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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备案程序

Step1 n（一）各区科技主管部门发布年度申报通知，申报企业向其财税隶属区的科技主管
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n（二）各区科技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和抽查（可视情况对部分企业进行实
地核查）。

　　经审核，如因以下情形而未能通过的，各区科技主管部门需向市科技局提交专家鉴定
意见：
　　1.企业研发活动的真实性存疑或研发过程记录不完善的或为常规性升级或对某项科研
成果直接应用的；
　　2.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不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的；
　　3.企业申报的产品（服务）对应的销售收入不属于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或并非
通过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
　　4.企业拥有所有权的知识产权未对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
　　5.科技人员未实际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理和
提供直接技术服务的。
n（三）各区科技主管部门分批次将备案通过的企业名单提交市科技局。市科技局对
备案通过的企业进行抽查，对存在问题的企业交由各区科技主管部门核实情况并提出
处理建议。经核查确认不符合备案条件的企业，将被取消其市级高企资格；经核查符
合要求的企业，将由市科技局为其编制市级高新技术企业编号。备案通过的企业名单
同步在市科技局官网（http://sti.xm.gov.cn）进行公示（5个工作日）。

Step2

Ste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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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满足《备案办法》中规定的备案为市级高企的所有条件的企业。
n 注：以下情形企业本年度无需申报备案市级高企的企业。
1、资格有效期内的国家级高企（含当年到期的应重新认定企业）；
2、2022年拟申报国家级高企认定的企业；
3、2020、2021年备案有效期内的市级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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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和技术各项指标接近或达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要求且在厦门市
注册的企业。

申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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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条件

[1]

Ø 到申报截止时间成立满一年以上

Ø 上年度须有销售收入

Ø 同时要满足科技人员上年度实际工作时间在183天以上

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经营场所，申请备案时在厦门市注册成立
满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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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知识产权

[2]

Ø 知识产权均须已获得授权的；获得方式不含独占许可方式
Ø I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

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
Ø II类知识产权：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不含商标）
Ø I类自主知识产权获得时间不受限制
Ø II类自主知识产权获得时间仅限申报前三年（含申报当年），购买的知识产权按转让时

间计算

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企业申报前
拥有I类自主知识产权1项（含）以上或申报前三年内拥有II类自主知识产
权2项（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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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

[3]

对企业高新技术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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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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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缴交社会
保险或个人所得税超过6个月（含）
的职工不少于5人；

[4]

Ø科技人员：指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人员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理和
提供直接服务的，累计实际工作时间在183个自然日以上的人员，包括在职、兼职和临
时聘用人员

Ø职工总数：包括企业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职工总数中的在职人员不按是否工
作满183天计算，只要有签订劳动合同或有缴交医社保均须计入职工总数；兼职、临时
聘用人员全年须在企业累计工作183个自然日以上
Ø统计方法：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科技人员均按照全年月平均数计算     

     月平均数＝（月初数＋月末数）÷2        全年月平均数＝全年各月平均数之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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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及研发费用要求

[5]

近一年销售收入一般不低于50万
元且不高于2亿元，若销售收入低
于50万元的，其近一年研究开发
费用总额不低于50万元

近一年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
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3%

研发费用要求
[6]

Ø研发费用中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按实际发生额的80%计入研发费用进行占比计算

Ø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

Ø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按照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以及年度审计报告的口径计  

  算，两份报表的数据应保持一致

Ø上年度的研发费用按照出具的高企专审报告或鉴证报告填报



02  备案条件

高新收入要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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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企业申请备案前一年内未发生重
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
境违法行为

无违法行为
[8]

Ø 上年度的高新产品（服务）收入按照出具的高企专审报告或鉴证报告填报
Ø 总收入=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



扶持措施

l 可直接享受科技金融扶持政策；在申报市科技项目、政
府采购招投标、科技保险补贴等方面给予优先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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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

l  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月报制度。经备案通
过的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应每月按照要求报送
上月相关统计数据。

l 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发生名称变更或与备案条件
有关的重大变化（如合并、分立、转业、迁移、
歇业等），须在发生之日起2个月内通过区科
技主管部门报市科技局备案。

l 对已备案通过的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市科技局、
市财政局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发现其不符合备案
条件的，取消其市级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监督管理

