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技术中心名称 所在企业名称 行业 认定年度 备注

合计 354 实际参加评价 313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不参加

一、南宁市 83

1 广西宏发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宏发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2016

2 广西盈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盈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更名
为：广西白云山盈康药业有限公
司)

医药 2016

3 南宁一举医疗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一举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医药 2016

4 广西益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益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2016

5
广西农垦糖业集团良圻制糖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广西农垦糖业集团良圻制糖有限公
司

食品 2016

6 广西壮牛水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壮牛水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 2016

7 广西福美耀节能门窗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福美耀节能门窗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2016

8 广西阳工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阳工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机械（电力） 2016

9 广西三维铁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三维铁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2016

10 南宁南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南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015

11 广西昌弘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昌弘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 2015

12 广西华兴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华兴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 2015

13 广西恒得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恒得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农副食品加工 2015

14 广西石埠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石埠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 2015

15 启仲化工（广西）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启仲化工（广西）有限公司 化工 2015

16 南宁市英德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市英德肥业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2015

17 南宁广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广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电气 2015

18 广西新晶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新晶科技有限公司 石化 2014

19 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 2014 国家级示范企业

20 广西新方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新方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化工 2014

21 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014

22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通信技术 2014

23 广西圣保堂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圣保堂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 2014

24 广西轻工业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中心 广西轻工业科学技术研究院 食品 2014

25 广西南宝特电气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南宝特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电力 2014

26 广西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其他行业 2014

27 南宁庞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庞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2014

2018年评价的自治区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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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南宁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2014

29 广西方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方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 2014

30 南宁富莱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富莱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生长寿健康产

业
2014

31
南宁七彩虹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
心

南宁七彩虹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2014

32 广西北斗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北斗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医药 2013

33 广西纵览线缆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纵览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电力 2013

34
建工集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技术
中心

建工集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

机械 2013

35 广西宏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宏智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012

36 广西商大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商大科技有限公司 农副食品加工 2012

37 广西中医学院制药厂技术中心 广西中医学院制药厂 医药 2012

38 广西金雨伞防水装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金雨伞防水装饰有限公司 建材 2012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39 南宁超创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超创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电子 2012

40
广西武鸣县安宁淀粉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
心

广西武鸣县安宁淀粉有限责任公司 农副食品加工 2011

41 广西恩度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恩度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 2011

42 广西佳利工贸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佳利工贸有限公司 橡胶和塑料制品 2011

43 广西地博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地博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矿 2011

44
广西宇达水处理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广西宇达水处理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 2010

45 广西百大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百大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农副食品加工 2010

46 南宁市维威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市维威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 2010

47 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2010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48 广西苏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苏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2009

49 广西万寿堂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万寿堂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 2009

50
横县桂华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
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横县桂华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更
名为：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

纺织 2009

51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 2009 国家级示范企业

52 广西金茶王油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金茶王油脂有限公司 食品 2009

53 广西地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地凯科技有限公司 电力 2009

54 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工研究院技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工研究院 化工 2008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55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木材、造纸 2008

56 广西申能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申能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 2008

57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农副食品加工 2008

58 广西华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华锑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 2007

59 广西易多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易多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 2007



序号 技术中心名称 所在企业名称 行业 认定年度 备注

60 南宁燎旺车灯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燎旺车灯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 2007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61 广西桂西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桂西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 2007

62
广西博科药业有限公司（更名为：广西厚
德大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博科药业有限公司（更名为：
广西厚德大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

医药 2006

63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 2006 国家级示范企业

64 培力（南宁）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培力（南宁）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 2006

65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2005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66 广西德意数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德意数码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 2005

67 南宁飞日润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飞日润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化 2005

68 广西中烟工业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中烟工业公司 轻工I 2004

69 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 汽车 2004

70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 2003

71 南宁锦虹棉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锦虹棉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纺织 2003

72 南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色 2002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73 南宁银杉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银杉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 2002

74 广西明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明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 2002

75 广西南宁凤凰纸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南宁凤凰纸业有限公司 木材、造纸 2002

76 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医药 2001

77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 2000

78 广西玉柴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玉柴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 2000

79 南宁广发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广发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 2000

80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 1999

81 广西农业机械研究院技术中心 广西农业机械研究院 机械 2003

82 广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技术中心 广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其他 2002

83 广西电力技术中心技术中心 广西电力技术中心 电力 1999

二、柳州市 68

84
广西柳州圣美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广西柳州圣美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医药 2016

85 柳州市美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市美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 2016

86 柳州科路测量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科路测量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2016

87
柳州市嘉诚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柳州市嘉诚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汽车 2016

88 柳州市志宝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市志宝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2016

89 柳州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 2016

90 广西柳州银海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柳州银海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 2015

91 广西七色珠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七色珠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材料 2015



序号 技术中心名称 所在企业名称 行业 认定年度 备注

92 柳州力通车用空调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力通车用空调有限公司 汽车 2015

93 柳州东方工程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东方工程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橡胶及橡胶制品 2015

94
延锋伟世通（柳州）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

延锋伟世通（柳州）汽车饰件系统
有限公司

汽车 2015

95 广西德邦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德邦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 2015

96
柳州东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柳
州东风容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东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更名
为：柳州东风容泰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石化 2014

97 柳州市金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市金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2014

98 柳城县鼎铭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城县鼎铭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 2014

99
广西柳州特种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
心

广西柳州特种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 2014

100 柳州源创电喷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源创电喷技术有限公司 汽车 2014

101
柳州市龙杰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
心

柳州市龙杰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 2013

102 柳州金茂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金茂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2013

103 柳州华力家庭品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华力家庭品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用化工 2013

104
柳州日高橡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更名
为：柳州日高汽车减振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技术中心

柳州日高橡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更名为：柳州日高汽车减振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2013

