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检查是自2008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来发起的
涉及面最广、涵盖企业范围最大、力度最强的一次检查行动。高新技术企
业无论是否被调查，均应进行全面自查。尚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但正
在积极准备申请的企业，应以此次检查的重点内容进行内部评估，建立和
完善研发活动管理体系。 
 
背景 
 
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3年1月11日发布《关于开展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检查的通知》(国科发火[2012]1220号)，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检查。检查分为自查自纠与重点检查
两个阶段。自查自纠时间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自查自纠后，
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根据自查情况进行重
点检查，抽查比例大约20%-30%。 
 
检查重点 
 
目前，各地的自查自纠已经完成，部分省市的重点检查也已经落幕。毕马
威就此次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与国家税务总局进行了沟通。根据《关于开
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检查的通知》以及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
检查案例，本次检查的重点为: 
 
1 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是否是本企业申报前三年的 1 月 1 日起至申报日前

获得；以独占许可方式拥有的知识产权是否是全球独占许可，并签订
了独占许可协议；高新技术企业的有效期是否在五年以上的独占许可
期内； 

2 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是否对企业的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
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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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企业的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是否属于《国家
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4 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之比是否符合要求； 

5 企业委托外部研究开发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是否超标准计入研发
费用总额；是否将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作为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 

6 企业是否将接受委托的研发收入计入本企业的研发费用； 

7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是否达到规定比例； 

8 计入的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是否与申报的高新技术产品（服务）
相对应； 

9 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统计是否符合要求； 

10 科技人员、研发人员的统计、占比是否符合规定； 

11 是否将非本企业人员（不满 183 天）、本企业非研发人员计入科技人
员、研发人员。 

 
毕马威观察 
 
此次检查的本质上是对过去五年来全国高新认定工作进行阶段性整顿，并
集中清理掉不符合高新资质的企业，确保真正符合要求的企业才能够享受
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的优惠政策。我们观察到，国家税务总局此次自
查和检查同时也为今后修改相关法规做准备。虽然有些地方税务机关可能
为了增加地方税收而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尺度掌握的过于严格，但也有
地方税务机关在2008年和2009年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采取较为宽松的
方式，造成企业的困惑。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增速的放缓，各地税务机关将
严格贯彻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这将对已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高新技
术企业身份带来后续的挑战。同时也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能力和研发管
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此次高新技术企业大规模检查行动，我们建议无论企业现在是否被调
查，都应该进行全面自查。 
 
对于被抽中的企业，即使有些企业目前被税务局检查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中
的某一个条件，企业也应就所有满足高新资格的六个条件进行自查。税务
局一旦开始就某个条件审阅企业的材料，也会对其余的条件继续审查，所
以企业应当重视以上各个方面的自查工作，使自身达到高新技术的各个标
准。 
 
除了上述检查重点外，企业还应关注研发活动、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收入在核心技术、研发费用、研发时限、等方面应体现出合理的
逻辑关联。 
 
有些高新技术企业虽然目前还没有被审查，但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所有
尚处在高新资格有效期内的企业都应以此次自查为契机，全面清理历史性
问题，综合评估并合理调整企业的发展规划，建立起企业风险管控的长效
机制，全心致力于企业所属高新技术领域的研发工作，促进研发成果的转
化和有效利用，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并完善研发活动管理和研发
费用归集体系，提升公司高新产品质量和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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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尚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但正在积极准备申请的企业，应以此次检
查的重点内容进行内部评估，对于本次检查中的重点问题，包括是否拥有
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研发费用归集模式是否规范，高新技术产品（服务）
及收入是否达标，人员学历、比例是否达到认定标准的要求等，正确评估
自身存在的问题，建立和完善研发活动管理体系，以便在以后申请高新技
术资质时顺利通过。必要时，可以向相关专业咨询机构寻求帮助，以降低
企业将会遇到的后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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