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1

2020年朝阳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申报项目明细表
一、支持对象
在朝阳区注册纳税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特定要求的项目类别除外，如申报支持青年人才创业发展类项目、申报主体为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创投机构等），且要求近两年在工商
、税务、环保等部门无不良行为记录，经营状况良好。助力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申报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将获得优先支持。
二、征集项目发生时间
原则上当年征集上一年度（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相关项目；助力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项目发生时间可酌情顺延。
三、申报方式
通过朝阳区重点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信息管理平台（http://cycyzj.bjchy.gov.cn:8080）进行申报，网上审核通过后提交纸质材料（因疫情防控错峰需要，纸质材料具体报送时间以各负责处室要求为准）。网上申报
请尽量提前，为按时提交纸质材料预留时间。
四、申报材料要求
1、电子版材料：《项目申报书》要求上传Excel原格式文件（不能是PDF或JPG等转存过的格式）；电子版材料（一般3-4项）存在以单位名称命名的文件夹里压缩打包上传，不需要上传所申报项目类别要求的电子版
材料以外的其他纸质材料。
2、纸质版材料：一式一份，A4胶订（用浅色封面纸），从头到尾编写页码，加盖骑缝章；项目申报书及承诺函须由法定代表人在封面指定位置签字并加盖人名章；项目申报书封面、项目申报表、申报单位营业执照
复印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等重要证明文件，有单位名称的地方需加盖企业公章。
五、纸质材料报送地址
1、产业促进处负责项目：朝阳区酒仙桥路甲12号电子城科技大厦1503室
2、创新创业处负责项目：朝阳区酒仙桥路甲12号电子城科技大厦1515室（请于2020年5月11日-20日的工作时间提交纸质材料）
3、国际合作处负责项目：朝阳区酒仙桥路甲12号电子城科技大厦1509室
4、科技金融处负责项目：朝阳区酒仙桥路甲12号电子城科技大厦1503室（支持优质创投项目落地）；1511室（降低中小型科技企业融资成本）
项目编号

2020-02

项目类别

5、支持高成长企
业发展

评定方式

条件审核

负责处室

支持内容

支持科技含量高、成长速度快
的创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对上一年度入选为中关村金种
产业促进处
子企业、中关村前沿技术企业
64318200
、中关村瞪羚企业，以及相关
64318324
高科技高成长类榜单的企业，
结合企业发展情况给予最高100
万元奖励扶持。

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纳入上一年度中关村管委会公示的中
关村金种子企业名单；
2、纳入上一年度中关村管委会公示的中
关村前沿技术企业名单；
3、纳入上一年度中关村管委会公示的瞪
羚企业名单，并满足区级税收贡献增量排
名前二十名的企业；
4、纳入上一年度中国高科技高成长50强
、北京朝阳高科技高成长20强等科技成长
类企业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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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材料
电子版

1、附件3-2_项目编号2020-02
《项目申报书》_支持高成长企
业发展（Excel原格式文件）；
2、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
明（PDF扫描件）；
3、入选相关名单的证书（PDF
扫描件）或授牌、奖杯照片
（瞪羚企业免提交）。

纸质版（按装订顺序）

征集方式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2_项目编号2020-02《项目申报书
》_支持高成长企业发展（封面及项目申报
表）；
3、附件2_承诺书
4、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5、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公开征集
6、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或
中关村高新）；
7、入选相关名单的证书复印件或授牌、奖
杯照片；
8、政府官网公示文件（在名单里有申报单
位名称的地方加盖公章）。

项目编号

2020-03

项目类别

评定方式

8、支持重大高精 专家评审
尖成果产业化项目 审计验收

14、支持首台
中关村
2020-04 （套）、首购产品
政策配套
示范应用项目

负责处室

支持内容

支持企业开展颠覆性技术、关
产业促进处 键核心技术和重大共性技术的
64318200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根据项目
64318324 总投资额和产业化成效等，给
予最高1000万元资金扶持。

申报条件

1、拥有成熟稳定的技术或产品，且首次
实施大规模生产或推广应用，能在近期形
成较大产能规模和销量，并取得一定的市
场占有率的项目；
2、项目完成日期为2019年1月1日-12月31
日，并最迟于2020年3月31日前完成并通过
项目验收；
3、项目总投资额不低于1000万元（不含
土地投资和建安成本），已完成投资额的
比例超过100%。
4、助力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技术
或产品相关项目在同等条件下将获得优先
支持（在项目申报表的相关情况简介里简
要说明，并在纸质材料里提交助力防疫工
作的情况介绍和相关证明材料）。