105 柳州利和排气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利和排气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机械 2013

106 广西盛源行电子信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盛源行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电子 2013

107 广西仙河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仙河电气有限公司
（电力）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

2013

108 广西鹿寨化肥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鹿寨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2013

109 柳州航盛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航盛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2012

110 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 机械 2012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111 柳州高华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高华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2012

112 广西柳锅锅炉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柳锅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2012

113 柳州上汽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上汽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 汽车 2012

114 柳州日高滤清器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日高滤清器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2012

115 中船西江造船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船西江造船有限公司 船舶 2012

116 柳州机车车辆厂技术中心 柳州机车车辆厂 铁道 2012

117 广西金嗓子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金嗓子有限责任公司 医药 2011

118
柳州双英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更名
为：柳州双英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双英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更名为：柳州双英股份有限公
司）

汽车 2011

119 柳州市达迪通信设备技术中心 柳州市达迪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电子 2011

120 柳州起重机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起重机器有限公司 机械 2011

121 柳州乘龙专用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乘龙专用车有限公司 汽车 2011

122 广西圣特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圣特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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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广西桂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桂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2011

124 柳州市华航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市华航电器有限公司 电子 2010

125 柳州六和方盛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六和方盛机械有限公司 汽车 2010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126
柳州市宇翔工程机械钢圈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柳州市宇翔工程机械钢圈有限公司 机械 2010

127 柳州福臻车体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福臻车体实业有限公司 汽车 2010

128 广西鱼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鱼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建材 2010

129 广西淞森车用部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淞森车用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 2010

130
广西柳工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更名为：
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柳工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更
名为：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2010

131 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延龙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 2010

132 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 2009

133
柳州市通顺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
心

柳州市通顺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 2009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134 柳州腾龙煤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腾龙煤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2009

135 柳州裕信方盛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裕信方盛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汽车 2009

136
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医药 2008

137 广西亿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亿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 2008

138 方盛车桥（柳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方盛车桥（柳州）有限公司 汽车 2008

139 吉凯恩车轮（柳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吉凯恩车轮（柳州）有限公司 汽车 2004

140
柳州技术交流站（柳州市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技）

柳州技术交流站（柳州市中小企业
服务中心）

其他 2004

141 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 2004 国家级示范企业

142
柳州五菱宝马利汽车空调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柳州五菱宝马利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汽车 2001

143 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 汽车 2000

144 广西柳州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广西柳州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化工 2000

145
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车有
限公司

汽车 2000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146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 冶金 1999

147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 1999 国家级示范企业

148 广西华力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华力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 1999

149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日化 1999

150 柳州金鸿橡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柳州金鸿橡塑有限公司 橡胶制品 1999

151 广西汽车拖拉机研究所技术中心 广西汽车拖拉机研究所 机械 2000

三、桂林市 61

152 桂林狮达机电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狮达机电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 2016



序号 技术中心名称 所在企业名称 行业 认定年度 备注

153 桂林华信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华信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 2016

154 桂林华诺威基因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华诺威基因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 2016

155 广西桂林金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桂林金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新材料 2016

156
中国化工集团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国化工集团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
计院有限公司

石化 2016

157
万向钱潮（桂林）汽车底盘部件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万向钱潮（桂林）汽车底盘部件有
限公司

汽车 2016

158
桂林市利通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
心

桂林市利通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信息 2016

159
桂林合众国际橡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桂林合众国际橡塑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机械（先进装备
制造）

2015

160 广西瀚特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瀚特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2015

161 桂林信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2015

162 桂林兴松林化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兴松林化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2015

163 桂林中族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中族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 2015

164 桂林西麦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西麦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食品 2015

165 广西科伦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制造 2014

166 桂林澳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澳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医药制造 2014

167 桂林实力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实力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农业 2014

168 桂林君泰福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君泰福电气有限公司 电力 2014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169 广西广汇低温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广汇低温设备有限公司 先进装备制造 2014

170 桂林溢达纺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纺织 2013

171 桂林量具刃具厂技术中心 桂林量具刃具厂 专用设备制造 2006

172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 2005

173 桂林正菱第二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正菱第二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2005

174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 2005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175
燕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燕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公
司

食品（饮料） 2005

176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 2002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177 桂林机床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机床电器有限公司 机械 2002

178 巴斯夫崔化剂桂林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巴斯夫崔化剂桂林有限公司 化工 2002

179 桂林长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长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 2002

180 桂林客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客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 2000

181
桂林国际电线电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
中心

桂林国际电线电缆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电气 2000

182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 2000

183
桂林天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桂
林华润天和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天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更名
为：桂林华润天和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 2000

184 桂林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1998

185 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1990 国家级示范企业



序号 技术中心名称 所在企业名称 行业 认定年度 备注

186 桂林华信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华信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1990

187 桂林力港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力港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 2013

188 桂林湘山酒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湘山酒业有限公司 食品（酒） 2013

189 桂林五环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五环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电力）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

2013

190 桂林优利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优利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医疗设备 2013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191 桂林吉福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吉福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物农业 2013

192 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 2013

193 桂林市光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市光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2013

194 桂林市思奇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市思奇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电子 2013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195 广西金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金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 2013

196 桂林中昊力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中昊力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医药 2012

197 桂林特邦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特邦新材料有限公司 有色 2012

198 桂林大为通信技术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大为通信技术公司 电子 2012
2018年3月申请注
销，合并

199 桂林客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客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 2012

200
桂林鸿程矿山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技术
中心

桂林鸿程矿山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

机械 2012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01 桂林航天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航天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 2012

202 桂林星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星辰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2011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03 桂林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力）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

2011

204 桂林三宝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三宝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 2011

205 桂林海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海威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2011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06 桂林桂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桂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2010

207 桂林市啄木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市啄木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医药 2010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08
桂林市华力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
心

