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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信息篇（2021/3/8~2021/3/12） 

国家级 

1、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化学药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要求（试行）》的通告（2

021 年第 21 号） 

为进一步指导企业开展药品研发，加快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化学药品研发上市进程，提供可参考的技术标准。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

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化学药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要求（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

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 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 年 3 月 3 日 

2、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按照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经公开征集课题建议及承担单位、组织专业委员会及

专家组审议、网上公示、药典委审核，确定了 2021 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任务。现将 2021 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品种及通用技术要求目录（详见附件

1、2）反馈给你们。为确保 2021 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工作顺利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管理办法，按照《国家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合同书》及其附件确定的工作任务、研究目标、考核指标、经费预算，确保工作进度，

严把工作质量。 

二、起草单位、复核单位和牵头单位按照经费性质分别填报相应的电子版和纸质版合同书（详见附件 3、4），其中，经费类型 A 类为国家药典委员

会拨付课题经费，B 类为承担单位自行解决课题经费。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22e22f0726b4910c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22e22f0726b4910c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860.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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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前，将电子版合同书按照类别发送至相应处室联系人邮箱。待审核通过并告知你单位后，再请将加盖本单位公章的纸质版合

同书按照类别寄送至相应处室。我委签署合同后，将分送至相关单位。 

3、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中药变更受理审查指南（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24 号）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实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有关事宜的公告》（2020 年第 46 号），为推进相关配套规范性文件、技术指导原则起草制定工作，

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中药变更受理审查指南（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

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 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4、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一批）》的公示 

根据国家局 2019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程序的公告》（2019 年第 25 号），我中心组织遴选了第四十一批参

比制剂（见附件），现予以公示征求意见。 

公示期间，请通过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下“参比制剂存疑品种申请”模块向药审中心进行反馈，为更好服务申请人，反馈意见请提供充分依据和论证

材料，反馈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公示期限：2021 年 3 月 12 日～2021 年 3 月 25 日（10 个工作日）。 

 

知识产权信息篇（2021/03/06~2021/03/12）  

地方级  

1、关于印发《天津市知识产权局 2021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 2021年工作要点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d99367534022507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90609bd471f3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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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我市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开局之年。全市知识产权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

要要求和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作部署，在市市场监管委领导下，坚定不移贯彻

新发展理念，强化全链条保护，积极服务我市“一基地三区”建设，为我市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发展和建设知识产权强市提供有力的支撑。

2021年，全市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0件。 

一、树立新发展理念，做好知识产权顶层设计 

（一）强化知识产权战略规划。统筹协调发挥市知识产权战略领导小组职能作用，凝聚共识，制定出台《天津市知识产权“十四五”规划》和《天

津知识产权强市战略纲要（2021-2035 年）》，明确中长期知识产权战略目标和工作举措。 

（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部署。筹备召开全市知识产权保护大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推动我市《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见》落实，系统部署实施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系列举

措，明确打造知识产权保护最优城市目标。 

（三）优化评价指标和考核体系。优化知识产权发展指标,按国家知识产权局要求，将“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调整为“每万人口高价值专利

拥有量”，发挥评价指标引领作用。与相关部门配合，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各区党委和政府绩效考核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做好考核评价工作。 

（四）推进京津冀知识产权协同发展。开展京津冀知识产权协同发展专题研究，结合知识产权工作新形势，提出三地知识产权协同发展重点任务和

实现路径。参与京津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研讨，推进京津冀知识产权保护经验交流与合作，打造京津冀一体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强化知识产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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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积极开展法律制度修订工作。配合市人大开展《天津市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的修订准备工作。配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好知识产权相关法律

的修订调研工作，确保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一致性。 

（六）全面依法行政。制定实施《市知识产权局 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认真组织相关行政诉讼应诉工作，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审核。系

统组织知识产权法律学习，开展各种形式的知识产权“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网络、进机关”普法宣传活动，营造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环境。 

（七）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指导力度。与相关部门配合开展各项专项执法行动，持续加大行政执法指导力度，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注、

侵权假冒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区域，重拳出击、整治到底，指导知识产权执法部门适时曝光一批知识产权侵权典型案例，发挥震慑作用。 

三、着眼高质量发展，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质量 

（八）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工程。着眼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两大重点服务产业领域，选取人工智能和电池材料、建筑材料等若干细分领域，

以企业分析为主、产业分析为辅开展专利导航工作。联合专利代理、知识产权运营等服务机构对经过预审的专利进行全流程跟踪培育，支持各类创新主

体高价值专利产出，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和核心技术专利布局。 

（九）实施地理标志产品培育工程。推进农产品品牌化发展，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作为促进农民增收、兴农富农的重要抓手，调动发挥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和致富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形成抱团取暖的良好效应，使广大农民感受到地理标志和商标品牌在提升农产品市场占有率和产品附加值中的巨大作

用，助推品牌兴农，助力乡村振兴。指导涉农区培育、申报一批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年内培育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和集体商标 4件，指导申请注册农产品商标 800件。 

（十）推进知识产权强区工程。加快推进落实知识产权强区指导意见，推动区域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建设，引导区域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

国家试点示范城区建设工作，打造一批知识产权优势区域。加快推进落实知识产权特色小镇建设方案，新培育特色小镇 1个。深入区域开展调研和服

务，组织召开工作推动会，提升区域知识产权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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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深化企业高质量发展工程。强化企业知识产权主体地位，持续推进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培育，推动企业实施知识产权规范化管

理，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综合能力。指导企业开展专利布局，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推进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工作，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加大企业知识

产权服务力度，开展专题知识产权服务。 

（十二）推进高校院所知识产权工作。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实施知识产权规范化管理，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强对科研项目的专利布局。推动国家

知识产权试点示范校工作，强化试点示范高校示范引领作用，为大学科技园提供知识产权保障，促进高校提升知识产权工作水平，培育 3-5所有效专利

超 500件的高校。 

（十三）深入开展知识产权创新创业大赛。继续举办天津市知识产权创新创业大赛，评出优秀项目 60个，为中小企业、青年学生等提供展示创

新、创意、创造成果的平台，推动重点参赛、获奖项目实施转化，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四、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进“大保护”体系建设工程 

（十四）加强全市知识产权保护协作。建立重点部门走访联系制度，加强与司法部门的协调联动，及时沟通交流工作进展，推进全市保护工作。建

立工作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报送工作信息。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营造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环境。 

