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市产业创新能力建设专项

编制说明

一、编制指导思想和原则

为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激励企业开

展研究开发活动暂行办法的通知》（鄂政办发［2017］6 号）

支持“牵头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一次性补助建设经费 500 万元，所需

奖补资金由省级财政和地方财政各承担 50%。”市政府《关于

开展化解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第 18 项要求，引导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主体研发能力，促进产业技术进

步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

二、收支预算

1、收入预算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收入 1000 万元，比 2020 年增加

250 万元，拟配套补助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等 4 个项目，比上年增加 1 个配套补

助项目。

2、支出预算



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激励企业开展

研究开发活动暂行办法的通知》（鄂政办发［2017］6 号）和

省发改委省产业创新能力建设专项项目投资计划，拟对武汉

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等

4 个公司的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配套补助资金各 250

万元，合计 1000 万元。

三、绩效目标

通过专项实施，引导和支持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所在企业

添置试验设备、增强研发水平等，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提升相关创新指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实力和水平。

四、保障措施

1、进一步做好对区级发改部门业务指导，加强项目审

核和管理，强化区级发改委工作纪律和责任，严格把好项目

初审关；

2、加强项目资金安排公示，在网站和公共媒体上公开

项目和资金支持信息，加强社会监督。

2020 年 11 月 23 日



2021年市产业创新能力建设专项项目申报表(含绩效目标)
资金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产业创新能力建设专项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 李绪杰 联系电话 82796929

项目类型  1.部门项目 □          2.公共项目 √

项目申请理由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激励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暂行办法的通
知》（鄂政办法〔2017〕6号）关于“支持企业建设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牵头
组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一次性补助建设经费500万元”，补助建设资金省级财政
和地方财政各承担50%。

项目主要内容

     配套支持持上年度获国家认定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所在企业的创新能力项目建
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企业添置试验设备、增强研发水平等，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提高创新主体研发能力。 明确当年申请预算资金的主要投向及工作任务。

项目总预算 1000 项目当年预算 1000

项目前两年预算
及当年预算变动

情况

 1.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20年预算安排配套补助资金750万元。
 2.当年预算变动情况（变动资金数量）及理由： 2021年预算安排1000万元，比上
年新增250万元。拟配套安排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
项目等4个项目。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1.财政拨款收入 1000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1000

2.事业收入

3.上级补助收入

4.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5.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6.其他收入

7.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8.上年结转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余结转



项
目
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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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及
测
算
依
据

项
目
支
出
明
细
预
算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合计 1000

1、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创新能力
建设项目

250

2、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创新能力
建设项目

250

3、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
项目

250

4、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 250

测算依据
及说明

    依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激励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暂行办法
的通知》（鄂政办法〔2017〕6号）关于“支持企业建设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牵头组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一次性补助建设经费500万元”，补助建设资金省级
财政和地方财政各承担50%。

项目绩效总目标
   通过专项实施，引导和支持4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所在企业添置试验设备、增强
研发水平等，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相关创新指标。

项目年度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创新
能力项目数（个）

4

数量指标 项目投资完成量（%） ≥80%

数量指标 资金及时拨付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每家企业年度研究与试
验发展经费支出额（万

元/家）
≥1500

社会效益指标 程序信息公开满意率 ≥90%

环境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

说明：项目支出明细栏目不应按经济分类填写，按照开展的具体子项目或单独工作任务分类填写



2021年市产业创新能力建设级专项资金收支预算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比上年增减% 项目 预算数 比上年增减%

一、财政拨款收入 1,000.00 0.33 一、本级支出 0.33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000.00 0.33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000.00 0.33

    1.经费拨款 1,000.00 0.33

    2.纳入金库管理的非税收入

      ……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

二、转移性支出

二、上年结转 三、结转下年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结转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结转

收入总计 1,000.00 0.33 支出总计 1,000.00 0.33

专项公开表1



2021年市产业创新能力建设级专项资金支出预算表

专项公开表2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项目内容

本年预算 编制依据

编制责任
部门合计

市直支出

下区支出 政策依据 测算依据
小计

其中：
部门预算支出

合计 1000 1000 1000

武汉天喻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
创新能力建设
项目

武汉天喻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信息化平台和智能改造；
研究突破相关攻防、软硬件和

区块链安全技术；研究新基建
、新经济的前沿技术（人工智

能、物联网、云计算、5G网
络）和新应用模式。
购置嵌入式安全攻击实验设备

、SVN服务器、8th服务器等仪
器设备，预期形成项目相关技
术申请专利10件、参与国内外

标准制订3项。 250 250 250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湖北省激励企业开展研究
开发活动暂行办法的通知》
（鄂政办发［2017］6号）

市发改委

武汉精测电子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
创新能力建设
项目

武汉精测电子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围绕提高显示检测及修复技
术，购置光学平台、工业相机

等设备40台（套），建设显示
检测及修复技术研发、中试、

信息化平台。 250 250 250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湖北省激励企业开展研究
开发活动暂行办法的通知》
（鄂政办发［2017］6号）

武汉科前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创新
能力建设项目

武汉科前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

围绕提升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

新能力 ,购置生物反应器、荧
光定量PCR仪等仪器设备，建设
病原检测、疫苗工艺等研发试

验检测、中试装置等平台，形
成一批主要以新产品、新工艺
和专利为主动物疫病防控成

果，并及时实现转化 250 250 250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湖北省激励企业开展研究
开发活动暂行办法的通知》
（鄂政办发［2017］6号）



中铁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创新能力
建设项目

中铁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

围绕提升悬挂式轨道交通成套
技术产业化开发应用 ,购置气

动列车、列车运行试验台等仪
器设备，建设一条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悬挂式轨道交通试验

线，掌握成套核心技术,该试验
线包括有车辆、轨道系统、车

站等，并进行试运行。 250 250 250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湖北省激励企业开展研究
开发活动暂行办法的通知》
（鄂政办发［2017］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