桂林市华力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2010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09 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化工 2009

210 桂林桂北机器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桂北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2008

211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 化工 2007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12 桂林大宇客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桂林大宇客车有限公司 汽车 2007

四、梧州 33

213 梧州市飞卓林产品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梧州市飞卓林产品实业有限公司 化工 2016

214 广西华虹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华虹蚕丝股份有限公司 纺织服装与皮革 2016

215 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公司 食品 2016

216 广西天睿精工精密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天睿精工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2016

217 广西玉兰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玉兰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 2016



序号 技术中心名称 所在企业名称 行业 认定年度 备注

218 广西梧州日新塑料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梧州日新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橡胶及橡胶制品 2015

219
梧州市三禾添佰利五金加工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梧州市三禾添佰利五金加工有限公
司

其他制造业（刀
具）

2015

220 广西金茂钛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金茂钛业有限公司 新材料 2015

221 梧州山王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梧州山王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专用设备制造 2015

222 岑溪市新建球陶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岑溪市新建球陶瓷有限公司 新材料 2014

223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茶厂技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茶厂 食品 2014

224 梧州恒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梧州恒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2014

225 梧州市嘉盈树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梧州市嘉盈树胶有限公司 化工 2013

226 中船桂江造船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船桂江造船有限公司 船舶 2013

227 蒙山县五丰丝绸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蒙山县五丰丝绸有限公司 纺织 2013

228 广西桂东船用锻铸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桂东船用锻铸件有限公司 船舶 2012

229 广西有色再生金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有色再生金属有限公司 有色 2012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30 广西梧州茂圣茶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梧州茂圣茶业有限公司 食品（茶叶） 2012

231 中船华南船舶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船华南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船舶 2012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32 梧州三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梧州三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 2011

233
梧州市光华纺织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
心

梧州市光华纺织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纺织 2010

234 广西梧州五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五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塑料制品 2004

235
广西天鹅蓄电池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
骆驼集团华南蓄电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天鹅蓄电池有限责任公司（更
名为：骆驼集团华南蓄电池有限公
司）

新能源 2003

236 梧州市万顺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梧州市万顺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 机械 2003

237 广西梧州三鹤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梧州三鹤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 2002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38 广西三威林产工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三威林产工业有限公司 木材、造纸 2001

239 梧州神冠蛋白肠衣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梧州神冠蛋白肠衣有限公司 食品 2000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40 广西梧州松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梧州松脂股份有限公司 石化 2000

241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医药 2000

242 广西梧锅锅炉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梧锅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1999

243 广西梧州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梧州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 1997

244 梧州奥卡光学仪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梧州奥卡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仪器仪表制造业 1990

245 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 1990

五、北海 13

246 广西中粮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中粮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新能源 2016

247
广西北海利博盛安全用品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广西北海利博盛安全用品有限公司
化工（橡胶制

品）
2015

248
北海市深蓝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
心

北海市深蓝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电气 2015

249 冠德科技(北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冠德科技(北海)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 2015



序号 技术中心名称 所在企业名称 行业 认定年度 备注

250 合浦果香园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合浦果香园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 2014

251
广西启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广西启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材料 2014

252
广西北海玉柴马石油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广西北海玉柴马石油高级润滑油有
限公司

石化 2014

253 田野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田野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 2013

254 广西星宇智能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星宇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电力 2012

255 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电力 2011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56
广西新未来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广西新未来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 2011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57 北海石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北海石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 2010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58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更名
为：北海银河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为：北海银河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电子 2000

六、防城港 8

259 广西金滩管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金滩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石化 2016

260 广西华欣建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华欣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 2015

261
广西农垦糖业集团防城精制糖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广西农垦糖业集团防城精制糖有限
公司

食品 2015

262 防城港海世通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防城港海世通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 2015

263 广西国茗金花茶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国茗金花茶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茶） 2013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64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 有色 2012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265 广西上上糖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上上糖业有限公司 食品 2010

266
广西桂人堂金花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广西桂人堂金花茶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食品（茶） 2009

七、钦州 15

267
广西远大玻璃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广西远大玻璃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新材料（节能环
保）

2016

268 广西远景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远景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2016

269 广西万山香料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万山香料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医药制

造？）
2015

270 广西新天德能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新天德能源有限公司 新能源 2015

271 钦州盛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钦州盛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 2014

272 广西红墙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红墙新材料有限公司 化工 2013

273 广西裕源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裕源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 2013

274 广西慧宝源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慧宝源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 2013

275 广西世彪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世彪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 2012

276 广西邦琪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邦琪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医药 2012

277
广西钦州市钦江欧亚糖业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广西钦州市钦江欧亚糖业有限公司 食品 2011

278 广西明利化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明利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2010



序号 技术中心名称 所在企业名称 行业 认定年度 备注

279 广西钦州天山微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钦州天山微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 2010

280 灵山县宇峰保健食品厂技术中心 灵山县宇峰保健食品厂 食品 2009

281 广西钦州力顺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钦州力顺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2000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八、贵港 10

282 广西华晟木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华晟木业有限公司 木材加工 2016

283 广西清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清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2015

284 广西科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科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冶金 2014

285 桂平市大众船舶修造厂技术中心 桂平市大众船舶修造厂 船舶 2012

286 广西竹福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竹福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 2011

287 广西金源生物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金源生物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化工 2011

288 广西安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安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2011

289
广西壮族自治区扬翔饲料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扬翔饲料有限公司 农副食品加工 2010

290 广西西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西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2002

291 广西贵港动力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贵港动力有限公司 机械 2000

九、玉林 19

292 广西五丰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五丰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2016

293 玉林市达志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玉林市达志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机械 2016

294 广西玉柴博耐特电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玉柴博耐特电器有限公司 机械 2015

