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丘市科学技术局
章 丘 市 财 政 局 文件

�

�
�

章科字〔2015〕2 号 

�

 

关于印发《2015 年度章丘市 
高新技术及产业化发展计划编制指南》的 

通  知 
�

各镇（街）、市直相关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根据国家、省、济南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及关于改

进加强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意见，市科技局、市财政局结

合我市产业发展的实际，联合制定了《2015 年度章丘市高新技

术及产业化发展计划编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现将《指

南》印发给你们，请做好学习和宣传，并严格按照《指南》的要

求做好项目的申报工作。2015 年度项目申报将按照常年申报、

分阶段评审、分类别实施的原则，项目库每季度汇总，纳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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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管理的市级各类科技计划将适时启用科技综合管理服务系统

运行操作。如有疑问可咨询章丘市科技局。 

章丘市科技局业务科联系电话： 83213584  

 

附件：《2015年度章丘市高新技术及产业化发展计划编制指南》 

 

 

 

章丘市科技局           章丘市财政局 

 

2015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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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章丘市 
高新技术及产业化发展计划编制指南 

�

根据国家、省、济南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及关于改

进加强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意见，参照济南市的编制指南

结合章丘产业发展的实际，制定《2015 年度章丘市高新技术及

产业化发展计划编制指南》。 

一、总体思路 

以改革为动力，以培育壮大企业创新主体，提升创新能力为

核心，以促进加快技术成果与市场的深度融合为根本，以支撑实

体经济发展为目标，以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为重点，强化协同创新，

合理配置资源，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探索以市

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效益为标准的创新资源配置和使用方式。 

二、目的要求  

围绕我市主导和支柱产业的发展，支持汽车及零部件、装备

制造、印刷包装等产业发展和电子信息、新材料、新医药、新能

源等新兴产业培育及铸锻、风机、塔机、炊事机械等传统产业的

改造升级，通过对企业自主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专利）转化及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等支持，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和水平，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

技术企业，为我市工业转方式调结构提供支撑。 

三、支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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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科技创新：支持对象为在我市注册的科技型企业。

旨在对企业通过自主创新、产学研联合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等方式方法，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创造新工艺进行支持和资

助。 

2、科技成果和专利转化：旨在对产学研合作支持和资助。

支持对象为由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包括各类研究生）到各

类科技园区创办、领办的科技型企业，或者高校、科研单位为推

动职务发明成果转移转化以单位资产、资金创办的科技型企业，

或者承接科研成果中试及产业化的企业。 

3、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与孵化

器建设，为创新创业提供优良环境。支持对象是企事业单位根据

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在园区、基地、企业建设的具有创新服务功

能的专业技术平台与创业服务功能的孵化器。 

四、支持领域 

（一）电子信息 

1、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关键技术及应用。重点研制推

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云计算服务器、海量存储、特种计算机等

云计算基础设备。大力推动云计算核心软件和支撑平台的研发，

重点突破云服务开发与部署等云计算软件关键技术，研究面向海

量存储管理的软件技术以及云计算、大数据在金融、电信、能源、

政府、农业等行业的推广应用。大力推动物联网技术创新，重点

支持超高频 RFID 标签、适用于物联网的新型近距离无线通信技

术的研发。发展嵌入式系统设计、芯片设计、片上系统等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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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面向农业、医疗、烟草、现代物流、食品药品监管、

安监等领域发展与物联网技术相融合的新一代管理软件和应用

软件。 

2、软件。大力发展软件中间件、三维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

机辅助制造软件系统、信息安全技术和产品。发展面向电力、交

通、金融、政务、通信、社会管理、民生服务和现代农业等领域

的应用软件。大力推动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工程建设。 

3、集成电路。重点支持计算机存储芯片、数字音视频处理

芯片、信息安全芯片、汽车电子专用芯片、数字化仪表专用芯片、

射频识别（RFID）芯片等通用类、消费类芯片设计与相关生产技

术的研发；支持集成电路测试封装线建设与发展，支持电子设计

自动化（EDA）设计工具。 

4、网络与通信。重点支持下一代网络通信相关的技术研发

和产业化工作，包括传输交换设备、移动通信设备、接入设备以

及网络增值业务、电子商务应用系统；大力推动下一代网络相关

应用及服务模式创新。 

（二）先进制造 

1、数控装备。重点支持发展高速精密数控车床、加工中心、

数控专机和大型成套设备、自动化生产线、内燃机、压力机、试

验机、工业机器人及特种机器人等光机电一体化设备及关键配套

零部件。 

2、交通装备。重点支持重型车整车技术以及发动机、变速

器、离合器、车桥等关键总成和汽车关键零部件技术研发和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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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研究动力电池组及管理系统等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技术