对上一年度新纳入中关村首台
产业促进处 （套）、首购产品示范应用项 申报项目纳入上一年度中关村首台（套）
64318200 目名单的企业，给予每项20万 、首购产品示范应用项目名单。
64318324 元资金奖励，累计不超过6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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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材料
电子版

纸质版（按装订顺序）

征集方式

1、附件3-3_项目编号2020-03
《项目申报书》_支持重大高精
尖成果产业化项目（Excel原格
式文件）；
2、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
明（PDF扫描件）；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Word格式）。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3_项目编号2020-03《项目申报书
》_支持重大高精尖成果产业化项目（封面及
项目申报表）；
3、附件2_承诺书
4、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5、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6、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或
中关村高新）；
7、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8、项目验收报告；
9、与申报项目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授权证
书复印件等技术创新方面的证明材料；
公开征集
10、申报单位独立法人独立核算的近两个年
度企业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或财务会计报表
复印件（与项目申报表所填数据保持一致，
不得提供集团公司或关联公司账目）；
11、申报单位累计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授权
情况明细表（与项目申报表所填数据保持一
致），含自主知识产权类别、编号、名称、
授权日等相关信息；
12、与申报项目相关的产品销售协议书或中
标通知书等复印件（非必要材料）；
13、其他能够证明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项
目投入（附台账或辅助账、相关财务票据凭
证复印件）等方面的证明材料。

1、附件3-4_项目编号2020-04
《项目申报书》_支持首台
（套）、首购产品示范应用项
目（Excel原格式文件）；
2、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
明（PDF扫描件）；
3、“中关村首台（套）项目
”证书（PDF扫描件）。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4_项目编号2020-04《项目申报书
》_支持首台（套）、首购产品示范应用项目
（封面及项目申报表）；
3、附件2_承诺书
4、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5、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6、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或
公开征集
中关村高新）；
7、“中关村首台（套）项目”证书复印
件；
8、中关村官网“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试验、示范项目公示文件”（在名单里有申
报单位名称的地方加盖公章）；
9、示范应用项目服务合同、财务报表、银
行流水款等证明材料。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评定方式

负责处室

支持内容

申报条件

提交材料
电子版

纸质版（按装订顺序）

征集方式

16、支持建设高精
中关村
2020-05 尖产业协同创新平
政策配套
台

1、附件3-5_项目编号2020-05
鼓励企业和高水平研究机构，
《项目申报书》_支持建设高精
围绕朝阳区高精尖产业创新发
尖产业协同创新平台（Excel原
展需求，建设具有重大带动作
格式文件）；
产业促进处 用的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对纳 申请项目须在上一年度纳入中关村高精尖
2、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
64318200 入中关村管委会高精尖产业协 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支持项目名单并已批复
明（PDF扫描件）；
64318324 同创新平台体系的，按照申报 支持资金额度。
3、中关村高精尖产业协同创
项目获得中关村管委会批复支
新平台支持项目资金支持批复
持资金额度，提供10%配套资金
文件（资金拨款金额证明材料
支持，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PDF扫描件）。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5_项目编号2020-05《项目申报书
》_支持建设高精尖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封面
及项目申报表）；
3、附件2_承诺书
4、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5、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6、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或 公开征集
中关村高新）；
7、上一年度中关村高精尖产业协同创新平
台支持项目公示文件（在名单里有申报单位
名称的地方加盖公章）；
8、中关村高精尖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支持项
目资金支持批复文件（资金拨款金额证明材
料）。

17、支持建设校企
2020-06 协同创新中心、概 条件审核
念验证中心

1、附件3-6_项目编号2020-06
《项目申报书》_支持建设校企
协同创新中心、概念验证中心
（Excel原格式文件）；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或法人
证书复印件（PDF扫描件）；
3、申报单位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复印件（国家高新或村高
新）
4、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
明（PDF扫描件）；
5、校企协同创新中心、概念
验证中心认定及授牌证明材料
（PDF扫描件）。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6_项目编号2020-06《项目申报书
》_支持建设校企协同创新中心、概念验证中
心（封面及项目申报表）；
3、附件2_承诺书
4、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5、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或
中关村高新）；
公开征集
6、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7、校企协同创新中心、概念验证中心认定
及授牌证明材料复印件；
8、校企协同创新中心、概念验证中心介绍
材料及下一年度工作计划书；
9、上一年度工作计划完成情况报告及相关
证明材料（申请第二年、第三年支持资金时
提交）。