295 玉林正菱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玉林正菱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 2013

296 广西南山瓷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南山瓷器有限公司 陶瓷、建材 2013

297 燕京啤酒（玉林）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燕京啤酒（玉林）有限公司 食品（酒） 2012

298 广西科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科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2012

299 广西华原过滤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华原过滤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2011

300
广西玉林玉柴机器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广西玉林玉柴机器配件制造有限公
司

机械 2011

301 广西参皇养殖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参皇养殖集团有限公司 农副食品加工 2011

302 广西春茂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春茂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2011

303 广西玉林达业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玉林达业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机械 2010

304 广西银亿科技矿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银亿科技矿冶有限公司 冶金 2010

305 广西玉柴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玉柴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2009

306 广西开元机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开元机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2008

307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 机械 2005

308 广西玉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玉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医药 1999



序号 技术中心名称 所在企业名称 行业 认定年度 备注

309 广西三环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三环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陶瓷、建材 1999

310
广西黑五类股份公司(更名为：广西黑五
类食品集团)技术中心

广西黑五类股份公司(更名为：广
西黑五类食品集团)

食品 1998

十、百色 11

311 广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 有色 2016

312
广西平果力保佳锁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
心

广西平果力保佳锁业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2016

313 广西八桂凌云茶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八桂凌云茶业有限公司 食品 2015

314 广西强强碳素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强强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制造业 2015

315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技术中
心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造纸与木材加工 2014

316 广西广邑门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广邑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木材、造纸 2013

317 百色美联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百色美联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 2013

318 广西苏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苏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造纸新材料 2012

319 广西平果博导铝镁线缆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平果博导铝镁线缆有限公司 冶金 2012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320 广西百色银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百色银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有色 2009

321 广西百矿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百矿股份有限公司 采矿 1997

十一、贺州 10

322 广西吉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吉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2016

323
广西长城矿山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广西长城矿山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机械 2015

324 广西真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真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食品 2014

325
广西新凯骅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广西新凯骅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木材、造纸 2013

326 广西贺州西麦生物食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贺州西麦生物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 2013

327 广西灵峰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灵峰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 2010

328 广西贺州市科隆粉体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贺州市科隆粉体有限公司 化工 2010

329
中国有色集团（广西）平桂飞碟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

中国有色集团（广西）平桂飞碟股
份有限公司

有色 2008

330
中铝广西有色金源稀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中铝广西有色金源稀土股份有限公
司

有色 2007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331
广西贺州市桂东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中心

广西贺州市桂东电子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电子 2005

十二、河池 7

332 广西天龙泉酒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天龙泉酒业有限公司 食品 2016

333 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冶炼 2015

334 广西广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广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2014

335 广西泰星电子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泰星电子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电子 2012

336 广西成源矿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成源矿冶有限公司 有色 2012



序号 技术中心名称 所在企业名称 行业 认定年度 备注

337 广西丹泉酒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丹泉酒业有限公司 食品（酒） 2012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338 广西金山铟锗冶金化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金山铟锗冶金化工有限公司 冶金 2010

十三、来宾 11

339
广西来宾永鑫小平阳糖业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广西来宾永鑫小平阳糖业有限公司 食品 2016

340 中铝广西国盛稀土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中铝广西国盛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冶炼 2016

341 广西来宾银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来宾银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冶炼 2015

342 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石化 2014

343 志光家具（象州）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志光家具（象州）有限公司 木材、造纸 2014

344 来宾华锡冶炼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来宾华锡冶炼有限公司 冶金 2013

345 广西象州联壮化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象州联壮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 2013

346 广西来宾东糖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来宾东糖集团有限公司 食品 2012

347
广西华佳丝绸有限公司（更名为：广西迎
春丝绸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华佳丝绸有限公司（更名为：
广西迎春丝绸有限公司）

纺织 2011

348
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汇元锰业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汇元锰业有限公
司

有色 2010

349 广西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冶金 2009

十四、崇左 5

350
中铝广西有色崇左稀土开发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中铝广西有色崇左稀土开发有限公
司

冶炼 2015

351 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 食品 2014

352
广西大新县雷平永鑫糖业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

广西大新县雷平永鑫糖业有限公司 食品 2013

353 广西湘桂糖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广西湘桂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食品 2011

354 中信大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中信大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冶金 2010 自治区级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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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材料封面样式） 

 

2018 年自治区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评价材料 

 

 

 

 

单位名称：  

单位所在地： 

材料负责人： 

联系电话：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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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目录 

（网上下载打印时自动生成） 

 

第二部分：申报承诺书（提纲） 

我公司郑重承诺：                     (公司名称)提交的

2018年自治区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材料内容全部真实可靠，若

有虚假伪造等违规情况，愿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承诺！ 

                                公司名称：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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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广西壮族自治区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所属行业  主营业务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技术中心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电子邮件  

企业网址  报告年度  

序号 定量数据名称 单位 数据值 

1 2017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万元 来自表一 

2 2017年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来自表一 

3 2016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万元 来自表一 

4 
2017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来自表一 

其中：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 万元 来自表一 

5 2016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来自表一 

6 

2017年企业全部科枝项目数 项 来自表二 

其中：研发周期三年及以上的项目数 项 来自表二 

其中：对外合作项目数 项 来自表二 

其中：列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技术创新计

划项目 
项 来自表二 

其中：2017年完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项

目数 
项 来自表二 

7 2017年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来自表一 

8 2017年新产品销售利润 万元 来自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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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来自表一 