及总成产品。 

3、电力装备。重点支持特高压输电技术、智能电网技术、

新型节能配网专用变压器等关键技术研究开发，支持汽轮机、发

电机等发电设备研发，支持特高压变压器、自动化控制装备及系

统、配网自动化、新一代智能变压器等输配电设备研发，支持无

功补偿设备等电力节能环保设备研发。 

4、工业电子和消费电子。加快功率半导体器件、显示器件、

半导体发光器件、汽车电子、电力电子、工业控制等产品和系统

的开发及行业应用，支持小家电和高性能、智能化仪器仪表研发，

加快数字电视机顶盒、数字多媒体终端产业化进程。 

5、制造业信息化。加快推动制造业信息化，推进“大型骨

干企业数字化应用示范、制造物联与智能制造应用示范、服务型

制造应用示范”三大应用示范工程，重点研究开发面向制造行业

的高端三维 CAD 设计、集约化经营管理、商务智能、云制造与

SaaS（软件即服务）服务支撑平台等关键技术。 

（三）新材料 

1、高性能半导体材料。开发具有电、磁、光、声等功能效

应的高性能材料，重点研究开发光电子材料的生长技术、外延技

术、封装技术。重点支持铌酸锂单晶薄膜材料研发及制备。支持

研究开发锂电池专用新型电极材料及电解液生产关键技术。 

2、新型高分子材料。重点支持有机高分子材料、有机氟材

料、有机硅材料、高分子聚乙烯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和结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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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功能性材料等材料及制品的研究开发。 

3、胶体材料。支持纳米银浆、纳米纤维滤膜、超细材料等

胶体材料研发。 

4、高性能金属材料。重点支持高强、高韧、耐高温、耐腐

蚀、抗磨损的结构材料以及高性能特种功能材料。开展熔融还原

技术、洁净化和细晶化钢铁制备技术的研究，开发高强度、耐磨、

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性的高附加值特种钢材产品。支持高强度、

高韧性铝合金、镁合金等研究。 

5、石墨烯材料。重点研究开发石墨烯制备方法及产业化、

石墨烯在涂料、橡胶、锂电池、钢材等方面的应用技术开发研究。 

6、新型建筑材料和住宅产业化。新型墙体材料、新型防水

密闭材料、装饰装修材料等新型建材的研究生产以及以此为基础

的住宅设计、构配件生产、施工一体化项目技术的应用推广。 

（四）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1、太阳能热利用。研究开发标准化、通用型太阳能热水系

统组件，开发中高温太阳能集热技术及应用，开展太阳能高效利

用技术研究，积极研发光热发电和系统集成技术，加快太阳能光

热利用与建筑一体化步伐。 

2、太阳能光伏应用。加快发展光伏晶硅材料、晶硅太阳能

电池、薄膜太阳能电池、建筑用太阳能电池组件、光伏发电控制

系统。 

3、风电装备和风能利用。支持大功率风电机组及海上风机

的研发，开展风力发电与大规模储能技术、多能互补发电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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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 

