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労とか+〔 2015〕 99号

泉州市科技局美千印友 《加張行政市批事項

的事中事后監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局机美各科室:

現杵 《泉州1市科技局か張行IFA常 批事項的事中事后監管工作

方案》印友給休11,清錆合実豚,汰真遵照仇行。

泉州市科学技木局

2015年 8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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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科技局加張行政常批L事項的事中

事后監管工作方案

根据 《美子深化行政常llL+1度 改革か張事中事后監管工作的

適知》(泉常茨亦 〔2015〕 54号 )要求,錆合我局実昧,制定政ロ

下事中事后監管方案 :

一、事項名称及事項癸男J

l.市 須科技汁支1項 目立項、管理和お1丈――公共llk券事項

2.研友費用か汁オロ除項目基定――公共服券事項

3.科技小巨人企立決定一一公共服券事項

4.市貌新型科研机杓的坪借決定

5.泉州市企立工程技木研究中′む澤借決定――行IFA碗 決

6.市象科技企並孵化器的坪借決定

7.科技特派員示疱基地決定――行IEX碗 決

8.科技型水民寺立合作社決定――行政碗決

9.行並技木升友中′む決定一―行IEX碗 決

10.科技成果完成人々単位科技成果等争洪丈理一―行政裁央

11.泉州市科学技木火汗常――行IEA火励

12.泉州1市政府企立奄1新火坪地一―行政失励

13.科 学技木坪介 (科技成果汗介 )一一其他行政枚カ

ニ、監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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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対承接利 ¬的事ヤ事后止管菫′点内容

1.実施的公共服弁不口行政枚力事項足否超辻管理苑日、板

限;

2.実施公共服券和行政枚力事項叶足否在法定依据和規定

え外増没其他条件 ;

3.実施公共服券和行政枚力事項的工作人員足否芦格接照

規定程序亦理 ;

4.足否接照規定公升依法鹿当公升的材料 ;

5。 有元ミ反規定条件実施公共服券和行政枚力事項的情汎 ;

6。 申清、変更、撤回和注硝公共服券和行政枚力事項的行力足

否合法合規;

7.足否檀白1交 費 ;

8.足否索取或者 1文 受他人財物或者渫取其他不1益 ;

9.足否履行ヌ寸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俎鉄 (筒称被浄可人)八事

公共服券和行政枚力事項活功的監督栓査取責 ;

10。 定立和執1行実施公共服券和行政枚力事項工作制度的情

呪 ;

H.依法鹿当監督的其他事項。

(二 )什対薇汁可人 (企上 )的事中事后上菅菫
`点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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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足被寺可人 (企立 )八事公共服券和行政杖力事項的活

功足否符合相美法律及有夫規定所碗定的条件、林准、疱日、方

式以及有否履行有美又券。

三、監管措施

公共服券事項 :

(一 )市坂科薇湘 1項 目立項、管理わ詮枚

1.カロ張科技汁支1項 目立項不市的監督管理,芦格把美項目受

理、初常、坪常、現場考察等逃地程序,按照公千公正、科学規

疱、売争捧仇的原只1,対不符合条件的項目不予立項。

2.参考項目邊迪工作的坪常寺家、工作人員鹿芦格遵守工作

妃律,任何単位及企人不得千預、影噛寺家独立坪常,不得泄露

項目申扱者的技木秘密和商立秘密。

3.督促項目承担単位和相美主管部11倣好項目実施情汎監

督栓査、お 1文錆題工作。か張屯子監察,及叶監控項目執行状恣。

対承担項目至1期 末結題超辻 1年 以上且没有提出延退原因現明不

夕1入泉州市科技汁支1項 目立項支持。

(二 )研友費用カロ十わ除項目基え

1.芦格接照《福建省企立研究升友費用税前か十オロ除実施力ヽ

法》(|ヨ IEX亦 〔2013〕 93号 )、 《福建省財政斤 福建省国家税J券局

福定省地方税券局 福建省科学技木斤美千貫物研究升友費用税

前カロ十オロ除有美IEA策 的通知》(|コ 財税 〔2013〕 33号 ),依据税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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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商清政府科技行政部日出具基定意見的ミ舛ギ俎奴升展項