10 企业自有品牌产品与技术出口创汇额 万美元 来自表一 

11 企业职工总数 人 来自表一 

12 企业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来自表一 

13 
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 人 来自表一 

其中：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 人 来自表一 

14 技术中心职工人数 人 来自表一 

15 技术中心人员培训费 万元 来自表一 

16 技术中心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来自表一 

17 技术中心高级专家人数 人 来自表三 

18 技术中心博士人数 人 来自表三 

19 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 人月 来自表三 

20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项 来自表四 

21 
2017年获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项 来自表四 

其中：2017年获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项 来自表四 

22 通过国家、国际组织认可实验室/检测中心数 个 来自表五 

23 
企业获得的中国驰名商标、广西名牌产品、广

西著名商标数 
个 来自表六 

24 
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

标准数 
项 来自表七 

25 
获广西科学技术奖、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质量

奖数 
项 来自表八 

26 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数 项 来自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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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广西壮族自治区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工作总结

正文（编写提纲） 

一、企业技术创新战略与规划的实施情况,包括企业技

术创新战略的制定与调整，年度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涉及企

业秘密可作技术处理）。 

  二、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包括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基

本情况、技术中心组织建设（内部组织设置与调整、下属企

业组织设置、与外部单位共建组织及运行情况等）、技术中

心创新机制建设（技术带头人培养、人才激励机制、知识产

权保护、技术创新投入制度及执行情况等）、合作创新情况

（产学研之间、企业之间及国际合作情况）、企业技术创新

基础设施建设（研究试验设施、检测设施、信息化设施）。 

  三、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情况，包括年度重点创新项

目的实施效果、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的自主创新情况、资源

综合利用、节能降耗、清洁生产等创新情况。 

  四、技术创新信息化建设情况。 

  五、其他有特色的工作情况。 



 - 6 - 

第五部分 其他附表 

 

一、企业财务表（此表极重要！！相关数据须由企业财会人员

从企业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提取后盖企业财务章确认。由

于采用网上申报，评价表相关数据由此表自动生成，请慎重填

写！） 

 

序

号 
数据名称 单位 数值 备注 

1 
2017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

额 
万元   

2 2017年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3 
2016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

额 
万元   

4 2017年企业净利润额  万元   

5 2017年企业税金总额  万元   

6 2017年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7 2017年新产品销售利润  万元   

8 

2017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

出额  
万元   

其中：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

费支出额  
万元   

9 
2016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

出额 
万元   

10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11 企业职工总数 人   

12 企业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13 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总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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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

员数 
人   

14 技术中心职工人数 人   

15 
技术中心全体职工年收入总

额  
万元   

16 技术中心人员培训费  万元   

17 
企业自有品牌产品与技术出

口创汇额  

万美

元 
  

18 
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
税 万元   

19 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 万元   

注：1.此表由财务人员填写，填完后打印并盖上企业财务章，然后扫描并上传到

其他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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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年全部科技项目信息表 

序

号 

项目

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下达

文号或合

同号 

合作

形式 

合作

单位 

成果

形式 

技术

领域 

项目总

投资

（万

元） 

开始

时间 

完成

时间 

是否完

成鉴定

或验收 

鉴定（验

收）证书编

号 

   
 

    
 

   
 

   
 

    
 

   
 

 

说明 1：项目来源：1.国家科技项目；2．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技术创新项目；3．地方

科技项目；4．其他企业委托科技项目；5．本企业自主科技项目；6．来自境外的科技项目；

7．其他科技项目。 

说明 2：项目合作形式（按重要程序选择其中最主要的 1项）：1．与境外机构合作开发；

2．与境内高校合作开发；3．与境内独立研究机构合作开发；4．与境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

合作开发；5．与境内注册的其他企业合作开发；6．独立研究开发；7．委托开发；8．其他。 

说明 3：项目成果形式（按重要程序选择其中最主要的 1-2 项）：1．论文或专著；2．自

主研制的新产品原型或样机、样板、样品、配方、新装置；3．自主开发的新技术或新工艺、

新工法；4．发明专利；5．实用新型专利；6．外观设计专利；7．带有技术、工艺参数的图

纸、技术标准、操作规范；8．基础软件；9．应用软件；10．其他。 

说明 4：完成时间：如果项目在报告期已经完成，则填写完成或结题时间，如 20171105；

如果项目在2017年12月31日前没有完成（结题），完成时间则填写预计完成时间，如20180518。 

说明 5： 全部项目数填写最多不超过 20项。 

 

三、技术中心内外部专家信息表 

序

号 
姓名 年龄 

学

历 

工作单

位/部

门 

职称 
技术

领域 

内外

部专

家 

专家

类型 

工作时间

(月) 

电话

邮箱 

证明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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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专家类型分为 1.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2.国家专项津贴；3.省部有突出贡献的专

家；4.省部专项津贴；5.计划单列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6.计划单列市专项津贴；7.博士；

8.在站博士后；9.有高级职称的专家；10.其他类型专家。其他类型专家请详细说明并附上相

关证明材料。 

说明 2：内部专家最多填写 5人。 

四、企业拥有的有效专利等知识产权信息表 

序号 
知识产

权名称 

知识产权

类型 
申请国别 申请号 受理日期 

授权公

告日 

证书 

上传 

        

        

说明 1.专利类型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中药保护品种、中药保密品种。 

说明 2.填报企业最具代表性的知识产权信息（最多 10 项），上传的证书扫描件 3 项以上即可

（授权发明专利证书 2项以上，受理发明专利证书 1项以上）。 

五、通过国家或国际组织认可的实验室/检测中心信息表 

序

号 
实验室名称 认定机关名称 认定证书号 是否对外服务 证书上传 

      

      

说明 1．需提供认定证书复印件。 

六、拥有的中国驰名商标、广西名牌产品、广西著名商标信息

表 

序

号 
商标和名牌产品名称 认定机关 认定时间 证书或文件号 证书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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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需提供证书复印件或有效证明材料。 

七、2015-2017年三年内主持和参加制定标准信息表 

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类型 标准号 

主持或

参与 
颁布年月 

是否现

行有效 

证明上

传 

 
       