3



监督管理

已备案的市级高新

技术企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取消其

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资格

（一）在申请备案过程中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
为的；
（二）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有严重
环境违法行为的；
（三）未按第九条（《备案管理办法》）要求
报告与备案条件有关重大变化情况的；
（四）连续6个月未报送企业生产经营统计数
据的。

因严重弄虚作假行为而被取消市级高企资
格的，依法追回相关奖励资金，并依照相关法
规予以失信惩戒。

监督管理



企业网上填报申请
材料

向其财税隶属区的科技部
门提交申请材料

各区科技部门
进行审核

符合条件

完成备案

企业可根据财税隶属区向相应的区科
技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如：企业税收
征管属于火炬税务的，须将申请材料
提交至火炬高新区指定受理地址。各
区申报具体事项由各区自行安排发布。

无异议

取消高企资格市科技局抽查
不符合条件

公示

不符合条件
结束

申报流程



企业注册登记

在线填报

在线提交

区科技部门
初审

经审核需
要修改

退回

经审核不符
合条件

结束

审核通过
区科技部门

复审 退回
经审核不符
合条件结束

审核通过

予以备案登记

经审核需
要修改

申报系统流程：

市科技部门
抽查

不符合条件 取消其市级高
企资格

公示，编制市高编号



 申报方式

n 采用系统在线填报与纸质材料相结合的方式申报。
（ 一 ） 在 线 填 报 ： 申 报 企 业 使 用 法 人 账 号 从 i 厦 门 （

https://www.ixiamen.org.cn/）进行登录（浏览器推荐使用谷歌、360

极速模式、火狐浏览器），进入i厦门页面后，点击“i财政”→“产业扶

持资金综合管理系统”→“资金申报”→“项目申报”→市级高新技术

企业备案，填写“备案登记申请书”并按要求上传附件。

（二）纸质材料提交：在线填报的内容与纸质申报材料应保持一致。

纸质申报材料详见厦门市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申报材料清单（2022年

版）。



1、从i厦门进行登录,访问网址：https://www.ixiamen.org.cn/，进
入点击“i财政”

03  申报系统



2、进入“i财政”后点击“产业扶持资金综合管理系统”进入界面



3、使用“法人账号”进行登陆

注意：企业若无i厦门法人账号，可点击“立即注册”，根据要求填写注册信息。注册过程
中若有遇到问题可拨打i厦门客服热线：0592-5051516，0592-5051180。



4、进入“厦门产业扶持资金综合管理系统”

若是首次登录厦门市产业扶持资金综合管理系统的，请点击的【资金申报】-
【企业信息】菜单，进入页面维护联系人信息，维护之后才能进行资金项目申报。



5、企业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资金申报”→“项目申报”，在资金细
类中输入“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点击“我要申报”后进入申报页面



6、填报时可点击 ”保存数据“进行临时保存，保存成功后在【项目
管理→未提交项目】菜单中查看。

点击“未提交项目”可以对未提交项目进行编辑、导出、删除等操作



7、知识产权汇总表中，若需要添加多条记录的，可点击图中的“添加
（右击删除）”按钮进行操作。



8、点击“已提交项目”可查看已提交项目审核进度，可进行：导出申请表、
追回（审核人员还未预审的情况下才可追回）、查看等操作。若申报的项
目不符合要求，审批人员将申报的项目退件，那么在已提交项目页面列表
中显示状态为“已退件”



9、区科技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企业须导出并下载带有审核号水印的备案
登记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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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高企备案工作各区联系电话

火炬高新区 5380086

思明区 5880913 

湖里区 5721371

集美区 6157810 

海沧区 6895392

翔安区 7886532  

同安区 7252657



业务咨询：市高新技术发展协会

咨询电话：2025913、2052826、2032126、2025955、

2108271、2053981、2053362、2052969

责任处室：市科技局高新技术处

电话：2661606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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