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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市 新 经 济 发 展 委 员 会 

〔2018〕—247 

 

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 
关于申报 2018 年成都市新经济梯度培育企业的通知 

 

各区（市）县新经济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关于营造新生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意

见》（成委发〔2017〕32 号）、《成都市新经济企业梯度培育若干

政策措施》（成府函〔2018〕74 号），按照《成都市新经济梯度

培育企业认定办法（试行）》（成新经济领办〔2018〕2 号）要求，

结合全市新经济企业发展实际，经研究决定开展 2018 年成都市

新经济梯度培育企业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工商注册、税务解缴关系、统计关系在我市范围内，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无违法记录，全年无重大安全事故，且符合我市“六

大新经济形态”之一的新经济企业。 

二、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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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成都市新经济梯度培育企业含种子企业、准独角兽

企业、独角兽或行业领军企业三个梯度，各梯度申报条件如下。 

（一）种子企业申报条件。种子企业是处于创业期，具有较

好发展前景、商业模式得到资本和市场初步认可的新经济企业，

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软件企业等资质之一的企业。 

2. 获得过投资（含个人或机构，下同），未上市（含“新三

板”上市，下同），且最新一轮融资时的估值为 1000 万美元至 1

亿美元。 

3. 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 1000 万元至 1 亿元，且 2016 年、

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均超过 20%。 

（二）准独角兽企业申报条件。准独角兽企业是指呈爆发式

增长趋势的新经济企业，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获得过投资，未上市，且最新一轮融资时的估值为 1 亿

美元至 10 亿美元。 

2. 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 1 亿元至 20 亿元，且 2016 年、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均超过 20%。 

（三）独角兽或行业领军企业申报条件。独角兽或行业领军

企业是指具有发展速度快、创新能力强、具备一定规模等特性的

新经济企业，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获得过投资，未上市，且最新一轮融资时的估值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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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2. 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20 亿元，且 2016 年、2017 年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均超过 20%。 

三、申报材料 

（一）材料内容 

1. 2018 年成都市新经济梯度培育企业申报书。 

2. 企业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 在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集

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等资质证书（复印件）。（申报种子企

业且只满足该条件的企业必须提供，其他企业自愿提供） 

4. 有外部融资的企业提供企业最新一轮投资协议及相关补

充协议（复印件），投资人背景调查（如有），工商变更登记底档

材料（复印件）（包括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出资信息、股

东决定（如有）、公司章程（加盖公章）、股东股权变更税源监控

表、验资报告等），新增投资人打款回单；无外部融资的企业提

供工商登记底档材料（复印件）（包括公司登记申请书、股东出

资信息、股东决定（如有）、公司章程（加盖公章）、股东股权税

源监控表、验资报告等）。 

5. 企业 2016 年度、2017 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成立时

间不足两年，提供近一年的审计报告；不足一年，提供成立起至

2018 年 8 月的财务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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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7. 其他证明业务真实性需增补的材料。 

（二）装订要求 

1. 纸质材料一式两份，需按顺序胶装成册； 

2. 申报材料书脊需注明企业名称及申报材料类型，例如：

xx 公司 2018 年成都市新经济梯度培育企业认定申报材料； 

3.申报材料中的复印件须加盖公章及骑缝章。 

四、申报程序 

（一）企业向注册地所在区（市）县新经济主管部门提交申

报 材 料 ； 同 时 登 录 成 都 市 新 经 济 企 业 数 据 监 测 平 台

（http://nec.chengdu.gov.cn/）（网站 2018 年 9 月 18 日开通申报入

口），进行注册，进入“2018 年成都市新经济梯度培育企业申报”

入口，按照规定和要求填写并提交申报信息。 

（二）各区（市）县新经济主管部门对申报企业填报信息和

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主要审查企业申报材料是否完整、申报类

型是否符合条件、线上线下信息是否一致等，将初审合格的企业

名单汇总表及纸质申报材料推荐上报市新经济委（网上需同时推

荐）。 

（三）市新经济委会同“六大新经济形态”主管部门、财政部

门，组织行业、财务等方面专家进行评审，形成拟入选名单并报

请市新经济领导小组审定。待公示无异议，予以发布。 

五、申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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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区（市）县新经济主管部门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