围绕高精尖产业领域，鼓励高
校与朝阳区企业联合建设校企
创新创业处
协同创新中心、概念验证中
64312096
心，对获得认定或授牌的申报
64310789
项目连续三年给予资金支持，
每年不超过100万元。

1、申请首年支持资金的申报项目为上一
年度新获得教育部科技司、中关村管委会
联合认定和授牌的校企协同创新中心、概
念验证中心。
2、申请第二年、第三年支持资金的申报
项目需为已经获得本办法首年度支持资金
的校企协同创新中心、概念验证中心，且
年度工作计划完成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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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2020-07

2020-08

项目类别

评定方式

负责处室

支持内容

申报条件

提交材料
电子版

纸质版（按装订顺序）

征集方式

18、支持建设国家
条件审核
级、市级研发机构

对上一年度新认定（挂牌）的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产业促进处 等，每项给予50万元资金奖
64318200 励；对上一年度新认定（挂
64318324 牌）的市级企业技术创新中心
、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
等，每项给予20万元资金奖励
。

申报项目在上一年度获得如下资质授牌或
批复，且实体位于朝阳区：
（1）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2）国家发改委认定的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产业
创新中心；
（3）国家工信部认定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
心；
（4）北京市科委认定的北京市企业科技研
究开发机构、北京市企业技术创新中心；
（5）北京市发改委认定的北京市工程研究
中心、北京市工程实验室；
（6）北京市经信局认定的北京市企业技术
中心、北京市产业创新中心。

1、附件3-7_项目编号2020-07
《项目申报书》_支持建设国家
级、市级研发机构（Excel原格
式文件）；
2、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
明（PDF扫描件）；
3、国家级或市级科研机构资
质授牌照片或批复建设文件
（PDF扫描件）或资质证书
（PDF扫描件）。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7_项目编号2020-07《项目申报书
》_支持建设国家级、市级研发机构（封面及
项目申报表）；
3、附件2_承诺书
4、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5、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公开征集
6、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或
中关村高新）；
7、国家级或市级科研机构资质授牌照片或
批复建设文件复印件或资质证书扫描件；
8、政府官网公示文件（在有申报单位名称
的地方加盖公章）。

19、支持建设国家
条件审核
级、市级孵化平台

对上一年度新认定（备案）的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专业
化众创空间，每项给予50万元
创新创业处 资金奖励；对上一年度新认定
64312096 的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孵
64310789 化基地、北京市众创空间、中
关村创新型孵化器、中关村硬
科技孵化器等，每项给予30万
元资金奖励。

申报主体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上一年度经科技部新认定（备案）的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专业化众创空
间；
（2）上一年度经市科委新认定的北京市高
新技术产业专业孵化基地；
（3）上一年经市科委、北京众创空间联盟
（北京创业孵育协会）新挂牌的科技类北
京市众创空间；
（4）上一年经中关村管委会新授予称号的
创新型孵化器、硬科技孵化器；

1、附件3-8_项目编号2020-08
《项目申报书》_支持建设国家
级、市级孵化平台（Excel原格
式文件）；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PDF扫描件）；
3、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
明（PDF扫描件）；
4、相关认定及授牌证明材料
或资质证书（PDF扫描件）。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8_项目编号2020-08《项目申报书
》_支持建设国家级、市级孵化平台（封面及
项目申报表）；
3、附件2_承诺书
4、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公开征集
5、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6、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或
中关村高新）；
7、相关认定及授牌证明材料或资质证书复
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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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2020-09

项目类别

评定方式

20、支持建设硬科
专家评审
技孵化器

负责处室

支持内容

对认定为“朝阳区硬科技孵化
创新创业处 加速平台”的建设运营主体，
64312096 按照其实运营际投入情况，给
64310789 予连续三年的资金支持，每年
不超过200万元。

