府批准的特别重大项目支持比例和金额可不受上述

支持标准限制。

关键词：引进技术，金额最高不超过800万元

政策要点：

申请条件：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应达到以下指标要求：

（一）企业上一年度销售（营业）收入不低于3亿元（生产性服务业企

业不低于2亿元），或者企业新增投资2亿元以上，并且承担国家、本

市重点项目；

（二）企业上一年度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不低于1000万元，且占上一

年度销售（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3%（农业、服务业及石油、煤炭、

交通、建筑、烟草、电力、电信等行业企业不低于1%）；

（三）企业上一年度拥有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1000万元；

（四）企业上一年度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60人；

（五）申请年度前的三个年度内，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获取的知识产权

不少于6件（含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同时

上一年度必须有发明专利申请。

政策依据：

《上海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沪经技〔2008〕291号）

《上海市企业自主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沪经信法〔2013〕353号）

请登录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网站下载申报表格并按要求准备相

关资料。

管理部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技术进步处

电话：23112746

申报须知：

2.6上海市专利新产品

对列入《上海市专利新产品认定目录》的产品，授予“上海市专利新

产品”证书。对已被认定的专利新产品，给予研发资助。资助金额不

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者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研发资助由

同级财政部门在专利新产品认定之日起的三年内，按产品的专利技术

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加以落实（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关键词：专利，研发资助

政策要点：

申请条件：

申报专利新产品认定的产品，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拥有自主专利技术；

（二）符合国家和上海市产业导向；

（三）已通过上海市或省部级新产品鉴定，并在通过鉴定后的3年内申

报；

（四）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

（五）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能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政策依据：

《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知识产权工作若干意见的

通知》 （沪府发〔2003〕48号文）

《上海市专利新产品认定实施办法》〔沪府办发〔2004〕50号文〕

请登录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网站下载申报表格并按要求准备相

关资料。

管理部门：市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中心项目部

电话：61717621

申报须知：

2.7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对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行月度统计调查制度，企业应按要

求填报统计调查表。市、区县相关部门要进行跟踪服务，努力解决企

业的个性化诉求。对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施动态管理，每

年由市中小企业办会同相关部门进行资格复核。对复核不合格的企业，

取消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资格。

关键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政策要点：

申请条件：

（一）通用标准

1、本市工商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出台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

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规定。

2、当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5%，或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

不低于15%。

（二）专项标准

1、战略专一化：主攻某一特殊的客户群、某一产品线的细分区段或某

一地区市场，在细分市场领域内达到上海前五名或全国前十名。

2、研发精深化：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或先进知识，拥有发明专利、软件

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或专有技术1项以上，R&D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超过3%。 

3、产品特色化：采用独特的工艺、技术、配方或特殊原料进行研制生

产，产品或服务具有独特性、独有性、独家生产的特点，拥有区别于

其它同类产品的独立属性。

4、业态新型化：适应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行为的

改变，或者采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行业的交叉融合提供产品或服务。

政策依据：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关于明确“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试行标准的通知》〔沪中小企业领

导办〔2011〕13号〕

新申报企业需登陆上海市中小企业服务互动平台(以下简称“互动

平台”，http://www.softline.org.cn/)，完成注册并通过审核后进行

在线填报，同时按要求上传电子材料。复核企业直接登录互动平

台后进行在线填报，并按要求上传电子材料。

管理部门：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上海市中小企

业发展服务中心、上海市中小企业服务互动平台技术支持

电话：23112791、64225228、6418642

申报须知：

2.8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市级财政资金按照不超过实施周期内相关研发支出20%的比例给予补助，

科技小巨人企业的补助额度最高不超过150万元/家，科技小巨人培育

企业补助额度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家。区（县）财政资金按1：1的比

例给予配套补助。

关键词：科技小巨人，最高不超过150万

政策要点：

申请条件：

申请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主要条件：

（一）制造类企业的研发人员人数不低于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0%，软

件或科技服务类企业的研发人员人数不低于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

（二）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的比例不低于5%；

（三）制造类企业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3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软件

或科技服务类企业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至6000万元之间；

且企业前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或净利润的平均增长率在20％以上；

（四）企业有强健的经营管理团队，健全的财务制度，较强的市场应

变能力，灵活的激励机制。

申请科技小巨人企业主要条件：

（一）制造类企业的研发人员人数不低于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20%，软

件或科技服务类企业的研发人员人数不低于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50%；

（二）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的比例不低于5%；

（三）制造类企业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1亿元至10亿元之间，软件或

科技服务类企业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6000万元至10亿元之间；且企

业前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或净利润的平均增长率在20％以上；

（四）企业应有研发机构（技术中心、实验室、测试平台等）、研发

计划及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培养（含引进）、创新激励

等运作机制和较完善的规范化管理制度，并有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

有较强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健全的规章制度。

政策依据：

《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

策》（沪府发〔2006〕12号）

《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工程实施办法》（沪科合﹝2007﹞第012号修订）

申请企业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http://www.shanghai.gov.cn/）
进入"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按系统提示在线填写、

提交《上海市科技企业统计年报》和申报书，并上传相关附件。

育苗工程通过"创新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官方网站报名,网

址：http://cyds.shtic.com。

管理部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电话：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申报须知：

2.9上海市卓越创新企业培育工程

申报企业根据通知要求提出申请，填写《上海市卓越创新企业培育申请

书》。列入试点名单的企业，将纳入“卓越创新试点企业”。试点期间，

市科委根据试点企业提出的创新需求，会同各委、办、局和各区，开展相

关政策、创新资源等对接服务，进一步提升试点企业创新能力。

关键词：国内前三，掌握核心技术

政策要点：

申请条件：

“卓越创新企业培育工程”面向在本市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具有行业竞争优势的科技企业。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企业所在行业属于高科技行业或者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二）上年度营业收入在10亿元以上，市场占有率高、发展前景好，

在细分行业国内前三或者全球领先。

（三）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

低于5%。

（四）主导产品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至少10件以上核

心自主知识产权。

（五）企业已建立研发计划、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培养（含引进）、

创新激励等运作机制和完善的规范化管理制度，并有良好的经营管理

团队、风险控制机制和健全的规章制度。

（六）具有开放式创新基础，企业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和管理能力居行

业前列，创新管理体系相对完善，包括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机

构，牵头发起成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设立众创空间，开展技术并购，

已转化不少于3项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开展“研发众包”等模式

探索等。

（七）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含培育）企业优先。

政策依据：

《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

2015〕32号）

申报企业书面提交申请材料（申请书一式7份，电子文档1份，附

件材料1份）至注册地所在区科技行政部门，所有书面材料需采用

A4纸双面打印，使用普通纸质材料作封面，不采用胶圈、文件夹

等带有突出棱边的装订方式。

管理部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电话：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申报须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