前将企业名单汇总表及纸质申报材料（胶装，一式两份）统一报

市新经济委产业促进处。 

（二）经认定的新经济梯度培育企业有效期为一个年度，新

经济梯度培育企业实行动态调整，每年认定一次。 

六、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电话  

1 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产业促进处  61884592 

2 成都天府新区科技创新和新经济局新经济处  68773400 

3 成都高新区科技与新经济发展局企业培育处  85196452 

4 锦江区新经济和金融工作局产业促进科  81131929 

5 青羊区商务局（新经济工作局）新经济科  86247399 

6 金牛区经济科技和知识产权局新经济发展科  87509475 

7 武侯区经济和科技信息化局工信产业科  85067391/ 
85253365 

8 成华区经济和科学技术局政策法规科  84302400 

9 龙泉驿区科技和经信局（新经济局）新经济科  84853903 

10 
青白江区科技经济和信息化局（新经济工作局）知识产
权科  68936563 

11 新都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新经济科  83012438 

12 温江区新经济和科技局新经济科  82640431 

13 双流区科技和新经济发展局新经济科  85753569 

14 郫都区经济和科学技术局科技金融中心  86556910 

15 简阳市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科技科（新经济工作科）  27028577 

16 都江堰市经科信局（新经济局）新经济发展科  13880427590 

17 彭州市发展和改革局（新经济工作局）发展规划科  68961831 

18 邛崃市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科技创新科  88777633 

19 崇州市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信息化科  82201123 

20 金堂县商务局办公室  84921830 

21 新津县新经济发展委员会  82402823 

22 大邑县经济和信息化局（新经济工作局）新经济科  88353737 

23 蒲江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新经济工作局）新经济科  69205530 

24 成都新经济企业网技术咨询  87371375/ 
1851037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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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事项 

（一）经认定的成都市新经济梯度培育企业可申请《成都市

新经济企业梯度培育若干政策措施》（成府函〔2018〕74 号）中

的有关支持和服务。 

（二）企业每月 18 日前（2018 年 10 月起）登录成都市新

经济企业数据监测平台（http://nec.chengdu.gov.cn/），按照规定和

要求连续填报相关新经济企业月报信息，信息填报情况将作为有

关政策申请和企业服务依据。 

特此通知。 

 

附件： 

1. 2018 年成都市新经济梯度培育企业申报书 

2. 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 

2018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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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成都市新经济梯度培育企业 
申报书 

 
 
 

 

申报类别：□独角兽或行业领军企业    
  □准独角兽企业 

□种子企业    
 
 
 

企业名称：    （加盖公章）     

            

 

 

 

 

企业注册地： （区（市）县） 

企业联系人：  

电      话： 
 
 

填制时间：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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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申报书是按照《成都市新经济梯度培育企业认定办法（试行）》

（成新经济领办〔2018〕2 号）的要求而制定，是申报“成都市新经济梯

度培育企业”的依据。 

二、办公地址指目前企业办公所在地址，注册地指企业注册、税收及

统计关系所在区（市）县。 

三、“新经济形态”是指《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营造新生

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意见》（成委发〔2017〕32 号）文件中定义的

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共享经济六大经

济形态。 

1. 数字经济。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领域，加快发展 IPv6、5G、

信息终端等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聚焦信息技术软件领域，加快发展大数

据、新兴软件服务、物联网、云计算、网络信息安全等信息技术服务产业。

聚焦信息技术硬件领域，加快发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传感控制等电子

核心产业。 

2. 智能经济。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重点发展脑科学、生物识别、虚

拟现实、可穿戴装备等产业。聚焦智能制造领域，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

工业互联网、无人机、增材制造、激光光电等产业。聚焦卫星及应用服务

领域，重点发展导航芯片、定位系统、遥感应用等产业。 

3. 绿色经济。聚焦绿色能源生成转换领域，重点发展生物质能、智

能电网、储能等清洁绿色能源和可替代能源产业。聚焦绿色产业领域，重

点发展环保技术研发及装备制造、分布式新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等节能环

保产业，加快发展生物材料、稀土功能材料、激光晶体材料、石墨及碳素

制品等新材料产业。聚焦绿色生活领域，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共享交通

工具等绿色出行产业，加快发展高效节能家电、绿色家居等绿色消费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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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意经济。聚焦创意产生，重点发展音乐制作、影视动漫制作、

数字游戏、数字娱乐、版权交易、新媒体等产业。聚焦创意设计，重点发

展时尚设计、工艺美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展示设计等产业。聚

焦创意体验，重点发展文博创意、田园文创、数字演艺、文化体验、生态

观光、美食品鉴、农事体验、现代旅游等产业。 

5. 流量经济。依托人才流、物质流、资金流、知识流、信息流、商

品流、资产流等要素资源的流动聚合，发展零门槛、依赖型、平台化的经

济新业态。聚焦新金融服务领域，重点发展科技金融、消费金融、供应链

金融、普惠金融等新金融业。聚焦生产流通领域，重点发展信息咨询、检

验检测、技术转移，以及供应链管理、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交易

市场、网络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聚焦经贸合作领域，重点发展跨境电商、

离岸金融结算、创新创业、总部经济等新兴业态。聚焦网络社交领域，重

点发展电子竞技、网络直播等创新模式。 
6. 共享经济。聚焦生产服务模式创新，通过众创、众包、众扶、众

筹等各种形式，向传统产业和行业渗透，重点发展办公空间、生产线、测

试线、研发中心等创新资源共享，专利技术成果、知识技能服务、人力资

本服务、研发设计等创新能力共享。聚焦流通服务模式创新，重点发展智

慧仓储物流、现代交通运输等流通资源共享。聚焦消费服务模式创新，重

点发展房屋居住、家居家政、饮食出行、体育健康、文化娱乐、闲置物品、

剩余时间等消费资源共享。聚焦公共领域，重点发展政府闲置资源和能源

系统、交通系统、通信系统等公共设施资源共享。 

四、格式要求： 

（一）统一用 A4 纸，内容双面印刷； 

（二）按照给定格式编写，除封面外，正文为小四号仿宋字体； 

（三）封面切勿用塑料封皮。 
五、本申报书未尽事宜，可另附文字材料说明。 

六、附件复印件请加盖公章及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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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成都市新经济梯度培育企业申报表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办公地址  注册地 （填区市县） 