目器定工作。

2.芦格接照 《泉州市企立研究升友項目基定規程》カロ張対申

扱材料常査、寺家基定行力的監督和管理。

3.企立対市科技局基定意見有昇次的,可要求福定省科技斤

逃行隻核。

(二 )科薇小巨人企上汰え

1.カロ張須須頷早。市政府成立以分管日1市長力須長,市科技、

友晨改革、登貿、財政等部 1可 力成長的培育科技小巨人企立頷早

小俎,亦公室桂隼市科技局,同 時建立咲席会洪tll度 ,及叶研究

禾口推功培育科技小巨人企立工作。

2.カロ張跡凋配合。各芸 (市 、区)要把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並

作力当前一項重要任券,建立工作曰林責任+1,集 中力量推功科

技型企 J2“植量提皮"。 市立有美部日要決真履行部 1可 取責,芦

格落実各項恵企政策,仝力支持培育科技小巨人企立。

3.カロ張考核栓査。建立培育科技小巨人企立筑十分析+1度 ,

毎年年度対各芸 (市 、区)的任券曰林、政策落実、科技服弁等

方面的完成情九逃行栓査逍扱。

4.カロ張気曰宣借。各芸 (市 、区)和市立部日要深入宣侍培

育科技小巨人企立活功的重大意又,片 た友功片大企立秋板参与

特型升須,最大限度的凝衆砲1新資源,形成有不1千培育科技小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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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企立的波厚気曰。

(四 )市久新型科研れ杓的汗借決定

1.か張対新型科研机杓的指早々監督管理,芦格把美新型科

研机杓決定坪常等逃地程序,接照公平公正、科学規疱、荒争捧

仇的原ス1逃行決定。

2.参考汗常的寺家、工作人員泣芦格道守工作妃律,任何単

位及今人不得千預、影噛寺家独立坪常,不得泄露項目申扱者的

技木秘密和商立秘密。

3.督促相美主管部日対新型科研籾」杓的込普及后期友晨倣

好指早及監督工作,不千預新型科研籾」杓市場込作。

行政枚力清単

(一 )泉州1市企上工程薇木研究ヤぶ汗4t決定

1.工程技木研究中′む決定皮当須須成立汗常寺家俎,根据申

扱、決定条件的要求,依据申清単位的申清材料邊行坪常,提 出

決定坪常意几;

2.工程技木研究中′む決定庄当升晨現場考察,科技管理部 1可   う

対申清単位姪菅情九、財券情況、現有科研条件-5~研友困臥逃行

現場考察、宗合坪定;

3.工程技木研究中′む決定皮当由局K亦公会常洪、研究,由

主要頷早答友。

4.工程技木研究中′む実行功恣管理,毎両年俎須一次坪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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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千坪借不合格者,限期半年整茨,整茨后再汗借不通辻者和逍

期不扱送汗借材料者,撤消泉州市工程技木研究中′む称号。

(二 )市坂科技企上舛化器的坪借決定

].カロ張対孵化器的指早与監督管理,芦格把美孵化器決定坪

常等逃地程序,按照公千公正、科学規苑、党争捧仇的原ス1逃行

.  決定。

2.参々坪常的寺家、工作人員皮芦格遵守工作妃律,任何単

位及今人不得千預、影噛寺家独立坪常,不得泄露項目申扱者的

技木秘密和商立秘密。

3.督促相美主管部日対孵化器的近普及后期友晨倣好指早

及監督工作,不千預孵化器市場近作。

(二 )科薇特淮員示疱基地汰え上管措施

1.科技特派員示疱基地決定泣当俎鉄成立坪常寺家俎,根据

申報、決定条件的要求,依据申清単位的申清材料逃行坪常,提

出決定汗常意見;

2.科技特派員示苑基地決定皮当升晨現場考察,科技管理部

日対申清単位姪菅情汎、財券情況、現有科研条件与研友困陳逃

行現場考察、宗合坪定 ;

3.科技特派貝示疱基地決定皮当由局K亦公会常洪、研究 ,

由主要頷早答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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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技特派貝示疱基地実行功恣管理,俎須升晨澤借,対千

坪借不合格榊 1途期不扱送坪借材料者,撤消泉州1市科技特派員

示疱基地称号。

(四 )科薇型水民十上合作葎汰え上骨岩施

1.科技型水民寺立合作社決定泣当須須成立澤常寺家須,根

据申扱、決定条件的要求,依据申清単位的申清材料逃行浮常 ,

提出決定坪常意几 ;

2.科技型水民寺立合作社決定鹿当汗展現場考察,科技管理

部11対 申清単位笙菅情九、財券情九、現有科研条件々研友囲陳

邊行現場考察、鰊合坪定;

3.科技型水民寺立合作社決定泣当由局掟亦公会常減、研

究,由主要頷早答友。

4.科技型水民寺立合作社実行功恣管理,毎両年俎須一次坪

借,対千坪借不合格者和逍期不扱送坪借材料者,撤消泉州市科

技型水民寺立合作社称号。

(工 )行上技木升友ヤぶ汰た上骨措施

1.行立技木升友中′む決定皮当須須成立澤常寺家俎,根据申

扱、決定条件的要求,依裾申清単位的申清材料逃行汗常,提 出

決定坪常意几;