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上一年度被认定为“中关村
硬科技孵化器”，可以直接认定为“朝阳
区硬科技孵化加速平台”。
2、申报单位申请认定为“朝阳区硬科技
孵化加速平台”并申请第一年支持资金
的，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项目的产业孵化方向须为北京市十
大高精尖产业，且必须有十分明确的细分
重点产业领域；
（2）符合产业方向要求的入孵科技企业
数量不少于10家，且占全部入孵企业数量
不低于50%；
（3）项目须是近一年内新建成或能够在
申请年度内建成，已经有实质性的资金投
入，且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所面积达到
2000平方米以上；
（4）项目已经通过自建、共建或共享等
方式，配备了与细分产业方向一致的实验
室、仪器设备或数据平台、网络平台等配
套设施，能够真正为入孵企业提供技术研
发、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检验检测以及
市场精准对接等专业服务。
（5）有自有或可支配的创业投资资金。
3、申请第二年、第三年支持资金的项目
须为已经获得本办法首年度支持资金的“
朝阳区硬科技孵化加速平台”，且在该年
度内的工作计划已经完成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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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材料
电子版
1、申请纳入“朝阳区硬科技
孵化加速平台”的主体，需要
提交以下材料：
（1）附件3-9_项目编号202009《项目申报书》_支持建设硬
科技孵化器（word或excel原格
式文件，根据申请纳入或已评
定为朝阳区硬科技孵化加速平
台的不同情况填写相应表
格）；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PDF扫描件）；
（3）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
证明（PDF扫描件）；
（4）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
件（国家高新或中关村高
新）；
（5）获得“中关村硬科技孵
化器”的证明材料（PDF扫描
件）（若有）；
2、申请“朝阳区硬科技孵化
加速平台”资金支持的需要追
加提供：由北京市科技经费审
计会计师事务所入围单位出具
的申报单位上一年度资金投入
审计报告（PDF扫描件）。

纸质版（按装订顺序）

征集方式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9_项目编号2020-09《项目申报书
》_支持建设硬科技孵化器（封面及项目申报
表）；
3、附件2_承诺书
4、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5、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6、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或
中关村高新）；
公开征集
7、获得“朝阳区国际硬科技孵化加速平台
”资质（授牌）的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8、获得“中关村硬科技孵化器”的证明材
料（PDF扫描件）（若有）；
9、申请“朝阳区硬科技孵化加速平台”资
金支持的需要追加提供：由北京市科技经费
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入围单位出具的申报单位
上一年度资金投入审计报告复印件。

项目编号

2020-10

2020-11

项目类别

评定方式

负责处室

支持内容

申报条件

提交材料
电子版

纸质版（按装订顺序）

征集方式

22、支持建设国际
条件审核
创新合作平台

对首次认定为国家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的企业，给予最高100万
元资金奖励；对首次认定为北
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企
业，给予最高50万元资金奖
国际合作处
励；对引入国际创新创业服务
64316764
资源，在朝阳区新落地建设的
区域性国际创新合作中心，经
区政府认可备案的，连续三年
给予资金支持，每年最高50万
元。

1、申报国际合作基地奖励的：
（1）附件3-10_项目编号2020-10
《项目申报书》_支持建设国际创
新合作平台（Excel原格式文
件）；
（2）申报单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或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PDF扫描件）；
（3）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
（PDF扫描件）；
（4）上一年度首次认定为国家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或北京市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的资质证明材料（PDF扫
描件）；
2、申报区域性国际创新合作中心
支持的项目：
（1）《项目申报书》（Excel原
格式文件）；
（2）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
（PDF扫描件）；
（3）与朝阳区政府或朝阳区政府
授权部门签署的合作协议（或项目
经朝阳区政府认可备案的证明材
料）（PDF扫描件）；
（4）项目上一年度工作计划、计
划完成情况报告（Word原格式文
件）及能反映项目上一年度产生的
经济社会效益的相关证明材料
（Word原格式文件或PDF扫描件）
（申请第二年、第三年支持资金时
提交）。

1、申报国际合作基地奖励的：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10_项目编号2020-10《项目申报
书》_支持建设国际创新合作平台（封面及项
目申报表）；
（3）附件2_承诺书
（4）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5）申报单位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或中
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6）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7）上一年度首次认定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
基地或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资质证明
材
2、申报区域性国际创新合作中心支持的项
公开征集
目：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项目申报书》（封面及项目申报
表）；
（3）附件2_承诺书
（4）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5）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6）与朝阳区政府或朝阳区政府授权部门签
署的合作协议（或项目经朝阳区政府认可备
案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7）项目上一年度工作计划、计划完成情况
报告及能反映项目上一年度产生的经济社会
效益的相关证明材料（申请第二年、第三年
支持资金时提交）。