（十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建设。推进知识产权诚信领域工作机制建设，开展诚信业务宣传培训。组织成立知识产权保护志愿者队伍，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宣传培训。加大重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指导力度，做好企业家咨询服务。培育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开展打

击非正常专利申请整治专项行动。 

（十六）完善市区四级行政保护体系。统筹全年专利行政保护工作，发布年度保护工作要点，明确市、区全年工作任务。开展区域专利行政保护试

点，提升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区保护水平。建立专利行政调解裁决工作信息报送制度。开展专利行政保护培训，培养专业化人员队伍。探索建立技术调

查员制度，借助专业咨询力量提高专利纠纷案件的调解裁决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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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积极发挥“双保护中心”作用。高标准建设中国（天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充分发挥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作用，聚焦新一代信息

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等支柱产业，建立专利快速授权、快速确权、快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服务“津城”“滨城”双城发展。发

布我市知识产权援助意见，完善援助“1+3+N”工作体系。 

 五、提高知识产权有效运用，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十八）实施专利密集型产业运用促进工程。以知识产权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关键难题为主线，开展专利密集型产业分析。围绕生物医药、信息安全

等产业，培育 2-3家知识产权运营特色分中心，搭建服务平台，为全市知识产权运营工作提供高效便捷服务；储备一批专利密集型产业优质专利，推荐

参加中国专利奖评选。 

（十九）推进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银企对接活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在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城市建设试点区域探索

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工作，力争年底完成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 1单。 

（二十）推进东丽区、滨海新区开展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城市建设。指导东丽区、滨海新区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制度，构建政策完

善、运营规范、体系健全的市场化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 

（二十一）强化专利、商标代理机构的监管工作。加强对专利、商标代理机构事中事后监管，规范行业执业行为，深入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模式。严厉打击不以使用为目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行为，大力整治恶意代理和采取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行为，引导申请人依法申请商标注册，引导商

标代理机构依法从事商标代理业务。 

六、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二十二）拓展专利代办业务服务范围。积极争取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做好缴费票据电子化工作，探索承诺制办理费减备案改革，进一步便利申

请人。完成综合电子专利申请率达到 90%、代理机构电子申请率达到 95%的任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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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持续强化商标注册便利化工程。切实发挥好全市 8个商标注册受理窗口的作用，方便市场主体商标注册申请的申报工作。在中国（天

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验收运营基础上，积极协调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设立天津商标巡回评审庭，开展商标驳回复审、无效宣告等商标评审案件评

审工作。 

（二十四）加强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依托国家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基地数据资源，做好新一代专利信息服务检索分析系统维护，提升专利信息服

务检索与分析服务能力。发挥好创新与技术中心 TISC作用，开展专利信息专业化服务，服务产业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 

（二十五）做好专利数据统计分析，提升服务科学决策水平。编制并发布《2020年天津市知识产权统计数据册》、《知识产权统计与监测月报》，

做好分析服务。与市统计局等部门对接，分时段统计报送《天津城市定位指标体系》中专利指标统计数据，不断挖掘统计数据价值。 

七、拓宽国际视野，服务改革开放大局 

（二十六）强化内外资企业知识产权依法同等保护。坚持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在专利申请受理、优先专利预审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在侵权纠

纷调解、快速等方面享有同等保护，构建公平、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二十七）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强化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海外纠纷应对指导。推进 PCT

国际专利工作，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商标品牌知名度，做大做强企业知识产权创新主体。积极推动商标国际注册工作，服务于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 

（二十八）深化“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会同海关、贸促会等部门加强企业“一带一路”市场开拓中的知识产权培训，配合推进重点企业知识

产权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建设，联合设立企业海外援助指导中心。 

八、夯实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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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大力倡导和培育知识产权文化理念，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开展知识产权公益宣传。开展青少年知识产权教育，推进

知识产权教育示范校建设。组织开展 4.26 知识产权宣传周、5.10中国品牌日宣传活动,举办知识产权新闻发布会，加大知识产权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

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三十）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加大知识产权培训，举办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等各类培训班，提高全

市知识产权从业人员总体水平。严密组织知识产权专业职称评审改革工作，壮大企事业单位专业化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发挥好专家智库作用，为知识产

权决策重大课题、知识产权保护和职称评审提供人才支撑和保障。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部署，积极申请在我市设立国家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 

（三十一）提升机关管理效能。提高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明确责任分工，加强绩效考评管理。加强政务公开和窗口单位管理，提升综合

服务水平。完善管理制度，加强档案管理、保密管理、网络信息化管理、安全应急管理等综合治理工作，确保机关和谐稳定。 

九、坚持党对知识产权事业的全面领导 

（三十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视察天津时的讲话精神以及关

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论述精神，加强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市委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监督

检查，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在服务大局、服务中心、服务群众上创先争优、展现作为。 

（三十三）按照党中央部署，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发挥领学促学作用，组织各党支部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组织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紧紧围绕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工作任务，教育和引导我局全体党员干部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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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着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推动警示教育常态化，强化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把纪律摆在前面，落实监督职责，深入开展“以案三

促”，以案明纪、以案宣纪，教育警示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深入开展“讲担当、促作为、抓落实”活动，积极推动和组织争当“三个表

率”、建设模范机关活动，落实“双报到”制度，组织督促机关党员、干部到社区轮值入列；强化跟踪问效，把党的建设各项任务做实做深做细。 

（三十五）贯彻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强化干部的培养锻炼，促使干部解放思

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转变作风，提高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适时开展综合处室和业务处室之间的干部交流轮岗、推进年轻干部交流轮岗、选派年

轻干部深入企业一线参加服务队工作，积极为干部搭建培养锻炼平台。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 

2021年 3月 9日 

2、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关于举办第二批预审服务备案企业培训的通知 

为进一步服务天津市产业创新发展，全面做好专利申请、专利复审和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的快速预审服务，规范专利快速预审服务申请主体的备案工

作，提高专利质量，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拟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材料产业创新主体开展知识产权快速预审服务培训。 

一、培训时间 

第一讲：2021年 3月 19日  上午 9:00-11:00 

第二讲：2021年 3月 24日  上午 9:00-11:00 

二、培训地点 

天津市滨海新区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开华道 22号普天创新园 2号楼 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三、培训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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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面向天津市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第一批、第二批拟备案单位、代理机构及相关单位人员。 

四、培训内容 

第一讲：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基本职能简介；保护中心专利预审业务介绍、单位备案、预审审查及有关注意事项。 

