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企业名称 属地（县区）
1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闽侯
2 福州六和机械有限公司 闽侯
3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闽侯
4 福建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闽侯
5 福建思嘉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晋安
6 福建富士通信息软件有限公司 晋安
7 福州高意通讯有限公司 晋安
8 福州高意光学有限公司 晋安
9 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晋安
10 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 罗源
11 福建英吉微电子设计有限公司 马尾
12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马尾
13 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马尾
14 福建新大陆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马尾
15 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马尾
16 福建天晴数码有限公司 马尾
17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马尾
18 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 马尾
19 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马尾
20 福建新大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马尾
21 福建新大陆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尾
22 福建省福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江
23 福建省永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永泰
24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长乐
25 福建和盛塑业有限公司 长乐
26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长乐
27 福建天晴在线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长乐
28 福建省长乐市长源纺织有限公司 长乐
29 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 保税区
30 福建经纬新纤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福清
31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仓山
32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仓山
33 福建升腾资讯有限公司 仓山
34 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仓山
35 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 仓山
36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鼓楼
37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鼓楼
38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鼓楼
39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鼓楼区
40 福建联迪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鼓楼区
41 福建钧石能源有限公司 鲤城区
42 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鲤城区
43 福建铂阳精工设备有限公司 鲤城区
44 泉州鸿荣轻工有限公司 鲤城区
45 福建鸿星尔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鲤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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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利郎（中国）有限公司 晋江市
47 福建龙峰纺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晋江市
48 三六一度（中国）有限公司 晋江市
49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晋江市
50 安踏（中国）有限公司 晋江市
51 福建百宏聚纤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晋江市
52 福建恒安家庭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晋江市
53 环球石材（福建）有限公司 南安市
54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南安市
55 福建泰兴特纸有限公司 安溪
56 泉州市泉永机械发展有限公司 永春县
57 特步（中国）有限公司 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58 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直
59 正兴车轮集团有限公司 芗城
60 漳州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芗城
61 漳州傲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芗城
62 正新（漳州）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龙海
63 福建省泷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龙海
64 漳州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 龙海
65 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东山
66 南靖万利达科技有限公司 南靖
67 万利（中国）有限公司 南靖
68 漳州立达信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泰
69 漳州立达信灯具有限公司 长泰
70 福建省联盛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泰
71 安安（中国）有限公司 长泰
72 联盛纸业（龙海）有限公司 台商投资区
73 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 台商投资区
74 漳州蒙发利实业有限公司 台商投资区
75 福建希源纸业有限公司 台商投资区
76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蕉城、东侨
77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蕉城、东侨
78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荔城区
79 莆田市来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荔城区
80 莆田市鸿立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城厢区
81 福建省威诺数控有限公司 涵江区
82 赛得利（福建）纤维有限公司 北岸
83 龙工（福建）桥箱有限公司 新罗区
84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经开区
85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经开区
86 龙工（福建）机械有限公司 经开区
87 福建新龙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经开区
88 瓮福紫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杭县
89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杭县
90 福建省长汀金龙稀土有限公司 长汀县
91 天守（福建）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漳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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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一、2017年研发投入 万元

二、2017年研发产出情况： 万元

  （一）自主知识产权情况 ——

        当年专利申请受理数 件

          其中：发明专利 件

        期末有效发明专利数 件

          其中：已被实施 件

          其中：境外授权 件

        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 件

        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收入 万元

（二）新产品生产及销售情况 ——

        新产品产值 万元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其中：出口 万元

（三）其他情况 ——

        发表科技论文 篇

        期末拥有注册商标 件

          其中：境外注册 件

        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 项

填报单位（公章）：

企业研发活动产出情况调查问卷表



附件 3 

企业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问卷调查 

 
本问卷是为了解我省企业研发活动主要情况，特别是我省研发活动相对密集

的规上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研发活动情况，为科技

管理部门制定政策、进行管理与调控提供依据。本问卷实行实名制，所有数据只

内部使用，不对外提供。为更好了解真实情况，请您如实填写。感谢您的配合！ 

 

一、企业基本情况 

1. 企 业 名 称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否为上市公司：□是   □不是，若是上市公

司，请问在哪上市？□上海  □深圳   □香港  □国外 

企业位于为_________________市____________________县（市、区），企业注册地位于

（可多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  □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省级高新技术特色

产业基地 □其他 

2.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集体企业  □事

业单位  （注：企业性质以企业的控股股东身份决定） 

3.企业所属行业领域为： 

□电子信息  □生物与新医药  □航空航天  □新材料  □高技术服务业  □新能源

及节能  □资源与环境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其他 

4.企业员工总数：_______人；总资产__________ 万元，净资产______________万元 

5.国家和福建省开始对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 企业是否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是   □不是      

若是的话，目前是□国家级   □省级  □其他 

6.企业有没有接受过风险投资: □有   □没有 

若有的话，投资金额是______________万元，投资时间是__________年 
二、企业在科技投入方面的情况 

1.2017 年营业收入_______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_______万元；2018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_______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_______万元； 



2.2017年研发经费内部支出_______万元，2018年上半年研发经费内部支出_______万元。 
三、企业科技人才方面的情况 

1.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_______人，其中，研发人员_______人； 

2.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员工总数为_______人，高级技师_____________人； 

3.企业是否建立有人才激励机制   □是           □否  

4.2017年至今企业引进的人才总数为__________人（人才指的是具有硕士以上学历以及具有

工程师、高级技师以上职称的人员）。 

四、企业对相关政策了解的情况 

1．企业现阶段是否有单独设置研发费用专账？□是  □否 

2．如果否，企业下阶段是否会设置研发费用专账？ 

□是  □否（如果否请说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企业对我省研发投入分段补助政策是否知晓？□是  □否 

4．如果是，企业会否申请分段补助？ 

□是 □否（如果否请说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企业对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否知晓？□是 □否 

6．如果是，企业会否申请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 

£是 □否（请说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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