23、支持拓展海外 中关村
业务合作
政策配套

1、附件3-11_项目编号202011《项目申报书》_支持拓展海
外业务合作（Excel原格式文
件）；
鼓励企业在海外建设特色鲜明
2、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
的科技园区或海外分支机构，
国际合作处
申报单位须在上一年度获得中关村管委会 明（PDF扫描件）；
对中关村管委会支持建设的海
64316764
支持建设海外合作项目的专项资金。
3、申报单位营业执照（PDF扫
外合作项目，配套提供10%的扶
描件）；
持资金，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4、申报单位上一年度获得中
关村管委会支持建设海外合作
项目专项资金等相关证明材料
（PDF扫描件）。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11_项目编号2020-11《项目申报书
》_支持拓展海外业务合作（封面及项目申报
表）；
3、附件2_承诺书
公开征集
4、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5、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6、申报单位上一年度获得中关村管委会支持
建设海外合作项目专项资金等相关证明材料
复印件。

1、申报国际合作基地奖励的，且在上一年
度内首次认定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或
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2、申报区域性国际创新合作中心支持的项
目，须已经与朝阳区政府或朝阳区政府授
权部门签署过合作协议（或能够提供项目
经朝阳区政府认可备案的证明材料）。

第 6 页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评定方式

负责处室

支持内容

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
科技金融处 权投资等投资机构推荐项目在
25、支持优质创投
64313617 朝阳区落地，根据投资机构对
2020-12
专家评审
项目落地
13601050090 朝阳区内优质创投项目的投资
情况，给予投资机构最高100万
元的资金奖励。

2020-13

29、支持创新服务 专家评审
类社会组织发展
审计验收

鼓励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等社
会组织协同朝阳区政府开展技
术转移转化、行业交流培训、
创新创业处
区域创新合作等服务，对申报
64312096
主体上一年度创新创业服务达
64310789
到预期成效的，按照实际投入
费用不超过70%的比例，给予最
高50万元奖励。

申报条件

提交材料
电子版

申请奖励的创投机构须是在中国境内批
准设立从事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 创投机构材料
资等业务的机构，应在朝阳区内注册（含 1.创投机构奖励申请表（附件3-12_项目编号
2020-12《项目申报书》_支持优质创投项目落
分支机构），或参与朝阳区重点创投项目 地）；
2.创投机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建设。投资时间为2019年1月1日-2019年12 3.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管理人登记公示信
息复印件；
月31日。
4.加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询章的投资机构章程
1、上一自然年度内对朝阳区行政区域内 复印件；
5.以受托管理基金投资需提供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登记注册的优质创投项目进行过股权投
业协会的基金产品备案公示信息，及受托管理基
资，并实际出资；
金的有限合伙协议（如基金为公司制，则需提供
2、曾入选“清科”“投中”年度排名榜 加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询章的公司章程及委托
管理协议等法律文件复印件）；
单等权威机构发布的创投机构榜单；
6.机构资金历史业绩介绍（包括资金募集、发行
3、创投机构投资的朝阳区优质创投项目 产品、投资企业、退出企业及盈利水平、明星项
目）；
应在朝阳区内登记注册，内部管理规范， 7.机构组织结构图及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简
财务制度健全，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历；
8.承诺书。（附件2_承诺书）
单或无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誉良好，且 被投企业材料
1.被投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2.加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询章的所投资公司章
（1）具备一定行业影响力，市场前景广 程或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出具的股东名册中体
现股东变更信息材料；
阔；
3.投资机构与被投资企业签订的投资协议复印
（2）项目产业领域应符合朝阳区产业定 件；
4.创投机构对被投资企业所投资资金的到账证明
位；
或验资报告或银行入资证明复印件；
（3）具有核心技术或自主知识产权（包括 5.被投资企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
6.被投企业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且不限于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 7.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证明材料（如被投资企业
以及软件著作权等），或参与过国内外行 拥有和使用的专利证书、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证书
等各项资质性文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证书等各
业标准制定，项目技术世界领先或者具有 项资质性文件、国家级或市级支持的专项情况
进口替代能力，高端硬技术创新、前端原 等）；
8.公司研发能力介绍;
始创新以及高端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项目； 9.公司组织结构图及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简
（4）项目拥有高水平创新领军人物和创新 历。
创业团队，或拥有相关领域技术型专家。

