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州市科学技术局
关于征集科技成果的通知

各县 (市 、区)科工商务局,市直有关单位 :

根据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做好 ⒛19年度科技成果登记

统计的通知》(粤科函区字⒓01叨91号 )文件要求,征集有转化需

求、市场前景好、质量和水平高的科技成果,积极组织填报 《科

技成果信
`息
表 (有 转化需求)》 (详见附件)。 《科技成果信

`憝

表 (有转化需求)》 主要用于科技成果转化推介、竞价 (拍 卖)、

挂牌交易以及科技与金融结合等方面。其信
`憝

内容应为可公开。

《科技成果信
`急
表 (有 转化需求)》 采取自愿填报的原则,统一

采用线下填报的方式,提交电子文档。请于zO20年 2月 18日 前

报送至梅州市科学技术局综合规划科。

联系人:张毅光  电话:"ss-22铝 914

电子邮箱:mz2舛∞14@163·∞m

附件:科技成果信
`憝
表 (有 转化需求)

态镳
^1;∴

f∶∶∶∶∶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

科技成果信息表 (有转化需求 )

成果名称

所属领域

所属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启、技术  □生物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

□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

所属高新技术领域

□电子信启、 □先进制造  □航空航天  □现代交通  □生物医药与医疗

器械 □新材料  □新能源与节能  □环境保护  □地球、空间与海洋 □

核应用技术 □现代农业

属其他学科、早业领域 :

第一完成单位

单位名称 :

单位性质

□企业  □高- 芦院校  □科研院所 □其他 :

联系人 :

电子邮件 :

联系电话 :

单位网址 :

推荐单位

(加 盖公章 )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二o一七年十二月



填表说明

l,此表主要用于科技成果转化推介、竞价 (拍卖 )、 挂牌交易、科技与金融结合、科技成果

产业化等力面,其信唐、内容应仝部为
"Jˉ

公斤。采取 rl愿填报的原则。应噩丿l、i征求完成单位为中小

企业、且有转化和产业化需求的科技成果信窟、。

2.推荐单位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科技厅 (委 、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国 务院有关剖‘委、苴属机构、皮属事业毕位科l,k司 (局 ),各利技成果

登记机构。

3,详细信窟、表中,第 l、 2、 3项为所有类型的完成单位必填项,第 4、 5、 6项仅供完成单位

为企业的填写,第 6、 7、 8项为可选项、仅供参考。

4,请客观、准确、详实填写表格各项内容。



详细信息表

1,技术状况 (必填项 )

1,l科 技成果简介 (对科技成果进行总体性描述。奸l有 ,可注明

立项编号、研究起始 H期 、研究终止冂期,以及批准锋记中位

`自
、)

课题来源、课题立项名称、课题

批准登记刂、批准斧记H煳等估

12创新性 (重 点阐明如何区别于传统技术,专利等知识产权状况 )

13独占性 (重 点阐明技术上是否难以获取或复制 )

14盈利性 (重 点阐明是否带来成本下降或性能提高 )

15持续性 (重 点阐明技术储各和持续刨新能力 )

l,6先 进性 (重 点阐明技术水平,}要性能指标国内外比较,挎代技术发展趋势和现状等 )

1,7成熟度一标准化评价 (自 我评价,仅供参考 )

□13、 回报级:收回仝部投入后开始赚钱再投入

□12、 利润级:开始盈利 R利涧超过总投入的I0%

□
"、

盈 i级 :销告景达到盈 氵·
|^衡 点



□10、 销售级 :

□∞、系统级 :

□08、 产品级 :

□07、 环境级 :

□06、 正样级 :

□05、 初样级 :

□04、 仿真级 :

□03、 功能级 :

□⒆、方案级 :

□01、 报告级 :

第一笔销侍收入到账

产品实际通过任务运行的成功拷验

批产合格、图纸完备、工艺成熟

例行试验抽样、整架连通、试验结束

测试合格、工艺固化、图纸修改完成

完成图纸设计、 1∶ 艺编制、调试宄备

在实验审关键功能仿失验丨Ⅱ绌论成讧

关键功能分析日前能够做到

提出的技术概念原理方法论证可行

知识积累后有了新想法且表述出来

2.市场状况 (必填项 )

21市场分析 (重 点闸明足饣i拥有核心资溺i应 ×、∫竞争,巾场 1`仃 率、利氵|刂 率埒。阐明特定产刀Ι和技

术所面向的细分市场规模,如果是中间产品,请明确此特定巾闸产品的市场规模 )

2,2商 业模式分析 (重 点阐明价值链情况,包击l供应尚、客户、共他合作实体及其乏问的交互关系 ,

产品、佶唐、和资金的流动情况等 )

2,3营销状况 (重点阐明产品或技术是否需要培育新的市场,产沾宀定价情况、销售渠道、产宀宀推厂

模式,是否有典型的试用客户耸 )

3,转化、产业化及融资需求状况 (必填项 )

3,l拟采取的转化 (产业化)方式

□合作研发 □技术转让 □技术许可 □技术入股 □创业融资 □股权融资 □其他:_____

32应用推广的已投入情况 : 丿J7C

3,3资 金需求额 : 万 元

3,4融资用途

□产品研发  □市场开拓 □资金月转 □共他:__¨ _



4.管理团队状况 (完成单位为企业的填写 )

核心管理团队人员情况 (包括个人教育背景和I作经历,足否曾带过团队,足而仃巾场守向的思

维,是否愿意跟人分享;现有团队是否有共同的理念、相互信任与合作等 )

5.公司治理结构、管理结构状况 (完成单位为企业的填写 )

5,l治理结构 (重 点阐明股权结构、股尔之问的估任合作状况、股尔资源 rl补性、股东对公司的有

效控制状况、关联交易状况等 )

52管理结构 (重 点阐明颂盱体制、团队协作、骨J耳!制 度、内邮扌亻
ˉ
制机制状沙1等 )

6.财务状况 (完成单位为企业的填写,可选项、仅供参考 )

6,l主营业务名称 :

62近三年主营收入 : 万 元

63净利润 (利润总额一所得税费川 ): ,J元

64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一主营业务成本)/主 营业务收入×100%):



7,评价机构意见 (可选项、仅供参考 )

71评价机构 (×
F。 称及联系方式 )

7.2评价方式及评价日期

□机构评价  □鉴定  □验收   □彳∫业准入  □评估

□其他:___ __ˉ _

(日 期:  年  月  Fl)

73评价意见

8.科技成果获奖情况 (可 选项、仅供参考 )

获奖类别 颁奖单位 获奖时间 |  奖励名

1 □国家奖项

□省部奖项

□社会奖项

□其他

2 □国家奖项

□省部奖项

□社会奖项

□其他

3 □国家奖项

□省部奖项

□社会奖项

□其他

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