        

说明 1．标准类型包括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 

说明 2．需提供标准名称和能证明企业作用的资料复印件。 

八、获国家、自治区（部级）科技奖励信息表 

序号 奖项名称 奖励类型 奖励级别 获奖时间 颁奖机构 证书上传 

       

说明 1.奖励类型：国家科学技术奖、自治区（部级）科学技术奖、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等。 

说明 2.奖励等级：优秀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或其他。(国家奖 5年内有效；部级奖 3

年内有效。) 

说明 3.需要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 

 

 

第六部分：其他证明材料 

一、2016年度、2017 年度企业审计报告或财务快报（含资产

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复印件。 

二、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三、企业的主导产品、研发仪器设备及实验楼图片等。 

四、其他有关证明材料（企业更名说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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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西壮族自治区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一、评价指标及评价基本要求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权重  

(分) 
三级指标 

权重  

(分) 
单位 

基本  

要求 

创 

新 

机 

制 

创新

投入

机制 

22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17 % ≥2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比例比上年度增长 5 百分点 ≥0 

人才

激励

机制 

6 

中心年人均收入与企业年人均收入之比  3 % >120 

中心人员培训费占中心人员总收入的比重 3 % >2 

创新

合作

机制 

6 

来中心从事技术开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 3 人月 >2 

对外合作项目占全部开发项目数的比重 3 % >5 

技

术

与

人

才 

创新

队伍

建设 

12 

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重  7 % >2 

技术中心拥有的高级专家及博士人数 5 人 >1 

创新

条件

建设 

8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8 万元 >200 

技术

积累

储备 

10 

全部科技项目数 6 项 ≥8 

列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技术创新项目数 2 项 ≥１ 

研发周期三年及以上项目数占全部项目数的比

重 
1 % >6 

企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广西名牌产品、广西

著名商标数 
1 个 ≥１ 

产

出

与

效

益 

技术

创新

产出 

13 

当年完成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项目数  6 项 ≥5 

当年获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5 件 ≥1 

——其中当年获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2 件 ≥1 

技术

创新

效益 

23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11 % >20 

新产品销售利润占产品销售利润的比重 11 % >15 

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技术创新企业奖、新产 1 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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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优秀成果奖、主席质量奖项目数 

加

分

扣

分 

加 

分 

4 

主持和参与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数 1 项  

自有品牌产品与技术出口创汇额 1 万美元  

通过国家和国际组织认证的实验室数 1 个  

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数 1 项  

扣分 4 企业经营亏损 4 万元  

二、行业系数 

行业 
科研经费支出额占产品

销售收入的比重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  

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新产品销售利润占产  

品销售利润的比重 

航空  1 1 1 

电子  1 1 1  

轻工Ⅰ  1.2 1 1 

轻工Ⅱ  1 1.2 1.2 

船舶  1.2 1.2 1.2 

化工  1.2  1 1 

机械  1 1 1 

医药  1 1  1 

冶金  1.2  1.4  1.4  

纺织  1 1  1  

建材  1  1 1 

有色  1.2 1.4  1.4  

铁道  1.2  1 1 

石化  3 1.2  1.2  

其他 3   

有关说明：1．由于不同行业在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技术中心评估时，对不同行

业企业科研经费支出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和新产品销售

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等三个指标引入行业系数加以调节。  

   2．行业系数只作为评估机构评价时使用，企业填报时无需考虑行业系数，按实际数据填报。评

价时，根据企业填报的实际数据得出上述指标的比重，再乘以行业系数，得出指标的评价值。  

3.行业系数表中的其他行业指农业、服务业及石油、煤炭、交通、建筑、烟草、电力、电信等行

业，这些行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和新产品销售利润占产品销售利润的比重两项

指标按满分的 60%计算。 

4.轻工Ⅰ为家电行业，轻工Ⅱ为轻工的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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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标说明和解释 

(一)企业：本表中的“企业”指的是技术中心所在企业。如果是集团技术中心，企业指的就是集

团；如果是股份技术中心，企业指的就是股份；如果是单体企业技术中心，企业指的就是该单体企业。

“企业”代表的范围就是指技术中心所在企业会计合并报表所涵盖的企业范围。 

（二）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非主营业务收入两部分。 

（三）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指企业销售产成品、试制半成品的收入和提供工业性劳务收入总

额，即工业性企业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收入总额。按照工业产品和为工业产品配套直接服务的（产

品）销售收入填列。注意按合并报表原则进行填报。 

（四）企业利润总额：企业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等主要经营业务收入扣除其成本、费用、税金后

的利润。该指标根据会计损益表中"产品销售利润"项的期末累计数填列。 

（五）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报告期本企业销售新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新产品销售收入是产品销

售收入的组成部分，计算口径与产品销售收入一致。新产品即包括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并在有效期内

的新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未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从投产之日起一年之内的新产品。 

新产品：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

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新产品包括全新型

新产品和重大改进型新产品二大类。 

全新型新产品：指与以前制造的产品相比，其用途或者技术设计和材料三者都有显著变化的产品。

这些创新可以涉及到全新的技术，也可以基于组合现有技术新的应用，或者源于新的知识的应用。 

重大改进型新产品：指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产品性能得到显著提高或者重大改进的产品。若产

品的改变仅仅是在美学上（外观、颜色、图案设计、包装等）的改变及技术上的较小的变化，属于产

品差异，不作为新产品统计。 

（六）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指企业实际支出的全部科技活动费用，包括列入技术开发的经

费支出以及技措技改等资金实际用于科技活动的支出。不包括生产性支出和归还贷款支出。科技活动

经费支出总额分为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 

（七）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指企业用于内部开展科技活动实际支出的费用，包括外协加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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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委托研制或合作研制而支付外单位的经费。科技经费内部支出按用途分为研发活动（日常）内