2.行立技木升友中|む 決定皮当升晨現場考察,科技管理部 11

対申清単位姪菅情況、財券情九、現有科研条件均研友困陳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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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考察、宗合汗定 ;

3.行立技木升友中′む決定皮当由局長亦公会常洪、研究,由

主要領早答友。

4.行 立技木升友中
`む

実行功恣管理,毎両年生須一次坪借 ,

対千汗借不合‐格者利逍期不扱送汗借材料者,撤消泉州市行立技

.  木チF友 中′む称号。

(大 )科書処戌呆え戌人与単位科技戌呆子争洪処理的上管猪札

1.科技成果完成人々単位科技成果有争洪的,有美当事人可

以向泉州市科学技木局提出ギ面申清隻核。

12.笙市科技局隻核,更正科技成果完成人々単位科技成果

的,泣 当ギ面告知当事人。

(七 )泉州市科学技木実汗常的上管措施

1.泉州市科学技木火的汗常依据 《泉州市科学技木火坪常程

序和林准》逃行,遵循公升、公平、公正的原ス1,実行捧仇、限

額授-7・ 。

2.没立泉_州1市科学技木失坪常委員会,常定泉州市科学技木

失寺立汗常生的坪常磐呆;対泉州市科学技木火的推存、汗常和

昇洪丈理逹行監督;対泉州市科学技木火励工作提供政策性意見

和定洪;研究、解決泉州市科学技木火汗常工作中出現的其他重

大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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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考泉州市科学技木失坪常活功的有美人員,在坪常活功

中弄虚作仮、狗私舞弊的,依法分予行IFA人分。

(八 )泉州市政府企上を1新美汗4
1.企立奄1新火申扱企立所提供的材料必須真実。凡弄虚作

仮,釆 IEx不 正当手段瑞取企立砲1新火栄誉的,市政府杵撤硝其称

号,1交回江ギ和火金,井 向社会公告。

2.企 Jヒ奄1新火荻火企立女口友生重大廣量、生声安全、不保事

故,或 出現芦重逹_法 逹先行カカ,同坪委会研究同意后提清市政

府撤硝其 “泉州1市政府奄1新爽"栄誉称号,井予以公布。

3.参考企立奄1新失坪地工作的人員,在推若、坪逃、1仁督不ロ

其他有美工作中泄露企」2秘密、弄虚作仮、狗私舞弊、辻法逹妃

的,依照有美法律法規予以丈理。

(九 )科学技木汗介 (科技戌呆汗介 )的上管措施

1.根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木逃歩法》、科技部 《科学

技木坪介亦法 (拭行 )》 (国科友基字 〔2003〕 308号 )和福建省

科学技木ノ〒《美子印友福建省科学技木坪介管理亦法 (拭行)的

邁知》(|コ 科汁 〔2008〕 87号 )等有美規定亦理。

2.参均科技澤倫活功的有美各方工作人員飴須芦格遵 tヤ 法

律、法規利其他相美規定,保 IIE科技坪介的公正性不口客規性。

3.科技行政管理部日根据科学技本的友晨趙勢和管理工作

的需要,建立坪介寺家岸,及叶調整利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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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管手段

1.芦格接照規定程序倣好公共服券和行IEA枚力事項。+1定枚

力近行流程国,根据規定要求実施公共服券和行政枚力事項的申

扱材料、申扱条件、外理流程和亦理叶限。

2.‐F‐晨監督栓査。根据公共服券和行政枚力事項事中事后監

.   管内容以及各立外部「1亦理和監管情汎,充分不1用 信息化手段 ,

釆取随机抽査、寺項督査、定期栓査和事后栓査等方式,俎鉄升

晨監督栓査。重点栓査項目資料足否芥仝,足否遵照亦理流程 ,

足否存在虚扱噛扱事実等内容。

五、監管方式

1.ギ 面栓査。ミミ栓査有美材料可以迷至1監督管理目的的,

皮当以ギ面栓査方式逃行。

2.実地察看。対需要実地察看、深入調査的事項,座芦格依

据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逃行現場察看,井深入調査。

l     六、監督机杓

泉州市科学技木局亦公室、監察室

七、投訴挙報屯活

泉州市科技局亦公室:0595-22579359

泉州市科技局監察室:0595-2250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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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行政常批牛1度 改革頷早小俎亦公室。

泉州市科技局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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