项目分两年申报：
（1）第一年申报：开展的创新创业服务，
需在朝阳区政府部门（朝阳园管委会）登
记备案，约定预期服务成效。提供的创新
服务内容包括不限于：技术转移转化、行
业交流培训、区域创新合作、创新发展研
究等活动的组织；
（2）第二年申报：上一年度实现预期服
务成效，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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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附件3-13_项目编号202013《项目申报书》_支持创新服
务类社会组织发展（Excel原格
式文件）；
2、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
印件（PDF扫描件）；
3、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
明（PDF扫描件）；
4、创新创业服务计划实施方
案（第一年申报）；创新创业
服务成效说明材料，包括但不
限于嘉宾介绍、参会情况、媒
体报道等（第二年申报）。
（Word格式）

纸质版（按装订顺序）

创投机构材料
1.创投机构奖励申请表（附件3-12_项目编号2020-12
《项目申报书》_支持优质创投项目落地）；
2.创投机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管理人登记公示信息复
印件；
4.加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询章的投资机构章程复印
件；
5.以受托管理基金投资需提供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的基金产品备案公示信息，及受托管理基金的有限
合伙协议（如基金为公司制，则需提供加盖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查询章的公司章程及委托管理协议等法律文
件复印件）；
6.机构资金历史业绩介绍（包括资金募集、发行产品
、投资企业、退出企业及盈利水平、明星项目）；
7.机构组织结构图及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简历；
8.承诺书。（附件2_承诺书）
被投企业材料
1.被投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加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询章的所投资公司章程或
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出具的股东名册中体现股东变
更信息材料；
3.投资机构与被投资企业签订的投资协议复印件；
4.创投机构对被投资企业所投资资金的到账证明或验
资报告或银行入资证明复印件；
5.被投资企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
6.被投企业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7.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证明材料（如被投资企业拥有
和使用的专利证书、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证书等各项资
质性文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证书等各项资质性文件
、国家级或市级支持的专项情况等）；
8.公司研发能力介绍;
9.公司组织结构图及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简历。

征集方式

公开征集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13_项目编号2020-13《项目申报
书》_支持创新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封面及
项目申报表）；
3、附件2_承诺书
4、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公开征集
5、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6、创新创业服务计划实施方案（第一年申
报）；
7、创新创业服务成效说明材料（包括但不
限于嘉宾介绍、参会情况、媒体报道等）、
财务票据等相关证明材料（第二年申报）。

项目编号

2020-14

2020-15

项目类别

评定方式

31、支持青年人才
专家评审
创业发展

32、支持前沿领域 专家评审
技术交流
审计验收

负责处室

支持内容

申报条件

提交材料
电子版

纸质版（按装订顺序）

征集方式

对纳入“朝阳区玄驹计划”，
且所创办企业在成立三年（医
创新创业处 药健康类企业五年）内累计实
64312096 现融资总额在300万元以上、
64310789 2000万元以下的青年创业人
才，给予一次性10万元的资金
奖励。

1、申请纳入“朝阳区玄驹计划”的青年
创业人才，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申请人为企业的创始人；
（2）申请人须不超过40周岁(截止到2020
年12月31日）
（3）申请人所创办企业的产业方向属于
北京市十大高精尖产业领域；
（4）申请人所创办企业的成立时间不超
过三年（医药健康类企业不超过五年），
且已经累计实现融资总额在300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
2、符合上述条件，申请人已经被认定为
国家级、北京市级或朝阳区级人才的，或
者获得朝阳区级以上重大科技创新大赛奖
项的，优先入选。

1、附件3-14_项目编号202014《项目申报书》_支持青年人
才创业发展（Excel原格式文
件）；
2、申请人身份证（PDF扫描
件）；
3、申请人所创办企业营业执
照（PDF扫描件）；
4、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
明（PDF扫描件）；
5、申请人持股情况证明材
料；
6、申请人所创办企业获得融
资的银行流水单据或者由北京
市科技经费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入围单位出具融资审计报告等
相关证明材料（PDF扫描件）。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14_项目编号2020-14《项目申报
书》_支持青年人才创业发展xls（封面及项
目申报表）；
3、附件2_承诺书
4、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5、申请人所创办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公开征集
6、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7、申请人持股情况证明材料；
8、申请人所创办企业获得融资的银行流水
单据或者由北京市科技经费审计会计师事务
所入围单位出具融资审计报告等相关证明材
料复印件。

构建朝阳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创
新领域的专业优势，鼓励重点
创新创业处
企业或科研院所面向朝阳区高
64312096
端技术人才，开展高质量的专
64310789
项交流和培训服务，按其年度
实际发生费用的50%给予资金补
贴，每年最高支持100万元。