第二讲：专利审批环节意识形态风险案例以及不授权主题宣讲；专利快速预审备案单位和代理机构管理办法宣讲；预审服务创新主体备案操作程序

以及预审服务流程讲解。 

五、培训讲师 

资深审查员及保护中心预审员。 

六、报名方式 

参加培训的人员请扫描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进行电子报名。 

     咨询电话： 第一讲：022-23768809转 6011 

           第二讲：022-23768809转 5011 

七、相关要求 

1. 参训人员须无发热、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恶心呕吐、腹泻、头疼等症状，且 14天内无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无接触疑似、确诊患者

史。 

2. 请随时关注疫情防控信息，合理搭乘交通工具，全程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提前注册“天津健康码”以备查看。 

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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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1年 3月 12日 

资讯 

1、这才刚开始？国知局副局长：后续还会有更大力度的打击专利非正常申请行为(IPRlearn) 

当前，我国正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十四五”期间，中国知识产权事业该如

何发展？如何提高知识产权的质量？3 月 9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他指出，知识产权目前正进入高质量、高效益

发展的新阶段，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内在要求。此外，知识产权十四五专项规划已经列为重点专项规划，正在积极制定中，将于年中经国务院

批准后对外发布。 

在专访中提到，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部署专利非正常申请的专项整治行动，各地知识产权部门正在进行核查和处理。 

关联链接： 

浙江涉及非正常专利申请 8300个申请人 

严查！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非正常专利申请将全部撤回 

 

国家知识产权局 1月 27日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下简称《通知》）特别提到，不以保护创新为目

的的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予以从严打击、从严处置。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将知识产权的高质量申请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何志敏透露说，对于专利非正常申请行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后

续还会有更大力度的打击措施。 

javascript:void(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Njg3NQ==&mid=2650741097&idx=2&sn=43ee7301969ef61102e79442bb662eef&chksm=873699edb04110fbcddbabf8c2e89fb9d449159c8eb70037eed593f686eb95928cd20921582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Njg3NQ==&mid=2650741071&idx=1&sn=94290026db0d52964c531a93aec70a1a&chksm=873699cbb04110ddf855589032eaf8eec062e216d82f016ed58655227fb48a9068f55fb17827&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Njg3NQ==&mid=2650740554&idx=1&sn=2395b17e8fa1b06182ce0a9f39311838&chksm=873697ceb0411ed8b478c39e31a371e929ad7036a6bc9a3ab5088e26cbb7ae54aeb8e6f1a2f6&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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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链接： 

国知局：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办法（征求意见稿） 

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 

注：根据全国各省公布的涉及非正常专利申请情况来看，预估这次涉及的非正常专利申请已达到 10万+/件。大家莫慌，也许这才刚开始 

那么非正常专利申请的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打击？以下文章进行了分析： 

关联链接： 

非正常专利申请的行为是如何产生的？ 

我国专利、商标等质量还需持续提高 

何志敏告诉记者，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主题，这也必然要求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从目前发展状况看，我们早已是知识产权数量

大国，专利申请量、商标注册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专利、商标等的质量还需要

持续提高。”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2021）》（下简称《工作指引》）。《工作指引》要求，强化知识产权高质

量发展标杆引领，主要围绕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持续推动“十四五”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实施落实，因地制宜设置地方“十四

五”指标体系，高标准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等重点任务。 

何谓知识产权的“质量”？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Njg3NQ==&mid=2650740649&idx=1&sn=a04e34f5ba162012282745c90224457c&chksm=8736972db0411e3b427df447288289073d5daa63dfb3d74c15db71c7fa53399a35bcd7ff8ce4&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Njg3NQ==&mid=2650740554&idx=1&sn=2395b17e8fa1b06182ce0a9f39311838&chksm=873697ceb0411ed8b478c39e31a371e929ad7036a6bc9a3ab5088e26cbb7ae54aeb8e6f1a2f6&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Njg3NQ==&mid=2650740607&idx=1&sn=9a1f964d6357bf7ceabb2fad778e665c&chksm=873697fbb0411eed98f2b7282921771dc6d8999c2130fb6136a032aa851c78a928e05be4c23c&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Njg3NQ==&mid=2650741046&idx=1&sn=046638c582ba3b13dfeecdf20b54921a&chksm=873699b2b04110a4393824bf5764a2a5207bed7657401640d572d98fcda4f8cb6783f84c74ce&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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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敏告诉记者，其衡量标准即是发明专利的高价值和中国品牌的影响力。“知识产权发展到今天，也应该进入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的新阶段

了。” 

何志敏指出，在十四五规划纲要的 5方面 20个主要指标中，专门为知识产权设置了一项关键性指标（即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2

件），作为衡量“创新驱动”的产出指标，充分说明党中央对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知识产权十四五专项规划已列为重点，正积极制定中 

记者注意到，知识产权相关工作在十四五规划纲要的不少地方都有体现。何志敏指出，在“创新驱动”方面专门为知识产权设置了一节，要实行严

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知识产权运用。 

“举个例子，在促进经济发展国内大循环方面，提出要发展中国品牌，这就与高价值商标紧密相关。当商标的运用实现了足够的商业价值，实际上

就促进了品牌的影响力。又比如，在农业发展方面，提出要大力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这是在实现全面脱贫之后，通过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非常

有效的长效举措。我国有非常丰富的地理标志资源，而发展地理标志产业，对于促进经济实力比较薄弱地区的发展，意义更加重大。” 

何志敏向记者透露，知识产权十四五专项规划已经列为重点专项规划，正在积极制定中，将于年中经国务院批准后对外发布。何志敏介绍说，这份

专项规划将围绕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关键问题进行展开，重点在实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知识产权有效运用两大方面，对涉及知识产权高

质量发展的其他方面也都将提出具体的措施。 

针对恶意抢注商标行为，将出台专项惩治行动方案 

2018年 12月 4日，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国家知识产权局等 38个部门联合签署了《关于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

合作备忘录》，决定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关联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Njg3NQ==&mid=2650725651&idx=1&sn=21b5e7ef8d61305b9e07b03b8935b621&chksm=87375d97b040d4818cdbb8205c8d9c2919a4cf22753de7249da01c60b4d7b2efd41e58b639f4&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Njg3NQ==&mid=2650725651&idx=1&sn=21b5e7ef8d61305b9e07b03b8935b621&chksm=87375d97b040d4818cdbb8205c8d9c2919a4cf22753de7249da01c60b4d7b2efd41e58b639f4&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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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部门联合:惩戒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实施者 

