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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关于开展2019年“四川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能力100强”
认定发布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地市州企联（协）、行业协会、在川商会及相关单位：

2018 年第二届“四川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能力 100 强”发布工作在广大

企业和各相关部门及领导的积极支持与参与下，取得圆满成功。 100 强榜

单企业为推进我省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树立了良好榜样，一批为企业技术

进步而努力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得到表彰，进一步弘扬了创新精神，受到全社

会的更多关心与支持。

为深入落实我省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创新驱动促进经济振兴的步

伐，四川省企业联合会 / 四川省企业家协会、四川省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四

川经济日报社决定联合启动 2019 年“四川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能力 100 强”

认定发布工作。现将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树立在技术创新协同发展中优秀的企业和人物典型，大力宣传四川技术

创新中的优秀企业品牌和实践经验，推动我省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打造具

有新时代特征的技术创新四川名片，展现我省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工作新局面。

二、2019 年发布内容

1、四川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能力 100 强企业榜单。

2、四川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最具潜力 20 强企业榜单。

3、企业发明专利拥有量 100 强企业榜单。

4、企业研发经费投入 100 强企业榜单。

5、四川企业技术创新突出贡献人物。

6、联合相关技术院所共同推出 2019 年度“四川制造好产品”榜单。

7、连续三年入围技术创新百强称号企业。

三、顾问单位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技术创新 100 强企业申报条件

1、在四川省辖区注册企业。

2、已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企业。

3、有关部门或行业组织确认其技术创新体系健全的企业，以及央属在

川企业，均可申报。

4、采取企业自愿申报和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在川商会、市（州）企

联推荐相结合的原则。

5、积极支持和鼓励企业参与申报“四川制造好产品”评价活动，并按“四

川制造好产品”申报通知要求申报。



五、企业技术创新突出贡献人物申报要求

1、推荐条件及要求：

1）近三年来发明专利主研人员或企业重大开发项目完成者，其主研项

目有重大技术创新。

2）每个企业申报时，可推荐本企业技术创新突出贡献人物一名，推荐

重点为 45 岁以下中青年技术人员。

2、须提供的材料：

1）企业推荐材料：载明被推荐人姓名、年龄、职务职称、在企业从事

技术工作时间、完成的主要研究设计项目及应用情况、技术水平、发表的论文、

取得的专利、获奖情况、项目取得的经济效益、政治素养等。

2）需要提供被推荐人的职务职称、技术水平、发表的论文、取得的专利、

获奖情况等相关证明附件。

3）以附件上传电子版个人照片一张，附身份证号。

4）推荐材料以附件形式在申报系统中上报。

六、申报方式及时间

1、实行网上申报，申报网址：中国技术创新四川信息网（www.ctisc.

com.cn）四川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能力 100 强申报系统填报。

2、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20 日。

七、填报要求

1、企业需按《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工作指南》要求与定义如实填

报各项指标和其它企业信息，并上传证明支撑附件。

2、系统填报企业 2018 年度的相关信息与数据，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3、网上提交经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盖章确认的 2018 年度的

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的扫描件。

4、申报企业须上传自愿参加 2019 年发布活动确认书并加盖单位公章。

5、以附件上传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业绩报告，重点突出技术创新成绩和

对企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字数控制在 500 字以内。

1）企业 2018 年销售规模及行业地位。

2）企业研发条件建设情况，包括：团队规模、实验室建设、实验设备原值。

3）取得的技术成果，包括：2018 年投入情况、开展研发项目数、申请

专利情况；已经取得的发明专利数，近三年获奖情况、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情

况等。

4）完成的重大技术研发项目、新技术转化与新产品产业化为企业和行

业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和贡献。

6、请各申报单位在系统中准确填写单位名称、产品名称、联系人和手

机联系方式，如有变化，请及时在系统中更新，以方便工作联系和通知。

八、认定原则

1、企业技术创新 100 强及相关认定排序

1）以《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

认定评价工作指南》为依据。

2）以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评价体系为标准，对企业申报数据开展

综合分析和评定，以评价体系综合评分为依据，确认百强排序。

3）企业建设有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

4）最具发展潜力 20 强将根据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研发

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重、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企业拥有的全部



有效发明专利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指标的综合排名确

定。

5）研发经费投入 100 强和企业发明专利拥有量 100 强按审核数据排序

确定。

6）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能力100强的评价结果将提供给“四川制造好产品”