部支出（包括科技活动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其他等支出）、购买与自制研发仪器设备与软件等固

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支出等。 

（八）科技活动经费外部支出：指企业委托其他单位、个人或与其他单位合作开展研发活动而支

付给其他单位的经费，不包括外协加工费。 

（九）企业全部科技项目数：指企业立项并开展研发（制）工作、以前年份立项（当年）仍继续

进行研发（制）的研发项目，包括当年完成、年内仍在进行、年内研发工作已告失败的项目。从开发

项目的性质看，包括新产品开发项目数、新技术开发项目数、新工艺开发项目数、新服务开发项目数

与基础研究项目数之和。 

（十）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技术创新项目：指列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下达的技术创新计划

项目。  

（十一）国家级项目数：指列入国家自然基金、社科基金、国家软科学、863、973、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星火计划、国家火炬计划等国家级专项规划计划支持的项目。 

（十二）企业自主技术创新项目：指企业自己立项的项目。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市场

和用户调查方案、产品设计方案、工艺设计方案、设备造型方案等。 

（十三）研发周期 3年及以上的项目数：指研究开发周期在 3年以上（含 3年）的技术创新（科

技）项目数。 

（十四）对外合作技术创新项目数：指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及其他企业联合开展的技术创

新（科技）项目数。 

（十五）企业职工总数：指企业在册职工人数。 

（十六）企业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指企业在册全部职工一年的货币收入的总额。包括职工工资、

福利费、奖金、政策补贴、项目提成等各项货币收入的总和。 

（十七）科技活动人员数：指企业直接从事（或参与）研发活动、以及专门从事研发活动管理和

为研发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累计从事研发活动的时间占制度工作时间 10％（不含）以下的人

员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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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从事（或参与）研发活动的人员包括：企业所属的技术中心及中试车间（基地）等机构

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及其它辅助人员；虽不在上述机构工作，但编

入研发活动项目组（攻关小组）的人员。 

2．专门从事研发活动管理和为研发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包括：企业主管研发工作的负责人，

企业研发管理部门（科研管理处、部、科等）的工作人员，直接为研发活动提供资料文献、材料供应、

设备维护等服务的人员。不包括保卫、医疗保健、司机、食堂人员、茶炉工、水暖工、清洁工等间接

服务人员。 

（十八）参加科技项目人员：指编入各类科技项目小组并实际从事（参与）科技活动的人员。 

（十九）机构经费支出：指报告期企业办科技机构用于内部开展科技活动等活动实际支出的总的

费用。包括机构人员劳务费（含工资）支出、机构业务费支出、管理费支出、固定资产购建支出以及

其他维持机构正常工作的日常费用等的支出总和。 

（二十）技术中心职工人数：在技术中心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从业人员年平均数。包括技术中

心科研开发人员、直接管理人员和直接为其服务的人员等。 

（二十一）技术中心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指在技术中心工作的中心职工年货币总收入，包括工

资、福利费、奖金、政策补贴、项目提成等各项收入的总和。 

（二十二）技术中心人员培训费：指技术中心工作人员在国内、海外地区接受继续教育和专项培

训的费用总支出。 

（二十三）技术中心高级专家人数：指全职在技术中心工作，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站的博士

后可以作为博士进行统计），或者获得国家、自治区、部和计划单列市等政府部门认定的有突出贡献

的专家，或者享受国家、自治区、部和计划单列市专项津贴的专家，或具有高级职称及以上的专业技

术人员。（为避免重复统计，同一专家多项资质荣誉选择价值含量最高的一个填报即可）。 

（二十四）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指来技术中心从事研究、技术开发工作的

具有较高研发开发能力的海内外专家累计人月。最小统计单位为：0.5人月。 

（二十五）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指年末技术中心拥有或控制的用于研发、技术开发的仪

器、研发设备、中间试验设备的原值（帐面原值）。研发仪器设备包括技术开发仪器、技术开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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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检测设备、中间试验设备等。 

（二十六）企业获得的品牌和商标数：指通过国家或自治区级机构认定的、仍在有效期内的如下

认证总数（包括但不限于）。 

中国驰名商标：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评定的中国驰名商标（含国际驰名商标）。 

中国名牌产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评定的中国名牌产品。 

广西名牌产品：指自治区（部）级政府相关部门评定的依然在有效期之内的名牌产品。 

广西著名商标：指具有较高市场声誉和商业价值，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并依法被自治区级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认定的依然在有效期之内的注册商标。 

（二十七）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指企业向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发明专利申

请并被授权的且在有效期内的专利。 

（二十八）当年获受理的专利申请数：指当年度内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并获受理的专利申请总数。 

（二十九）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订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数：指企业在近三年主持或参与制

订，目前仍有效执行的国际、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的数量（包含建筑企业的自治区级及国家级工法、

医药企业的新药或进入药典的药物标准等）。 

（三十）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指企业按有关政策和税法规定税前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

活动费用所得税，按当年税务部门实际减免的税额填报。 

（三十一）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数：指企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

奖的项目总数。 

（三十二）获广西科学技术奖项目数：指企业获得的广西科学技术奖的项目总数。 

（三十三）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质量奖数：指企业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的次数。 

B107-2表其他指标说明 

1．科技管理和服务人员：指企业中专门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

不包括全年累计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服务的时间占制度工作时间 10%以下的人员。科技活动管理人员

包括企业主管科技活动工作的负责人，企业科技活动管理部门（科研处、部、科等）的工作人员以及

企业办技术中心、研究院（所）、中试车间、试验基地、实验室等的管理人员；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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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人员包括为科技活动提供资料文献、材料供应、设备维护等服务的人员，但不包括为科技活动