这份备忘录不仅建立了知识产权侵权失信行为“黑名单”制度，更明确了知识产权（专利）领域失信行为的具体判断标准。何志敏指出，备忘录出

台后，对专利领域非正常申请起到了较好的规范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部署专利非正常申请的专项整治行动，各

地知识产权部门正在进行核查和处理。 

记者获悉，国家知识产权局 1月 27日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下简称《通知》）特别提到，不以保

护创新为目的的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予以从严打击、从严处置。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将知识产权的高质量申请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何志敏透露说，对于专利非正常申请行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后

续还会有更大力度的打击措施。 

对于商标恶意抢注行为这个顽疾，社会各界深恶痛绝。何志敏对此表示，商标法已经明确了诚实信用原则，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了持续的打击，日

前集中驳回了一批恶意抢注的商标申请，并对相关申请人和代理机构的进行了曝光。下一步，将出台专项惩治行动方案，依法研究商标领域失信的具体

表现，建立失信“黑名单”制度，出重拳和组合拳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要让恶意抢注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对不良行为起到有效的震慑作

用。何志敏认为，对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除了要加强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外，还应该通过行业自律、仲裁调解、诚信体系建设等措施，形成大保护格

局。 

 

“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就是知识产权诚信体系的建设。”何志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一旦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好

了，知识产权失信行为就会被遏制在一个非常低的程度。此外，对于商标领域的失信行为，一是政府会坚决打击；二是正在研究纳入到社会诚信体系的

具体措施。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Njg3NQ==&mid=2650725651&idx=1&sn=21b5e7ef8d61305b9e07b03b8935b621&chksm=87375d97b040d4818cdbb8205c8d9c2919a4cf22753de7249da01c60b4d7b2efd41e58b639f4&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Njg3NQ==&mid=2650740554&idx=1&sn=2395b17e8fa1b06182ce0a9f39311838&chksm=873697ceb0411ed8b478c39e31a371e929ad7036a6bc9a3ab5088e26cbb7ae54aeb8e6f1a2f6&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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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知识产权工作，都是在围绕高质量发展、支撑高质量发展来开展的。”何志敏说。 

5倍惩罚性赔偿数值是全世界最高水平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重新组建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现了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的集中管理。据中新社报道，国家知识产

权局重组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曾表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重组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知识产权局。 

何志敏说，目前知识产权的管理已经实现了相对集中，商标、专利、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已经一体化，曾经“分散”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

解决，知识产权工作效能因此得到了提升。总体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经提高了很多，特别是惩罚性赔偿制度，从民法典到商标法、专利法以及

正在修改中的著作权法都明确了 5倍的惩罚性赔偿规定。而 5倍赔偿这个数值，已经是全世界的最高水平。 

何志敏表示，无论是国家的重视程度、制度建设，还是工作推进、社会共识，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较高水平，但在行政执法

层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现在地方知识产权工作存在一些新情况。”何志敏表示，随着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主体下沉到了区县一级，当前基层知识产权执法能力存在三个

新问题。第一、执法力量相对薄弱。过去专利领域执法在省级，后来扩展到了设区市，现在则下沉到了区县，并以区县市场监管部门为主。总体上看，

区县市场监管部门中，知识产权执法人员数量不足问题比较突出。 

第二、执法水平有待提高。区县知识产权执法队伍的执法水平达不到“严保护”的要求，涉及专利、植物新品种、技术秘密、软件著作权等技术含

量高的知识产权，执法者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积累，这对执法者的能力水平要求非常高。目前来看，基层的执法力量总体上还不太适应这

个要求。 

第三、执法条件保障不足。知识产权执法需要专门的设施和条件来保证，比如需要建立知识产权信息查询分析系统，目前大多数区县级市场监管部

门不具备这个条件，需要增加投入加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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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敏表示，为了解决上述困难，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开展了很多工作积极应对，比如出台了专利和商标侵权标准，强化对地方执法的业务指导，对

基层执法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建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等。 

“要完成这些工作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总体来说，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无论是司法保护、行政执法，还是行业自律、保护意识，都在不断加强，

这都是客观事实。” 

推荐阅读： 

国知局 2021任务：全面取消对知识产权申请的资助/打击非正常申请 

剥离专利证书属性的获利来源，消除我国非正常申请 

如何避免自己撰写的申请被认定为非正常专利申请？ 

发布时间：2021年 3月 12日 

盈科瑞﹒知识产权部 

 2021 年 03 月 12 日 

科技项目篇（2021/3/8~3/12） 

天津市 

1、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申报指南的通知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天津市财政局（2020-3-2）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Njg3NQ==&mid=2650741046&idx=1&sn=046638c582ba3b13dfeecdf20b54921a&chksm=873699b2b04110a4393824bf5764a2a5207bed7657401640d572d98fcda4f8cb6783f84c74ce&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Njg3NQ==&mid=2650740997&idx=1&sn=028400700c9a64cfde3b52fd014d0bdb&chksm=87369981b0411097e3826e1043da4a30cf03ca1548ab70d2c6eb97aef4c1ba2e0e526e67464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Njg3NQ==&mid=2650730692&idx=1&sn=27e80ddb4ba12bfec98608253156a5b1&chksm=87377040b040f95675389921f735510a3c7ba86bd865751ad81172c5301802a3c85ca1d81518&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gyxxh.tj.gov.cn/ZWXX5652/TZGG644/2021n/202103/t20210302_5371199.html
http://gyxxh.tj.gov.cn/ZWXX5652/TZGG644/2021n/202103/t20210302_53711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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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按照《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

部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财建〔2021〕2 号）文件要求，开展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示范平台（以下简称示范平台）申报推荐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做好组织申报工作 

请各区主管部门高度重视，认真做好政策宣讲，扩大政策的知晓度，调动相关单位申报的积极性。依据《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和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申报指南》（以下简称《申报指南》），认真组织本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国家（或市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

范平台进行申报。《申报指南》电子版可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官方网站（http://gyxxh.tj.gov.cn）通知公告栏目下载。 

二、严格遵守工作程序 

本次申报推荐不设名额，各区要严格把握申报条件和申报要求，落实申报责任，做好申报材料的初步审查推荐工作。 

2021 年 3 月 8 日前，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财政局联合行文（一式两份）报送推荐单位名单（含推荐名单汇总表，见《申报指南》附件 3、附

件 4），并将推荐单位申报材料（一式六份）和电子光盘提交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逾期不再受理。 

报送地点：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35 号城市大厦 701 室；联系人：张姝；联系电话：83602787。 