4、地热能。积极研发推广地源及水源热泵技术，大力发展

热泵空调等地热应用产品。 

5、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重点研究开发废旧钢铁、废塑

料等再生资源回收、分选和处理技术等。 

6、节能技术。重点研究开展化工、钢铁、冶金、石化、造

纸、电力等高耗能行业节能减排关键技术及设备机械制造技术研

究。 

7、循环生产技术。重点研究开发石油化工、矿产与冶金、

电力、造纸、食品、医药、机械与装备制造业等循环经济中关键

技术等。 

（五）生物与制药 

1、非粮生物质原料的生物炼制、生物能源规模化生产技术。

开展木材、秸秆、玉米芯组分的精细分离与转化等高值化利用技

术与装备研究，开发相关高值产品。研究开发以工业和农林生活

废弃物为主要原料的非粮生物乙醇、生物柴油等生物能源产品的

共性、关键技术和专用设备等。开展生物质气化技术、生物质制

取合成燃料技术、生物燃料发电技术等的研究与开发。 

2、生物药物。加强生物技术产品及相关技术的研发，重点

研发重组蛋白的突变体、修饰体、融合体等类药物，开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药物。加强生物技术药物的关键技术研

发，尤其是哺乳动物细胞表达体系的上游构建、细胞大规模培养

等限制我国生物技术药物发展的关键技术，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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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相关技术平台，实现基因工程抗体的产业化。 

3、化学药物。在原料药行业方面，加大自主创新，对即将

到期的专利名药物进行仿制创新，提高工艺技术水平和产品质

量。在制剂药行业方面重点改造抗生素工艺技术，开发疫苗与酶

诊断试剂、活性蛋白与多肽类药物和靶向药物，研究与开发氨基

酸工业和开发甾体激素、人源化的单克隆抗体、血液替代品等，

不断推动工艺技术的升级，发展新兴药品。形成热镇痛类、抗感

染类、心脑血管类、糖尿病类、维生素类、抗肿瘤类等制剂的规

模化生产。 

4、中药及天然药物。推广中药材标准化种植，从源头开始

实施中药材种植质量管理规范；开发重点中药品种和植物药，加

强中药品牌建设，重点发展中药膜剂、滴丸、微丸等先进剂型，

推广生物酶仿生提取、膜分离、超临界萃取等新技术、新工艺在

中成药研发和生产中的应用，不断提高中药提取、提纯水平。开

展中药工艺标准化研究、标准样品制备技术研究、地道药材有效

组分和成份的确定研究。 

（六）农业投入品及农机装备。研究开发新型保水剂、新型

高效抑制剂、开发环境友好缓释、控释肥和专用控释复混肥，研

究开发新型生物可降解地膜和生态膜，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

低残留新型农药。研究开发农业高效用水、节水、雨水利用、水

肥一体化、污水净化利用等节水技术和设备。开展微灌系列技术

及设备的研制与开发，组装设施栽培节水技术体系。加强农业机

械装备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开发环保、标准和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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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施农业装备，开发适于家庭农场智能化农机装备及配套零部

件。 

（七）资源与环境 

1、污水处理、回用与生态修复。重点开展对工业废水、生

活污水的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复合型湿地自流净化技术及检测设

备研发，新型可持续人工湿地等关键技术、湖泊富营养化防治技

术的研究与开发。 

2、面源污染控制技术。重点开展农村污水处理--沼气生产

--中水利用—生活垃圾处理等面源污染控制等核心技术的研究

与开发，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研发。 

3、重点行业污染控制技术。围绕火电、钢铁、建材、化工、

冶金、食品等重点污染行业，重点研究开发控制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挥发性有机物、细颗粒物等排放的技术及装备。 

4、细颗粒物污染控制技术。重点研究开发湿式电除尘技术、

团聚技术、电-袋混合式除尘技术、超细粉尘高效捕捉技术、汽

车尾气催化剂、工业废气物治理技术以及耐高温、耐腐蚀纤维及

过滤材料、优质滤袋和设备，汽车尾气治理技术等。 

5、大气环境监测预警技术。重点研究开发固定污染源连续

（自动、在线）监测技术、大气环境质量预报与预警技术等。Pm2.5

污染控制适宜技术体系及示范项目。 

6、固废综合利用技术。重点研究开发赤泥、白泥、城市污

水处理厂剩余污泥、餐厨垃圾、城市园林废弃物等无害化处理及

资源化利用技术与设备等。研究开发建筑废物分类与再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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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用、以及再生混凝土高性能化等关键技术。 