提供间接服务的保卫、医疗保健、司机、食堂人员、茶炉工、水暖工、清洁工等人员。为避免重复计

算，该指标应扣除已计入参加科技项目的人员数。  

2．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中原材料费：指企业在报告期为实施科技项目而购买的原

材料等相关支出。如：水和燃料（包括煤气和电）使用费等，实际消耗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备用配

件、外购半成品，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模具、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

购置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等。 

3．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中折旧费用与长期费用摊销：指企业在报告期为实施科技

活动而购置的仪器和设备以及在用建筑物的折旧费用，包括研发设施改建、改装、装修和修理过程中

发生的长期待摊费用。 

4．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中无形资产摊销：指企业在报告期因科技活动需要购入的专有

技术（包括专利、非专利发明、许可证、专有技术、设计和计算方法等）所发生的费用摊销。 

5．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中的其他费用：指企业在报告期为科技活动所发生的除人员

人工费、原材料费、折旧费用与长期费用摊销、无形资产摊销等费用之外的其他费用，包括用于科技

活动的设计费、装备调试费、办公费、通讯费、专利申请维护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等。 

6．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指报告期企业委托外单位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科技活动而

拨给对方的经费。不包括外协加工费。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中对境内研究机构的支出：

指报告期企业委托或与境内独立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科技活动而支付予其的经费。 

7．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中对境内高等学校支出：指报告期企业委托或与境内高

等学校合作开展科技活动而支付予其的经费。 

8．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中对境外支出：指报告期企业委托或与境外机构合作开

展科技活动而支付予其的经费。 

9．全部科技项目经费内部支出：指企业内部在报告期进行科技项目研究和试制等的实际支出。

包括劳务费、原材料费、设备购置费、其他日常支出、外协加工费等，不包括委托或与外单位合作进

行项目研究而拨付给对方使用的经费，企业科技活动管理部门的费用，用于科技活动目的的基建支出，

以及为科技活动提供间接服务人员的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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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当年形成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指企业在报告期形成的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原价。

对于科研与生产共用的固定资产应按比例进行分摊，其中仪器和设备一般应按使用时间进行分摊，建

筑物一般应按使用面积进行分摊。为避免重复统计，本项指标不含由政府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 

11．当年形成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中的仪器和设备：指企业在报告期形成的用于科技活动的

固定资产中的仪器和设备原价，其中设备包括用于科技活动的各类机器和设备、试验测量仪器、运输

工具、工装工具等。 

12．仪器和设备原价：指企业办科技机构报告期末固定资产中仪器和设备的原价（不包括长期闲

置不用的仪器和设备）。  

13．仪器和设备原价中进口：指企业办科技机构报告期末固定资产中从国外购入的仪器和设备的

原价（不包括长期闲置不用的仪器和设备）。 

14．企业办科技机构数：企业办科技机构指企业自办（或与外单位合办），管理上同生产系统相

对独立（或单独核算）的专门科技活动机构，如企业办的技术中心、研究院所、开发中心、开发部、

实验室、中试车间、试验基地等。企业办科技活动机构经过资源整合，被国家或省级有关部门认定为

国家级或省级技术中心的，应按一个机构填报。与外单位合办的科技活动机构若主要由本企业出资兴

办，则由本企业统计，否则应由合办方统计。企业科技管理职能处（科）室（如科研处、技术科等）

一般不统计在内；若科研处、技术科等同时挂有科技活动机构的牌子，视其报告年度内主要工作任务

而定，主要任务是从事科技活动的可以统计，否则不予统计。本指标不含企业在中国境外设立的科技

活动机构数。 

15．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指报告期企业向外单位转让专利所有权或允许专利技术由被许可

单位使用的专利件数。  

16．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收入：指报告期企业向外单位转让专利所有权或允许专利技术由被许

可单位使用而得到的收入。包括当年从被转让方或被许可方得到的一次性付款和分期付款收入，以及

利润分成、股息收入等。 

17．发表科技论文：指企业立项的科技项目产生的、并在有正规刊号的刊物上发表的科技论文数

量。 

18．拥有注册商标：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拥有的注册商标件数。包括在境内和境外注册的商标件数，

一件商标在境内外同时注册时只算一件。 

19．拥有注册商标中境外注册：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拥有的在国外或港澳台注册的商标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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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指报告期企业在自主研发或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形成的经有关部门批

准的国家或行业标准项数。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指企业按有关政策和税法规定税前加计扣

除的研究开发费用所得税，按当年税务部门实际减免的税额填报。对尚未得到当年减免税额的企业，

按上年实际减免税额填报。  

21．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指高新技术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依法享受的企业所得税减免额，按

当年税务部门实际减免的税额填报。对尚未得到当年减免税额的企业，按上年实际减免税额填报。 

22．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指企业在报告期从境外购买技术所发生的费用支出，包括产品设计、

工艺流程、图纸、配方、专利等技术资料的费用支出，以及购买关键设备、仪器、样机和样件等的费

用支出。  

23．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指对引进技术的掌握、应用、复制而开

展的工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包括：人员培训费、测绘费、参加

消化吸收人员的工资、工装、工艺开发费、必备的配套设备费、翻版费等。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中属于

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除包含在本项外，还要计入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中。  

24．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指企业在报告期购买境内其他单位科技成果的经费支出。包括购买

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图纸、配方、专利、技术诀窍及关键设备的费用支出。  

25．技术改造经费支出：指企业在报告期进行技术改造而发生的费用支出。技术改造指企业在坚

持科技进步的前提下，将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的各个领域（产品、设备、工艺等），用先进工艺、设

备代替落后工艺、设备，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从而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节

约能源、降低消耗，全面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26．企业在境外设立的科技活动机构：指企业在境外自办（或与外单位合办）的专门科技活动机

构。与外单位合办的科技活动机构若主要由本企业出资兴办，则由本企业统计，否则由合办方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