特此通知。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财政局    2021 年 3 月 1 日 

（联系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中小企业服务发展处 高金鑫；联系电话：83602791； 

市财政局经济建设一处 路培；联系电话：23303765） 

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申报指南 

一、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一）申报条件 

1．我市有效期内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不含已在上交所主板、科创板和深交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境外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 

2．产业导向方面，属于《工业“四基”发展目录》所列重点领域或制造强国战略十大重点产业领域；或主导产品属于关键领域“补短板”、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填补国内空白（国际空白）；或与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协同创新； 

3．专业化程度方面，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70%以上； 

4．创新能力方面，2019 年、2020 年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均在 4%以上；且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之一：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2 项以上、自建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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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 1 个以上； 

5．经营管理方面，取得相关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如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 

6．成长性方面，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不作为第一批申报条件）；或有上市计划（已递交申请书或已进入辅导期）。 

（二）申报材料 

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请书（附件 1）。包括以下内容： 

1．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本情况表（附件 1-1）； 

2．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标表（附件 1-2）； 

3．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自述报告（附件 1-3）； 

4．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佐证材料（附件 1-4）； 

5．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承诺书（附件 1-5）。 

申报材料须印刷清楚、整齐，双面打印，按以上顺序编制目录、页码，并胶装成册。 

二、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一）申报条件 

1．我市有效期内的国家（或市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2．具备提供技术创新服务，上市辅导等融资服务，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知识产权应用、上云用云及工业设计等服务的能力；

具有较好的服务业绩和服务经验。 

技术创新服务指为企业提供创造新技术（或核心技术攻关）为目的的创新服务，或以关键技术为基础开展的研发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服务。包括技

术创新诊断、技术资源导入、技术研发咨询、技术成果转化与推广、技术成果评价等服务。达到帮助企业实现有效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促进创新资源共享，

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效果、效益的目的。 

上市辅导等融资服务指为企业提供上市辅导服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和具体需求，帮助企业规范运作方式、治理结构；

为企业提供融资、资产评估对接等融资服务。包括上市诊断、辅导、融资对接、资产评估、资产结构优化等服务。达到通过提供管家式全流程专业咨询服

务，推动产业与资本的深度融合，加快企业上市步伐的目的。 

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服务指为企业自身或联合高校、科研院所进行技术开发并形成创新成果，开展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标准、新

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应用过程的服务活动。包括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需求分析及诊断，创新成果评估、试验、检测、开发，创新成果应用资源对接

与推广。达到帮助企业推动形成新标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推动创新成果应用及产业化，助推企业快速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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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指为企业提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咨询服务，通过数字化赋能，优化企业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产品运营流程，实现

企业价值提升。包括提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提升诊断，提供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制造运营管理、自动化控制、供应链管理等系统性解决方案等。达到通

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赋能，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目的。 

知识产权应用服务指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相关服务，帮助企业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并通过法律保护企业知识产权方面的合法权益。包括为专利、商

标、版权、著作权、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提供知识产权诊断、战略咨询、鉴定、评估、交易、质押融资、检索、保护、维权等服务。达到引导企业

建立知识产权预警制度，提升企业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能力和水平的目的。 

上云用云服务指通过网络以按需求、易扩展的方式推动企业的基础设施、管理及业务部署到云端，并通过云服务为企业提供的计算、存储、软件、数

据等服务。包括提供上云用云诊断、咨询，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方面提供上云用云解决方案。数字化服务商通过开放平台接口，

提供数据、计算能力等数字化资源服务。达到帮助企业打通企业上云通道，降低用云门槛，助力企业成长的目的。 

工业设计服务指运用现代化手段，以工学、美学、经济学为基础对企业所需工业产品进行设计服务。包括提供产品概念设计、方案设计、外观设计、

结构设计等工业设计服务。达到推进设计服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和创建品牌的目的。 

（二）申报材料 

天津市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申请书（附件 2）。包括以下内容： 

1．天津市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本情况表（附件 2-1）； 

2．天津市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标表（附件 2-2）； 

3．天津市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服务情况表（附件 2-3）； 

4．天津市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集聚服务机构一览表（附件 2-4）； 

5．天津市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自述报告（附件 2-5）； 

6．天津市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承诺书（附件 2-6）。 

申报材料须根据以上第 1 至 6 项内容提供必要佐证材料，印刷清楚、整齐，双面打印，按以上顺序编制目录、页码，并胶装成册。 

提供针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定的服务方案（另行装订纸质材料两份和电子光盘两张）及 PPT（自备 U 盘），作为评审重要依据。服务方案

要完整专业；服务内容要有针对性；服务措施、流程要可执行，具有合理性、创新性；服务目标可实现、可见效。 

三、申报程序 

1．自主申报。符合条件的单位按照《申报指南》要求，填写相应表格，编制申报材料，并按所属区要求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本次申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未指派任何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收费的培训班、解读班、项目申报等服务，企业如有申报问题咨询，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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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两级主管部门咨询。 

各区主管部门亦不得以参加收费培训班或解读班作为企业申报前提条件。 

2．各区初步审查。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财政局，按照属地原则，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确保符合申报条件。同时两部门联合行文推

荐，上报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3．市级评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对各申报单位进行评审（评审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按评审情况，确定我市第一批重

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示范平台拟推荐名单，并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网站进行公示。 

4．联合推荐。公示无异议后，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行文，将我市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含

推荐名单）上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5．资金拨付。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我市实施方案后，财政部于批复当年、实施期满 1 年及满 2 年时，按照预算管理规定、分年度绩效考核

结果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建议，按程序滚动安排奖补资金，切块下达我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按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我市实施

方案的批复及资金拨付情况，确定我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示范平台奖补名单及金额，并主动公开。市财政局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将奖

补资金预算下达获得奖补资金单位所在区财政局，相关区财政局应及时将奖补资金拨付企业。 

6．资金管理。奖补资金管理适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所获奖补资金，由企业围绕“专精特新”发展

目标安排使用；对检查考核发现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示范平台所获奖补资金须用

于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不得用于示范平台自身建设、工作经费等；如检查考核发现存在此类问题的，酌情扣减有关奖补资金。 

7．服务指导。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和定期跟踪指导，及时协调解决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示范平台经营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融资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企业提升专业化能力和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成长性，总结经验做法，分析存

在的困难问题，动态反映相关情况。 

8．绩效考核。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我市实施方案后，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按有关要求做好组织推进实施，分年度实施成效评估；