1、项目分两年申报：
（1）第一年申报：申报单位开展高端技术
人才培训活动需在朝阳区政府部门（朝阳
园管委会）先行登记备案；申报单位当年
举办高端技术人才培训活动不少于24学
时，年度受训人数不低于50人；
（2）第二年申报：上一年度按计划开展
高端技术人才培训活动，提交相关证明材
料；
2、申报单位需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创新领域开展高端
技术人才培训活动；需保证培训服务公开
性，培训活动面向朝阳区内高端技术人
才；
3、高端技术人才培训活动应聘请专业的
讲师，具备行业领域资质，拥有较高的行
业影响力。

1、附件3-15_项目编号202015《项目申报书》_支持前沿领
域技术交流（Excel原格式文
件）；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企业申报提供）或社会组织
法人证书复印件（科研院所提
供）（PDF扫描件）；
3、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
明（PDF扫描件）；
4、高端技术人才培训活动计
划实施方案（第一年申报）；
高端技术人才培训活动组织实
施情况报告（第二年申报）。
（Word格式）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15_项目编号2020-15《项目申报
书》_支持前沿领域技术交流（封面及项目申
报表）；
3、附件2_承诺书
4、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申报提
供）或社会组织法人证书复印件（科研院所
提供）；
公开征集
5、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6、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或
中关村高新，企业申报提供）；
7、高端技术人才培训活动计划实施方案
（第一年申报）；
8、高端技术人才培训活动组织实施情况报
告、讲师聘书、财务票据等相关证明材料
（第二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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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2020-16

项目类别

评定方式

33、支持开展高层 专家评审
次科技创新活动
审计验收

34、支持存量空间
专家评审
2020-17 升级改造为高精尖
审计验收
产业载体

负责处室

支持内容

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在朝阳区
开展科技会议、学术研讨会、
产业论坛、行业展会、创新创
创新创业处
业赛事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
64312096
技创新类活动，对纳入“朝阳
64310789
区科技创新品牌活动系列
”的，每年给予单项活动不超
过150万元的资金补贴。

对利用朝阳区空置楼宇、旧工
业厂房等存量空间资源进行转
型升级、盘活改造，打造为符
产业促进处
合高精尖产业发展要求的载体
64318200
项目，按实际投资额对投资建
64318324
设单位提供建设补贴，单个项
目最高补贴比例为30%，最高补
贴金额500万元。

申报条件
1、申请纳入“朝阳区科技创新品牌活动
系列”的活动，须于举办前提交详细《活
动方案》并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活动的主办地在朝阳区；
（2）活动的主要嘉宾在各自的行业中具
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3）活动需具有一定规模，产业论坛、
行业展会、创新创业赛事等一般不少于100
人，线上活动一般不少于200人。
2、纳入“朝阳区科技创新品牌活动系列
”的活动获得资金支持，须同时满足以下
条件：
（1）活动已按《活动方案》成功举办；
（2）活动获得了广泛社会影响力，得到
了不少于5家知名媒体的报道；
（3）活动实际产生了广告及媒体宣传、
场地租用、舞美搭建等费用。

1、申报单位为项目实际投入方且自持运
营该项目；
2、项目改造建筑面积不少于5000平方
米；应为近两年内改造完成项目，上一年
度内正式引进企业入驻；
3、入驻企业使用面积不少于转型改造面
积的60%；
4、项目空间利用方向符合朝阳区规划布
局要求和功能定位，用于提升创新功能、
培育发展高精尖产业和优化重要配套设
施；项目制定了明确的转型升级（盘活改
造）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建立了明
确的产业准入标准和工作机制，拥有完善
的运营管理规范、服务体系建设方案等；
5、入驻企业在朝阳区工商注册、纳税，
且所属产业领域不在最新版《北京市新增
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之列；
6、空间资源需依法取得、产权清晰、无
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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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材料
电子版

申请纳入“朝阳区科技创新品
牌活动系列”的活动，须提交
以下材料：
（1）附件3-16_项目编号
2020-16《项目申报书》_支持
开展高层次科技创新活动
（Excel原格式文件）；
（2）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
证明（PDF扫描件）；
（3）申报单位营业执照（PDF
扫描件）；
（4）活动方案（word版本）
（5）审批文件（若有）（PDF
扫描件）；

1、附件3-17_项目编号202017《项目申报书》_支持存量空
间升级改造为高精尖产业载体
（Excel原格式文件，含项目申
报表和入驻企业信息表）；
2、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
明（PDF扫描件）。

