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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科技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其他类）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初审

初审
市科技局形式审查，并实地考察。

申报推荐
按照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公室要求，组织推荐上报

企业申报
申请单位根据相关要求，进行网上申报，并报送书面材料

通知
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公室发布申报通知

传达布置
市科技局转发通知，并安排部署有关工作，组织企业申报

申报单位需提供资料：

1.申请材料目录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在
线打印、签名、加盖企业公章）

3.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所属领域说
明；内容包括判断该产品（服务）为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依据及理由，
高新技术产品的核心技术情况，产品
指标及在同行业的先进性，是否为主
要高新技术产品等材料，是否属于国
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范围内
具体条件。

4.证明企业依法成立的《营业执照》
等相关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

5.职工总数、科技人员情况说明

6.经具有资质并符合《工作指引》相
关条件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 3
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经营不足
3年的企业，按实际年度出具）和近
1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
收入的专项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应出
具带有防伪条形码标识的专项报告）

7.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
业近 3个会计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
（含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
表、现金流量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
明书，实际年限不足 3年的按实际经
营年限）

8. 加 盖 税 务 机 关 受 理 章 的
2019-2021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
申报表。

9.有效知识产权材料

10.企业参与编制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检测方法、技术规范的相关支撑
材料（相关标准、方法和规范须经国
家有关部门认证认可）。

11.近三年研究开发活动材料：项目
立项报告、中期检查报告、结题验收
报告等。

12.科技成果汇总表及科技成果转化
支撑材料。

13.研发组织管理水平材料

14.其他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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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科技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其他类）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申请人登陆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申报

运城市科技大市场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发给《山西省技术

合同认定登记表》
审核未通过

不符合认定条件，退回材料不完整或不规范，按照

要求重新提供材料

申请认定登记需提供

的材料：

1、技术合同登记表

2、技术合同文本及

有关附件

3、本单位营业执照

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4、专利或非专利技

术权属证明

向运城市科技大市场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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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科技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其他类）

山西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初审

省科技厅发布通知

申报人在集中申报时间内进行申报

不符合申报条件，

不予推荐

项目单位报送书面材料

到市科技局

材料不齐全或形

式不符合申报要

求的，退回完善

材料

市科技局现场核查，报省科技

厅

市科技局进行形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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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科技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其他类）

山西省科普基地认定初审

经省科技厅发布年度科普基地认定通知，申请单位向市科技局申请

市科技局接受纸质材料，并向省科技厅推荐上报

受理

市科技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10 个工作日）

申报材料包括：

1.山西省科普基地
申报书
2.有关附件及证明
材料
3.上述材料一式 6
份，装订成册
4.《山西省科普基地
推荐汇总表》一份

申报条件：1.面向公众从事《科普法》

所规定的科普活动，有稳定的科普活动

投入。

2. 有适合常年向公众开放的科普设

施、器材和场所。每年开放时间累计不

能少于 200 天。

3.对中小学生实行优惠或免费开放的

时间每年不少于 30 天（含法定节假

日）.4.有常设内部科普工作机构并配备

有必要的专职科普工作人员。5.有明确

的科普工作规划和年度科普工作计划。

材料不齐全的，要

求5个工作日内返

还材料并与 10 个

工作日内补齐材

料。

不符合申报条件

的，5 个工作日内

反馈给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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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初审

省科技厅发布通知

申报人在集中申报时间内通过“山西省科学

技术奖励提名系统”进行申报

不符合申报条

件，不予推荐

项目单位报送书面材料

到市科技局

材料不齐全或形

式不符合申报要

求的，退回完善

材料

市科技局签署推荐意见，报

送省科技厅

市科技局网上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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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科技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行政确认）

山西省民营科技企业认定

省科技厅受理审核、批准备

案，制发证

申请需提交以下材料：

1.《山西省民营科技企业认定申请

表》（附件 1）

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上年度财务会计报表、资产负债和

损益表

4.企业章程及管理制度

5.企业近一个会计年度研发费用的

相关证明

6.上年末企业人员工资表、企业科技

人员名册、科技人员学历及职称证

明、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7.企业产权归属说明

8.行业资质许可证

9.信用承诺书

申请单位提出申请

县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初审

市科技局对企业资格认定审
批，报省科技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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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初审

省科技厅发布通知

申报人在集中申报时间内进行网上申报

不符合申报条件，

不予推荐

项目单位报送书面材料

到市科技局

材料不齐全或形

式不符合申报要

求的，退回完善

材料

市科技局报省科技厅

市科技局进行形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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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核拨

项目申报单位和主管部门进行审核

项目申报单位及主管部门根据申报指南要求进行把关审核。

提交申报材料

受理

申报指南发布至项目受理截止不少于 30天

第三方机构审查

下达计划
下达立项计划并会同市财政局下达资金文件

编制计划
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确定立项项目并编制年度计划

局办公会审定

市财政局审查

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实地考察

分管领导审核

网上公示
在运城市科技大市场网站发布立项项目

签订计划任务书

项目实施

结题验收

网上提交 书面材料报送

网络申报 打印纸质材料

发布年度计划项目指南及申报通知

申请人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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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科技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行政许可类）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材料不齐全或

内容不规范的

要求申请人补正材料

内容规范、材料齐全的

纸质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要求的，

予以一次性说明理由

纸质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

提出初审意见

用人单位网上注册账号，用人单位外国人归口管

理部门把关后提出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申请。

网上预审 （5 个工作日） 预审不通过

单位提交纸质材料，市科

技局审查

报省科技厅，审查

审查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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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出申请

市科技局发布开展认定评审工作通知

申报人准备相关材料

受理

并对照认定评审条件核对材料

市科技局组织初审 材料不符合要求

明显不符合条件

的不予受理

通知直接（破格）申

报人员向人社局报批

向申报人说明不

予通过原因

市科技局组织专家

评审

不符合破格要求

退回
人社局公示评审结果

人社局发文、办证

通知申报人在窗口领证

运城市科技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其他类）

自然科学研究系列初级职称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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