依据考核结果明确继续支持的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并与后续奖补资金安排挂钩。 

9．监督管理。获得奖补资金单位应积极配合国家和我市相关部门开展现场督促、服务满意度测评、监督管理等工作，并按照相关要求及时报送企业

运行、奖补资金使用等情况。 

四、申报要求 

1．各区初审上报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8 日，逾期不予补报。 

2．申报单位要按照相关要求编写申报材料，并配合各区主管部门做好初步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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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单位申报材料及填报信息必须真实、合法。 

附件： 

1．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请书 

1-1．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本情况表 

1-2．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标表 

1-3．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自述报告 

1-4．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佐证材料（供参考） 

1-5．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承诺书（样本） 

2．天津市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申请书 

2-1．天津市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本情况表 

2-2．天津市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标表 

2-3．天津市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服务情况表 

2-4．天津市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集聚服务机构一览表 

2-5．天津市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自述报告 

2-6．天津市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承诺书（样本） 

3．XX 区推荐天津市第一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汇总表 

4．XX 区推荐天津市第一批支持国家（或市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汇总表 

2、市科技局关于做好我市 2021 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通知  天津市科技局（2021-3-3） 

各区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 号）的有关规定，以及科技部火炬中心《关于开展 2021 年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的通知》（国科火字〔2021〕11号）要求，现就组织开展 2021年我市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区科技部门要认真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深入推进企业服务便利化和“全网上、一站式”改革，坚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业务全流程网上

办理。 

二、各区科技部门应广泛发动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前往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网址：fuwu.most.gov.cn）注册单位用户（法人）账号、选择

http://kxjs.tj.gov.cn/ZWGK4143/TZGG2079/202103/t20210302_53719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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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提交《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自主进行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企业提交《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的受理截止日期为 10

月 20日。 

三、市科技局组织各区科技部门在线进行企业评价信息形式审查等工作，原则上每月公示、公告一批入库登记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市科技局于 10

月 31日前完成拟入库企业公示文件发布工作。 

四、各区科技部门要继续做好科技型中小企业动态监测分析，积极组织辖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于每季度最后一月（3/6/9/12 月）在全国科技型中小

企业信息服务平台（www.innofund.gov.cn）填写调查数据，及时掌握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运行情况。 

五、已入库企业但经核查不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的，由各区科技部门提请市科技局撤销或市科技局直接撤销登记编号，并在信息服务平台上公

告。被撤销登记编号的企业当年不得再次参与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六、市科技局通过信息服务平台组织开展当年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集中抽查工作，有关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七、各区科技部门要贯彻落实中央和我市有关要求，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跟踪服务工作，深入了解企业发展需求和政策

诉求，加大政策供给保障和落实力度，采取务实有效措施推动本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为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八、请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积极、及时参加评价工作，取得 2021年入库登记编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按照我市研发投入后补助政策的相关要求，

申请享受相应的补助。 

    联系人及电话：李  坦 87899468 转 8502，吕景礼 58326707 

3、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关于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天津市科技局（2021-3-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天津市

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自然人临时代开发票预征个人所得税的事项  

（一）对在本市范围内临时从事生产、经营的零散税收纳税人在代开增值税发票时，按纳税人开票金额（不含增值税）的 1.5％预征个人所得税。 

（二）年度终了后，纳税人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2018 年第 62 号）规定办理经营所得汇算清缴时，

按本公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被预征的个人所得税可以在汇算清缴时扣除。  

（三）对自然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综合所得需要代开发票的，在代开发票环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其个人所得税由

扣缴义务人依照《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1 号发布）规定预扣预缴（或代扣代缴）并办理全员全额扣缴

申报。代开发票单位在开具发票时，应在发票备注栏内统一注明“个人所得税由支付方依法预扣预缴（或代扣代缴）”。  

http://tianjin.chinatax.gov.cn/11200000000/0300/030004/03000411/202103021705249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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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人销售和出租不动产代开发票的，仍按原政策执行。  

二、关于建筑安装业跨省异地工程作业人员个人所得税征管事项  

对跨省建筑安装的总承包企业、分承包企业派驻跨省异地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异地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跨省异

地施工单位工程作业人员工资、薪金所得，由总承包企业、分承包企业、劳务派遣企业或施工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向工程作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全员全额明细申报。  

本公告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天津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外地进津建筑安装企业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公告》（2012 年第 4 号，国家税务总

局天津市税务局公告 2018 年第 1 号修改）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2021 年 3 月 1 日 

4、关于做好 2021 年天津科技年鉴编纂工作的通知  天津市科学技术局（2021-3-8） 

各有关单位： 

    《天津科技年鉴》2021 卷的稿件征集工作已经启动，具体工作要求及安排如下： 

    一、编辑科技年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记述 2020 年天津市深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着力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全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造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科

技有效供给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在加强新动能引育、战略支撑、创新治理、高水平人才资源供给等方面的重要举措和成效。 

    二、请各单位撰稿人按照上述要求，参照篇目设计并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组织撰写，撰写材料需审核后，登录天津科技年鉴信息系统填写，撰写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发生的重大科技事件、科技活动，年度内通过鉴定、评审、结题和获奖的重要科技成果，以及推广应用情况等内容。 

    三、为保证《天津科技年鉴（2021）》顺利出版，征稿时间截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请各单位对年鉴供稿工作继续给予高度重视，落实撰稿人，积极

做好资料收集、整理和稿件编写工作，按时上网提交。 

    四、对要素不全、记述内容空泛、缺乏科技创新点的来稿，将不予采用，恕不退稿。 

    五、请各单位撰稿人加入天津科技年鉴交流群，下载相关附件。 

    六、信息系统登录方式 

    信息系统网址：http://123.59.72.39:8085/ 

    登录名称：撰稿人所属单位全称 

http://kxjs.tj.gov.cn/ZWGK4143/TZGG2079/202103/t20210304_53742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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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天津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地址：河东区新开路 138 号  联系人：尹剑 13072227394、杨莉 18622025258   联系电话：24324829 

    QQ 群号：323685667（天津科技年鉴交流）    2021 年 3 月 1 日 

附件：《天津科技年鉴》（2021 卷）篇目设计? 