评价工作，作为产品发展能力与水平的加分项。

2、企业技术创新突出贡献人物

1）近三年企业发明专利主研人员或企业重大开发项目完成者。

2）完成项目技术水平国内先进，对企业发展有重要支撑作用。

九、认定流程：申报、审核、公示、发布。

十、发布和宣传

1、四川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能力 100 强活动各奖项经主办方评审认定后

向社会公开发布。

2、为做好发布宣传准备工作，请申报企业提前报送企业宣传文字材

料、形象图片、产品图片、领导人照片（电子版 2 寸白底照片，像素 300 以

上）、突出贡献人物照片（电子版 2 寸白底照片，像素 300 以上）发指定邮

箱 10351050@qq.com。

3、我们将隆重、高品质的组织 2019 年 100 强各榜单和四川好产品发布

会议，届时将邀请科学界、经济学界专家作嘉宾见证和颁奖，让技术创新企业、

人物和产品能够荣耀四川，走向全国和世界。

4、组织专题栏目，公布企业创新业绩报告，宣传技术创新百强企业、

介绍创新产品和技术，讲好四川产品故事。对技术突出贡献人物将适时推荐

到相关部门参与相应工作。



十一、其他

1、申报排序遵循不收费原则。

2、有关证书、企业风采录、媒体发布等宣传活动，遵循自愿原则收取

成本费用。

3、提交盖章的申报材料和突出贡献人物纸质材料各一份。

4、材料寄送地址：成都市庆云南街 1 号 9 楼 907 室四川省技术创新服

务中心刘青收

十二、工作联系

1、联系部门：四川省企业联合会联系人丁文平

联系电话：（028）85188532

邮    箱：10351050@qq.com

网    站：www.scecea.org.cn

通讯地址：成都市紫荆西路 58 号紫荆名园 3 栋 5 楼 503 室

邮    编：610041

2、涉及申报有关问题的咨询，请联系：

联系部门：四川省技术创新服务中心联系人刘青

联系电话：（028）86267093

邮    箱：303644067@qq.com

网    站：www.ctisc.com.cn

通讯地址：成都市庆云南街 1 号 9 楼 907 室

邮    编：610021

3、网络技术支持：成都亿嘉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8）83356150



邮    箱： 3153221968@qq.com

4、欢迎加入“四川企业创新能力百强”QQ 群 240800450 及“四川企业

技术创新发展能力百强申报”微信群。

附件：

1、申报表填表说明

2、自愿参加 2018 年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能力 100 强发布活动确认书

3、四川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突出贡献人物推荐表

4、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业绩报告

5、四川企业技术创新突出贡献人物评语提纲

四川省企业联合会                四川省企业家协会

四川省技术创新服务中心          四川经济日报社

                                  2019 年 4 月 15 日



附件一、申报说明：

1、登陆：中国技术创新四川信息网 (www.ctisc.com.cn) 进入四川企业技

术创新发展能力 100 强申报系统。

2、曾使用过技术创新服务系统申报过项目或技术中心的企业，用户名、

密码一致。首次登录本网系统进行申报的企业直接注册，四川省技术创新服

务中心进行网上审核通过。

3、完整填报系统中提供的评价数据表和附表。

4、附件：

1）上传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盖章确认的 2018 年度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的扫描件；

2）相关证明材料，包括：技术中心全职高级专家（国务院、省政府、

计划单列市政府部门认定发证或享受津贴的），技术中心全职博士，经省及

以上管理部门批准的研发平台、检测、实验室机构；聘用的外部专家、参加

标准制定、专利等证明信息。

3）企业研发仪器设备表、企业研发人员情况表以及企业相关荣誉等可

以附件上传。

4）上传自愿参加2018年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能力100强发布活动确认书。



附件二：

自愿参加 2019 年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能力 100 强发布活动确认书

本单位自愿参加 2019 年度四川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能力 100 强排序和发

布活动，上报的全部材料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承诺！

                                       单    位：

                                       时    间：



附件三：

四川企业技术创新突出贡献人物推荐表

推荐理由主要包括：技术成就、对企业技术发展的贡献、获奖情况等，

控制在 1500 字内。其他详细材料作附件上传。

姓名  身份证号

个人基本信息

年龄 性别

职务 / 职称 学历

在企业工

作时间
工作部门

联系电话 （手机号）

推荐理由：

推荐单位                                           （盖章）



附件四：

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业绩报告编写提纲

1、企业发展情况，包括：经营情况，研发机构建设情况，如团队、研

发实验室基础条件等

2、取得的技术成果：研发投入，研发成果、申请专利、获得奖励情况。

3、完成的技术研发成果对推进行业技术进步、解决行业关键技术瓶颈

等起到的促进作用

4、技术发展对企业经济发展的贡献。



附件五：

四川企业技术创新突出贡献人物评语提纲（限 150 字）

               

1、从事研发工作时间；

2、近三年完成的重大项目；

3、完成的研发成果对推进产业领域和企业发展的贡献作用。

4、取得发明专利数量，获各类省部级科技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