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科高〔2021〕11 号

舟山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
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的预通知
各县（区）科技局，各功能区管委会，海洋科学城建设管理
中心，各有关单位：
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 号）和《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国科发火〔2016〕195 号）等文件规定，
为更好地开展 2021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帮助企
业尽早准备申报事宜，现将 2021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申报预
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一）在舟山市行政区域内注册一年以上的居民企业；
（二）2018 年认定并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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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规定，如需再次提出认
定申请，按本通知规定办理（名单详见附件）。
二、申报时间
2021 年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截止时间为 7 月 20 日，市
本级企业直接提交至市高企认定办，定海（含金塘）和普陀
（含六横）企业由所属地认定办审核后提交至市高企认定
办。市科技局将会同财政、税务部门于 7 月底对企业的申报
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岱山县和嵊泗县企业由所属地高企认定办审核后直接提
交至省高企认定办（具体截止时间由岱山、嵊泗高企认定办
另行通知）
。
三、申报程序
（一）自我评价
申报企业应对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进行自我评价。自我评价认为符合条件的，按照《认定办
法》、《工作指引》有关规定和本通知要求，准备相关申报
材料。
（二）网上申报
企业需同步在国网和省网注册进行申报：
1. 国网申报流程：企业登录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网址：
https://fuwu.most.gov.cn/）：注册法人账号→服务事项→按类
型：科技创新服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高企认定申报→新
增申报材料，生成导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PDF格
式文件，并按申报要求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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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网申报流程：企业登录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系统（网址：http://115.238.84.46:8612/），用浙江省政务
服务网注册的法人账号进入系统，填写企业自评表，上传《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PDF格式文件及相关证明材料扫描
件。
四、工作要求
各县（区）和功能区科技部门要把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作
为高质量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来抓，对照任务目标，做
好申报组织工作，做到精准服务；要积极主动会同当地财政、
税务部门做好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的指导，提高申报质
量；要按照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加强与属地应急管
理、市场监管及生态环境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帮助符合条件
的企业统一出具相关材料。
五、联系方式
舟山市科技局高新技术及产业化处，2280780；
定海区科技局科技发展科，2034060；
普陀区科技局科技发展科，3815623；
岱山县科技局科技计划科，4473229；
嵊泗县科技局科技管理科，5081059。

附件：2021 年需重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清单

舟山市科学技术局
2021 年 6 月 10 日
- 3 -

附件

2021 年需重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清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区域

证书编号

1

浙江仟源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高新区

GR201833000209

2

舟山市鲨鱼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GR201833000890

3

舟山新舟鱼粉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区

GR201833000046

4

舟山恒尊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高新区

GR201833000199

5

浙江东帆船舶配件有限公司

高新区

GR201833001012

6

舟山市敏达建材有限公司

高新区

GR201833002939

7

舟山市大昌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

高新区

GR201833002997

8

浙江亚帝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区

GR201833003944

9

浙江达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学城

GR201833000465

10

中信海洋（舟山）卫星通信有限公司

科学城

GR201833001719

11

舟山中船通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

科学城

GR201833002442

12

国脉海洋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科学城

GR201833003885

13

舟山遨拓海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科学城

GR201833002584

14

浙江中裕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新城

GR201833000954

15

浙江易舸软件有限公司

新城

GR201833003596

16

舟山市金湖化纤机械有限公司

新城

GR201833000777

17

舟山市普陀山海天佛茶有限公司

普-朱

GR201833003250

18

浙江佳璐水族用品有限公司

定海区

GR201833004091

19

浙江格池园艺用品有限公司

定海区

GR201833004122

20

舟山长宏国际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定海区

GR201833001571

21

浙江金达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定海区

GR201833003416

22

浙江优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定海区

GR20183300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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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201833002487

24

舟山市纳海固体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 定海区
司
舟山市汇邦建材有限公司
定海区

25

浙江台意德塑机制造有限公司

定海区

GR201833001429

26

舟山欧莱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定海区

GR201833002580

27

浙江科鑫重工有限公司

定海区

GR201833002128

28

舟山麦克斯韦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定海区

GR201833002707

29

浙江华业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金塘镇

GR201833001558

30

浙江金佳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金塘镇

GR201833000788

31

浙江中扬螺杆制造有限公司

金塘镇

GR201833001084

32

舟山市宇泽橡塑机械有限公司

金塘镇

GR201833003430

33

浙江飞鲸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陀区

GR201833000033

34

浙江炜驰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普陀区

GR201833001514

35

浙江恒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陀区

GR201833003199

36

浙江同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普陀区

GR201833003511

37

浙江华刚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

GR201833000224

38

舟山市南炜通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普陀区

GR201833000453

39

舟山市常青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普陀区

GR201833001469

40

舟山恒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普陀区

GR201833001701

41

浙江屹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普陀区

GR201833001833

42

舟山市英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普陀区

GR201833002159

43

舟山赛莱特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

GR201833002850

44

浙江海士德食品有限公司

普陀区

GR201833003588

45

浙江成功之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

GR201833003673

46

浙江欧格纳科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六横镇

GR201833000592

47

舟山春蕾锯业有限公司

六横镇

GR201833002490

48

浙江舟富食品有限公司

岱山县

GR201833001160

49

舟山欣欣化纤有限公司

岱山县

GR201833001872

23

GR20183300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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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舟山市银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岱山县

GR201833002141

51

舟山海山机械密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岱山县

GR201833002503

52

舟山市天瀚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岱山县

GR201833001415

53

舟山神鹰滤清器制造有限公司

岱山县

GR201833002000

54

舟山市恒泰漆业有限责任公司

岱山县

GR201833002432

55

舟山市飞利达电机有限公司

岱山县

GR201833003059

56

岱山县巨能胶带有限公司

岱山县

GR201833003288

57

舟山市奥盛汽车传动带制造有限公司

岱山县

GR201833003535

58

浙江海富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嵊泗县

GR201833000627

59

嵊泗县蓝海洋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嵊泗县

GR201833001223

舟山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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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1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