纸质版（按装订顺序）

征集方式

1、申请纳入“朝阳区科技创新品牌活动系
列”的活动，须提交以下材料：
（1）附件3-16_项目编号2020-16《项目申
报书》_支持开展高层次科技创新活动
（Excel原格式文件）；
（2）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3）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4）活动方案以及相关审批文件复印件；
公开征集
2、纳入“朝阳区科技创新品牌活动系列”
的活动获得资金支持，须补齐以下材料：
（1）活动整体情况报告，含嘉宾介绍、议
程、签到表、现场照片、媒体报道等证明材
料；
（2）由北京市科技经费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入围单位出具的申报单位活动经费支出审计
报告复印件。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17_项目编号2020-17《项目申报
书》_支持存量空间升级改造为高精尖产业载
体（封面及项目申报表）；
3、附件2_承诺书
4、申报单位上一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5、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6、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或
中关村高新）；
7、盘活改造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证、房租产
权证、租赁合同等支撑材料复印件；
8、项目施工合同及实际投入费用清单等支
撑材料复印件(主要指原有存量建筑外立面改 公开征集
造、内部设施装修、设施更新等建筑安装工
程费以及升级改造方案编制费用等)；
9、项目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准
入标准和工作机制、运营管理规范、服务体
系建设方案等材料复印件；
10、申报单位独立法人独立核算的近两个年
度企业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或财务会计报表
复印件（与项目申报表所填数据保持一致，
不得提供集团公司或关联公司账目）；
11、入驻企业信息表（在附件3-17里）；
12、相关财务票据凭证复印件（合同、记账
凭证、发票、支付凭证等）。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评定方式

负责处室

支持内容

贷款贴息项目：
对获得银行贷款的中小型科技
企业，根据企业实际贷款金额
和贷款期限，按照贷款金额的
2%给予贴息支持，按月计算。
要求已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
贷款资金按计划到位。连续申
请贷款贴息补助一般不超过两
年，单笔贷款贴息一般不超过
两年,每个企业每年最高贴息额
度不超过100万元。
6、降低中小型科
科技金融处
创新融资补助项目：
技企业融资成本
64313004
鼓励中小型科技企业创新融资
2020-20
条件审核
（朝阳区发改委列
13466339848
方式，对符合朝阳区产业发展
支）
方向的中小型科技企业通过发
行集合债券、集合信托、私募
债券、融资租赁等方式进行融
资的，按照融资金额的3%给予
贴息支持，按月计算。要求申
报企业已与金融服务机构签订
承销协议、募集说明书、信托
贷款合同等正式合同，且资金
已到位。连续申请创新融资补
助一般不超过两年，单笔融资
贴息一般不超过两年，每个企
业每年最高贴息额度不超过100
万元。

申报条件

1、贴息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
月31日。
2、申报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1）在朝阳区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具备
独立法人资格；
（2）符合《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
300号）划型标准；
（3）符合朝阳区产业发展方向和区域经济
发展总体规划、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的中
小型科技企业；
（4）申报企业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或无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5）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内部管理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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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材料
电子版

1、附件3-20_项目编号202020《项目申报书》_降低中小型
科技企业融资成本，含项目申
请表、汇总表（贷款贴息项目
和创新融资补助项目分别提交
对应表格）；
2、附件2_承诺书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
4、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的贷
款/融资合同；
5、贷款/融资资金到位凭证复
印件；
6、企业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
告；
7、企业上一年度完税证明；
8、规模以上企业提供上一年
度统计报表（请下载带水印的
报表），规模以下企业提供近
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9、科技创新活动证明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高新企业证书、
专利文件和研发投入证明材料
等；
10、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证明
材料（如：企业荣誉或资质证
书等）。

纸质版（按装订顺序）

征集方式

1、胶订封面及目录；
2、附件3-20_项目编号2020-20《项目申报
书》_降低中小型科技企业融资成本（封面及
项目申请表、汇总表）；
3、附件2_承诺书
4、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的贷款/融资合同；
6、贷款/融资资金到位凭证复印件；
7、企业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公开征集
8、企业上一年度完税证明；
9、规模以上企业提供上一年度统计报表
（请下载带水印的报表），规模以下企业提
供近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10、科技创新活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高新企业证书、专利文件和研发投入证明材
料等；
11、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证明材料（如：企
业荣誉或资质证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