5、天津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主要政策解答（2021）   天津市科技局（2021-3-8） 

一、什么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在中国境内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居民企业。 

    二、有什么优惠政策 

    （一）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国家高企），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首次通过认定及由外省市整体迁入本市的高企，按照规模大小给予 30 万至 50 万元支持； 

    （三）对资格期满当年通过重新认定的高企，给予 20 万元支持； 

    （四）对服务企业申报国家高企成效突出的咨询服务机构给予最高 100 万元支持。 

    （五）将高新技术（培育）企业资格作为申报天津市科技重大专项、创新平台计划项目的必要条件；优先支持高企开展专利试点示范工作，并给予支

持。 

    三、有哪些政策依据 

    （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 号） 

    （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 号）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主席令第六十三号） 

  （四）《天津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实施方案》 

    四、认定标准是什么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http://kxjs.tj.gov.cn/ZWGK4143/ZXGZ7816/GQRD9031/GZDT2871/202103/t20210308_53777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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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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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市科技局关于预征集规模以上企业 2021 年天津市研发投入后补助项目的通知  天津市科学技术局（2021-3-8）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我市科技创新实力快速提升，加快推进我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统筹做好 2021年企业研

发投入后补助预算资金的安排，现面向规模以上企业启动 2021年天津市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项目预征集工作，规模以下企业的申报将在税务汇算清缴之

后一次申报完成，届时请关注市科技局官方网站的申报通知。 

    一、申报条件 

    此次预征集通知仅限规模以上企业申报，并满足如下条件： 

    （一）天津市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纳入国家科技统计调查的非独立法人资格企业，未被列入失信行为记录。 

    （二）企业 2020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三）纳入国家科技统计调查的企业，在满足本条（一）、（二）条件的基础上，还须在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填报 2020年度企业（单位）研

发活动统计报表。（《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107-1表、《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107-2表）。 

    二、补助范围及标准 

    以企业上一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向税务部门自行申报的享受税前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数额（以下简称“研发费用”）为补助基数，该数据由企业申请

数据与税务部门提供数据核实确定。 

http://kxjs.tj.gov.cn/ZWGK4143/TZGG2079/202103/t20210308_53776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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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补助原则 

    根据年度资金预算总额，按照企业 2020年度研发费用投入情况和综合经济贡献等确定补助企业名单。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市税务局正在研究制

定“天津市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实施方案（试行）”，近期将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最终补助原则将以实施方案为准。 

    （二）补助标准 

    1.基础补助额 

    （1）2021年获得入库的市级“雏鹰”企业，按照企业上一年度研发费用的 5%给予补助； 

    （2）2020年首次通过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按照企业上一年度（认定当年）研发费用的 5%给予补助； 

    （3）2021 年获得入库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市级“瞪羚”企业，有效期内的市级科技领军企业和领军培育企业，入选 2020 年中国独角兽榜单的

企业（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发布），按照企业上一年度研发费用的 2.5%给予补助； 

    （4）其他企业按照企业上一年度研发费用的 1.5%给予补助。 

    企业最终获得支持以符合上述条件的最高比例给予基础补助额支持。 

    2.增量补助额 

    （1）当上一年企业研发费用较前年增长时，增量补助额=基础补助额×上一年企业研发费用的增长率。当增长率大于 50%时，按 50%计算； 

    （2）当上一年企业研发费用较前年下降时，增量补助额=基础补助额×上一年企业研发费用增长率×2。当增长率小于－50%时，按－50%计算。增量

补助额为负数。 

    3.最终补助额 

    企业获得的最终补助额=基础补助额+增量补助额。单个企业获得的最终补助额不超过 500万元。 

    三、申报流程 

    （一）单位注册 

    符合条件的企业需通过市科学技术局网站登录“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http://xmgl.kxjs.tj.gov.cn），按照说明进行单位注册，并

上传相关材料。通过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注册地所在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局级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单位职工即可作为申请人进行注册

并申报。如已成功申报过市科学技术局科技计划项目的单位无需再次注册，可直接使用已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 

    （二）申请人注册 

    申请人可通过市科学技术局网站登录“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http://xmgl.kxjs.tj.gov.cn），按照说明进行注册，并在系统中选择

所属单位选项；申请人注册成功后可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填写申请书（已经注册的申请人无需再次注册）。如果在系统中没有找到所属单位，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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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单位尚未注册或尚未通过审核，申请人可联系所属单位尽快进行注册。 

    （三）在线申报 

    申请人登录系统创建项目申请书后，在计划类别栏和项目类别栏分别选择“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和“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合理选择企业

所属的“重点领域”（可参考申报我局重点研发计划科技支撑重点项目填报的重点领域），然后在线填写申请书；基本情况表中“企业汇算清缴享受加计

扣除的研发费用额”，由企业财务部门据实填写企业 2020年度可加计扣除研发费金额，该数据在企业完成 2020 年度汇算清缴申报后另行通知进行修改，

并在线提交；申请单位需要使用单位账号进行审核，并在线提交至局级主管部门；局级主管部门需使用部门账号对项目进行审核，并在线提交至市科学技

术局。 

    （四）申请书附件内容 

    此次申请暂不提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等汇算清缴相关附件。申报企业基本情况表中关于“企业汇算清缴享受税前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额”，由企业财务部门据实填写企业 2020 年度可加计扣除研发费金额，该数据在另行通知补充附件材料时可进行修改。 

    1.企业 2020年度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注：系统填报的基本情况表中“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须与该附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完全一致，18位）。 

    3.纳入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的企业，符合研发年报调查范围的企业，还须提供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填报的 2020年《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

况》（107-1表）、《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107-2表），报表须从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导出 pdf格式文件上传至申报系统。未纳入国家统

计局联网直报平台的企业不用提供该附件。 

    （五）申报截止时间 

    本通知面向规模以上企业，申报期内未完成申报的将不再予以受理（项目状态栏须显示为“市科技局审查通过”为完成申报状态）。 

    1.项目申报。申报时间为 2021年 3月 8日至 3月 19日，在此时间内，项目需完成“申请书提交”和“申报单位审核通过”。 

    2.局级主管部门审查。3 月 30 日完成局级主管部门审查。在此时间内，项目需完成“局级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建议各申请人及申请单位及时与局

级主管部门做好沟通。 

    3.市科技局审查。4月 13日完成审查。在此时间内，如果项目被审查驳回，修改后需再次经申报单位和局级主管部门两级审核；如果项目通过审查，

项目状态栏应显示为“市科技局审查通过”。该阶段，每个申报项目应在驳回后的 3个工作日内完成修改并成功提交至市科学技术局再次进行审查。如逾

期，则不再受理、审查。 

    （六）纸质材料报送 

    此次申请暂不提交纸质材料，另行通知具体报送时间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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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相关联系方式 

