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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快讯
第五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国科发火〔2016〕32号），

由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于2015年12月10日联合

发布，2016年1月1日起实施

2016年2月4日，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
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6〕32号）。
与国科发火[2008]172号文（以下称“172号文”）相比，国科发火
〔2016〕32号的政策制定思路基本保持一致，但在认定条件与程序、监
督管理方面均作出了调整和更新，更利于主管部门及企业对政策的执行
落实。

主要变化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与172号文相比，其
主要变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认定条件更新

研发费用要求

在研发费用比例方面，对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含）的企
业，研发费用占比从6%降低到5%。这个研发费用占比的下降，使得小
型企业受惠，反映出国家倾向于给予小企业更优的待遇。对最近一年销
售收入在5,000万元到2亿元和2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仍保持不变，分
别为4%和3%。

人员要求

在人员条件方面，取消172号文对“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
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以上”的要求，变更为“企业从事研发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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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此项人员要求的放宽将使所有企业受惠，且更符合企业研发管理的现代
模式。但对“从事研究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的定义尚存在
不明确的地方。现阶段，企业可自行决定计算科技人员比例的员工。兼
职从事研发的人员和支持研发的员工有可能计入科技人员，但需要进一
步确认。

知识产权要求

对知识产权的要求也有变化。172号文要求企业“近三年内通过自主研
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或通过5年以上的独占许可方式，对其主
要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国科发火〔2016〕
32号将其变更为“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
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两者相
比较，以前企业可通过5年以上的独占许可方式拥有知识产权，而这种方
式在国科发火〔2016〕32号中将不再适用。进一步显示出国家鼓励自主
创新和研发的大方向。同时，国科发火〔2016〕32号对企业知识产权的
要求没有了“近三年内获得”和“自主知识产权”等限定词。这可能意
味着企业用于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的知识产权不需要在近三年获得。具体
执行标准仍待进一步明确。

指标要求

原四项指标评价条件变化为“企业创新能力评价“。但具体评价标准尚
未公布。

2.认定申请材料的变化

国科发火〔2016〕32号新增了多个申请材料，其中最主要是要求企业提
供“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和“认证认可
和相关资质证书”。其他新增材料还包括“科研项目立项证明、科技成
果转化、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等相关材料”，“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
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等项目。

此项变化大幅提升了高新技术企业合规的难度，也体现出主管部门需要
企业提供更具综合性的材料以证明其在技术上满足认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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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续监管强化

• 国科发火〔2016〕32号增加对企业每年五月底前填报年度发展情况
报表的要求。

• 强调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须建立随机抽查和重点检查机制，加
强对各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 明确了针对不合规的处罚规定。被取消资格的企业，可能被追缴自发
生不当行为之日所属年度起已享受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

总结

针对以上政策变化，毕马威建议企业管理层关注以下事项：

国科发火〔2016〕32号的公布显示国家将继续积极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
企业的优惠政策。主管部门在某些方面适当放宽认定条件的同时，对申
报材料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监管稽查的要求有所加强。

有鉴于此，有意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应积极筹划准备，以更好
面对日益严格的申报材料和稽查监管要求带来的风险。其中，企业应特
别注意以下两点：

• 对知识产权的要求和部分的变化，显示出主管部门更重视申请企业技
术的先进性，以及知识产权与企业的研发活动、核心技术、主要产品
（服务）的关联性。

• 对申请材料更为具体和严格的要求（如对认证认可和相关资质证书的
要求）和监管的加强，要求企业重视记录的同步保存及对研发活动的
进行系统性的管理。

国科发火〔2016〕32号指出，科技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将制定更为详
细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毕马威期间将与政府部门保持联系，并及时将企业在实操中遇到的问题
反馈给相关部门以增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可操作性。

更多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或其他中国科技创新的税务优惠信息，请联系您
的毕马威顾问或者参考随附链接中相关的毕马威研发刊物：

― 亚太地区研发政策指南-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概述

― 知识产权（IP）管理：高新技术企业/转让定价相关刊物

― 展望中国-2014年研发政策相关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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