8、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重点研究开发电力、造纸、钢铁、

油气开采、化工、纺织等高耗水行业节水与中水回用技术改造、

矿井水利用、空中云水资源开发技术等。 

（八）传统产业提升改造技术。铸锻造行业节能环保等新技

术及其加工技术的研究应用，风机、塔机、炊事机械等数字化改

造，化工新产品开发、有机合成技术。 

五、项目的申报与管理  

计划项目的申报、受理、评审、立项、实施、验收将适时启

用科技综合管理服务系统运行操作。 

申报项目应符合《指南》要求。课题组人员学科、年龄应结

构合理且相对稳定，课题负责人在相关专业和研究领域应具有一

定的学术和技术优势，并具有与项目相关的研究积累和完成项目

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信誉良好。  

（一）项目申报  

实行网上常年申报，科技综合管理服务系统未开通前，申报

项目单位可将纸质材料和电子版直接报市科技局。科技综合管理

服务系统开通后，申报单位需在新申报系统注册后，从网上申报

到科技综合管理服务系统。 

（二）申报要求 

1、申报主体 

申报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账户的机关、企事业单

位或山东省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示范中心。鼓励我市企业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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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企业科技创新

水平提升。申报单位申报时填写单位全称（与公章保持一致），

山东省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示范中心可作为申报主体申报。申报

企业应为纳入高新技术产业统计范围，除年销售收入 2000 万元

以下企业外，优先支持建立了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

中心、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等研发机构和山东理工大学、齐

鲁工业大学、济南大学等与市政府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的高校

院所合作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等。 

2、申报数量 

一个申报单位可申报1至3个项目。没有得到计划支持的项目

转入下年度进行评审，每个项目连续评审不超过三年。 

3、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申报资格  

（1）项目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2）上一年度申报单位没有研究与开发（R&D）活动和投入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业企业在上一年度市统

计局组织的企事业单位科技活动统计中，研究开发（R&D）活动

和投入指标未填报数据或填报数据为“0”的； 

（3）已承担章丘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实施期满未提出

验收申请的； 

（4）验收过程中，项目承担单位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

为的； 

（5）项目承担单位有截留挪用、不按规定用途使用、骗取

财政资金、挥霍浪费等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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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一项目或项目类似、无实际性突破，已经立项支持

过的； 

（7）其它不符合申报要求的情况。 

4、申报单位应提供以下材料  

（1）项目申报表（按照样表格式填写）。 

（2）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不体现申报单位、课题组人员

等有关信息）。 

（3）上一年度财务报表。企业应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注册时间不满一年企业提

供企业自成立之日起至今的月度财务报表）；事业单位提供部门

决算报表中资产负债简表和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5）附件。能证明企业资质及与项目有关的其他附件材料。 

（三）项目申报受理及管理 

1、申报受理 

所有项目实行常年申报，常年受理。 

2、项目库管理 

（1）项目申报单位在线提交项目由业务科室审核通过后自

动进入项目库。入库项目在专家评审前，申报单位需提交项目月

度进度表和财务月度报表。跟踪管理工作由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主管科室就项目实施的基础条件、技术水平、创新能力、项目进

展、企业经营、财务状况等方面进行考察，不符合条件的不参加

评审。 

（2）专家评审前由主管科室根据跟踪管理情况，依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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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支持重点确定参评项目。未按计划管理要求提交项目进度表

和财务报表情况的不参加评审。 

（3）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组织财务专家或聘请中介

机构对项目进行财务评审考察。对财务考察评审不合格的申报项

目一票否决。 

3、项目审定 

项目评审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最大限度地采取专

家网上评审与业务科室刚性指标评审相结合方式，消除人为因素

对评审的影响。所有项目评审，纪检部门全程监督。 

评审结果确定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立项资格 

（1）除中央、省、市有明确规定用于配套支持的项目外，

同一年度内，已获得政府其他产业引导资金支持的同一企业； 

（2）财务考察评审不及格的； 

六、项目立项 

2015年章丘市高新技术及产业化发展计划拟立项项目20项

左右。市科技局、市财政局根据专家评审、科室和财务考察情况，

确定支持项目名单、支持方式及经费额度，按规定程序下达立项

文件。项目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严格按规定使用经费，及时组

织验收，有关部门将强化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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