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2021年 4月 13日下午 17点前（公休日除外）开通申报咨询电话或电子邮箱，具体如下： 

 

7、  关于开展 2021 年天津市质量攻关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2021-3-11）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质量立市战略开展质量提升

行动的实施意见》中关于质量攻关的工作部署，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天津市质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 2021年质量攻关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1.改进生产工艺、减少产品缺陷、增加生产效率、攻克技术难点，推动质量技术水平提高。 

http://scjg.tj.gov.cn/tjsscjdglwyh_52651/xwdt/tg/202103/t20210310_53799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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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优化服务流程、提升用户满意度、解决质量管理难题，提升服务质量。 

    3.改进节能技术工艺、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目标。 

    4.采用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方法，突破关键性难题，推动自主创新。 

    二、重点领域 

    重点支持智能科技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汽车、石油石化产业开展质量攻关活动，以质量攻关促进质量提升；重

点支持医疗卫生领域企业（组织）参与质量攻关活动，推动医疗质量改善。 

    三、工作程序 

    （一）组织申报 

    天津市质量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区市场监管局、各工业集团及行业协会作为推荐单位引导帮扶企业积极参与申报。 

    申报企业要选择能显著提升产品质量水平、预期带来显著效益的项目列入本年度工作计划中，参加全市质量攻关活动，报至推荐单位。 

    上报质量攻关项目不得抄袭，不得与历年项目雷同，不得违反保密规定。 

    请各推荐单位于 4月 16日前将天津市 2021年质量攻关重点项目申报表（见附表）报送市市场监管委。 

    （二）确定计划 

    二季度，根据各推荐单位申报的项目，下达全市 2021年质量攻关重点项目计划名单，各项目组制定实施方案，严格按照计划执行，运用科学的管理

制度推进活动开展。 

    （三）培训宣贯 

    二季度，市市场监管委组织专业机构开展培训工作，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提升企业和个人质量意识，固化质量攻关流程。 

    （四）跟踪服务 

    三季度各推荐单位深入企业指导、检查和督促项目进度，了解企业开展质量攻关项目进展情况，帮助企业解决项目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和建议。 

    （五）提交成果 

    四季度，各推荐单位按照后续通知要求将企业申报的质量攻关项目成果提交市市场监管委。 

    （六）成果交流 

    四季度，召开全市质量攻关成果交流会，各项目小组通过 PPT 形式现场展示攻关成果，交流质量管理工具方法。 

    四、成果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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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专家打分评选出优秀项目。由天津市质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本次活动的优秀成果颁发荣誉奖杯和证书。 

    五、活动要求 

    （一）积极推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进行动员部署，广泛宣传和动员，发动企业申报质量攻关项目，以质量攻关活动帮助企业找准质量问题，进行

质量诊断，制定解决方案，推动企业质量提升。 

    （二）精心组织。各推荐单位要对企业申报的质量攻关项目认真筛选，选择有价值的项目列入全市质量攻关项目计划。企业主管领导要深入一线，在

人员、资金、技术问题等方面给予支持，制定项目实施计划，督促工作进度，对各个项目定期研讨，总结经验。 

    （三）确保落实。各推荐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有关项目的跟踪服务工作，引导和帮助企业组织好质量攻关活动，确保取得实效。企业主管部门对获奖

项目和个人要制定奖励政策，提高企业员工参与积极性。各区局要积极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质量攻关工作开展情况，争取奖励政策，提高企业参与积极

性。 

    （四） 加强宣传。各单位要扩大质量攻关活动的影响力，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宣传媒体对质量攻关活动中典型经验进行宣传报道，总结宣传先进质量

管理理念，对活动开展情况和经验做法及时进行总结，树立全员质量发展理念。 

    联系人：市市场监管委质量发展处  郭丽坤  陈莹 

    电话：58950677    27182137 

    传真：58950677 

    邮箱：scjgzlfzc@tj.gov.cn 

    附表：2021年天津市质量攻关重点项目申报表 

8、关于征集 2021 年度重点决策咨询课题选题的通知  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2021-3-11） 

各市级学会，各区、高校、企业科协，各相关单位，市科协机关各部门和各所属单位，智库专家: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协组织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重要要求，进一步发挥科协科技创新智库在促进

天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着眼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市委、市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好重点

决策咨询课题选题，提高建言献策质量，天津市科协决定面向全市公开征集 2021 年度重点决策咨询课题选题，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征集范围 

    1.面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科技相关战略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十四五”规划、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面向重大发展战略、面向经济主战场、面

向科技自立自强，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重点产业发展等角度，着重开展战略实施、政策创新、项目支撑、制度环境等方面

http://www.tast.org.cn/tzgg/system/2021/03/10/0300124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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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选题要突出科技创新，体现服务科学决策，注意发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合交叉优势。 

    2.围绕全市重大需求的科技相关战略研究。聚焦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热点问题、与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突出问题，以及不被注意但影响重大的潜在问题等提出选题。特别是围绕我市现代化大都市建设的重要战略规划、重点产业发

展、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科技民生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科技相关问题开展选题。 

    3.加强人民生命健康相关课题研究。聚焦疫情发生后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从与科技相

关的疫情防御与控制、疫情监测体系建设、应急科普知识传播等提出选题。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课题研究。 

    4.瞄准科技前沿,发挥学会智库作用开展的专题研究。发挥学会学术领域专长和人才智力优势，面向科技前沿，开展科技创新发展趋势与战略研究。重

点围绕学术前沿、全域科普，以及科技转化应用等开展本专业领域的相关科技创新智库项目选题。 

    5.针对我市科技人力资源特别是科技工作者状况开展的专题调研。围绕我市科技人力资源现状与发展趋势，聚焦科技工作者工作、生活、心理等实际

需求状况，深入调研新时代科技工作者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选题。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从引进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开展相关选题。 

    二、报送要求 

    1.请市科协各有关所属团体，区科协、企业科协，市科协智库专家学者、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结合中央和天津“十四五”规划、结合市委和市政府

工作重点、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深入研判分析后提出课题选题，并认真填写《天津市科协重点决策咨询课题选题推荐表》。 

    2.在应对疫情期间，建议大家以电子版方式报送。请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市科协调宣部。（邮箱：tjkxdxb@vip.163.com）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贾桂荣、王欣荣 

    联系电话：27123077，18522285486，16600459356 

    电子邮箱：tjkxdxb@vip.163.com） 

    附件：天津市科协决策咨询课题选题推荐表 

盈科瑞﹒科技项目部 

2021 年 03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