法定代表人  电话  上市情况 
□股票代码           
□未上市 

企业联系人  手机  邮箱  

□种子企业 

□2017 年获得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
件企业等资质之一 
□获得过投资（含个人或机构，下同），未上市（含“新三板”上市，下同），
且最新一轮融资时的估值为 1000 万美元至 1 亿美元 
□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 1000 万元至 1 亿元，且 2016 年、2017 年主营业务
收入增长率均超过 20% 

□准独角兽企业 
□获得过投资，未上市，且最新一轮融资时的估值为 1 亿美元至 10 亿美元 
□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 1 亿元至 20 亿元，且 2016 年、2017 年主营业务收
入增长率均超过 20% 

□独角兽或行业
领军企业 

□获得过投资，未上市，且最新一轮融资时的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 
□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20 亿元，且 2016 年、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率均超过 20%% 

申报类型及 
所符合的条件 

（说明：选择申报类型只能选一项；符合的条件可多选；股东自有资金投资也可选获得过投
资选项） 
□数字经济      □智能经济      □绿色经济 
□创意经济      □流量经济      □共享经济 新经济形态 

（单选） 
（说明：选与企业业务相关性最大的经济形态） 

第一产业（农业）：□农业 
第二产业（工业）：□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服务业）：□交通运输  □现代物流和供应链  □邮政快递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  □住宿业  □餐饮业  □房地产业  □环境   
□公共设施管理业  □科学研究开发、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  □教育  □卫生  □文化  □体育  
□娱乐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  □大数据 

行业分类 

（说明：跨行业企业按照上一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最高的行业填） 

企业资质 
（可多选） 

□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先进型服务业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软件企业          □其他：（限增加 3 项） 

  

  

 

获认定时间 

 
资质证书 
及编号 

（说明：可填多项，资质证书号及认定时间应与企业资质所填内容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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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8 月 

营业收入     

总利润     

净利润     

应纳税额     

实缴税额     

研发经费投入     

企业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 

成都市外 
销售收入 

    

员工总数     

研发人员数     
企业人员情况 
（单位：人） 

（说明：成立时间不足 3 年，从成立时间起开始填写） 

融资轮次 
（最近三次） 

时间 
（年/月） 

投资方 
融资额 

（万美元） 
占股比例 
（%） 

估值 
（万美元） 

      

      

      

融资情况 

（说明：投资方只填写领投机构；估值=融资额/占股比例） 

贷款总金额 贷款余额 贷款起止时间 贷款机构名称 担保机构名称 

     

     
贷款情况 

（说明：无贷款可不填；有贷款无担保机构，请填无）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最近一次实缴 

出资时间 
占股 
比例 

估值 

       

       股权结构 

（说明：出资方式指货币、实物或技术，实缴出资额指出资方式为货币的金额；估值=认缴出
资额/占股比例，以测算值最大的股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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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项数 标准制定数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软件著作权数 

国际 国家 行业 

       

联合实验室 企业技术中心 研究院 

名称 合作方 级别 名称 级别 名称 研究方向 级别 

        

        

技术实力 

（说明：级别指国家、省级、市级） 

国内 国际 

  

  

  

合作伙伴 

（说明：填写各 3 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名称） 

国内 国际 

参展时间 展会名称 参展费用 参展时间 展会名称 参展费用 

      

      

参加展会情况 

      

级别 项目名称 支持金额 获得时间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获得政府支持 
情况 

区市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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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年龄 毕业院校/学历 年收入范围 被纳入的人才计划 

      

      

      高管团队 

（说明：填写副总及以上级别高管，毕业院校/学历指最高学历及学校；年收入范围指税前年
收入，范围包括 0-50 万、50-100 万、100 万以上；被纳入的人才计划包括国家“千人计划”和“万
人计划”、四川省“千人计划”、中科院“百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
若未被纳入，请填“无”。） 

企业介绍 （包含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发展历程、核心优势等） 

企业技术创新 
优势及竞争力 

 

企业未来发展的 
目标和规划 

 

以下材料审核单位填写 

区（市）县新经
济主管部门初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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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本企业郑重承诺： 

一、递交的申报书中所填写的内容真实、完整、准确； 

二、递交的证书、合同、发票和其他证明材料的事实存在，真

实、可靠； 

三、企业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进行生产和管理，无严重安全隐患，本

企业严格按照安全规章进行管理； 

四、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企业（盖章）： 

                                      

                         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