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仪 器 仪 表 行 业 协 会 
 

 

 

关于转发《首届“创新之光”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优秀成果 

征集发布活动公告》的通知 

 
各行业企业及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

工作部署，加强中小企业技术交流与国际合作。我协会受中国中小

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的邀约，开展首届

“创新之光”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优秀成果征集工作。现将该活动相

关公告予以转发（详见附件），请符合条件的单位按照公告要求，

积极申报。 

为更好地落实我协会对会员单位和行业企业的推荐，请各申报

单位将申报材料于 9月 10日前报送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协会联系人信息：张经纬 电话：010-68584722；18600883969；

程红 电话：13910434351；邮箱：zhangjw@cima.org.cn；通讯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号 1号楼 6层。 

 

  附件：关于组织开展首届“创新之光”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优秀

成果征集发布活动的公告 

 

  

 

2021年 8月 10日 



附件： 

关于组织开展 

首届“创新之光”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优秀成果 

征集发布活动的公告 

 

为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加强中小企业技术交流与国

际合作，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

作协会及有关单位共同举办第一届“‘创新之光’中小企业

技术创新优秀成果征集发布活动”。 

现将活动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 活动简介 

本次活动紧紧把握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密切

跟踪前沿科技发展，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及环保（碳

中和）、医疗健康、新材料、电子信息、安全应急、文化创意、

农业新技术、创新型服务等领域，面向 APEC 经济体以及“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范围内征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优秀

成果。活动将成立由各领域著名专家，知名科创企业家及投

融资专家等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按照“公平、公正、客观”

的原则，经过初审、复审、现场考察等环节，对征集入围的

技术创新成果进行评审。最终入选成果将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28日主办的第 11届 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上进

行发布。 



二、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协办单位：APEC 中小企业服务联盟 （APEC SME Service 

Alliance） 

东盟与中日韩（10+3）中小企业服务联盟（ASEAN +3 

SME Service Alliance） 

承办单位：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新技术产业投资分会 

三、 征集范围及要求 

（一）企业基本条件 

1、申请企业是在 APEC 各成员体以及“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范围内合法注册和生产经营的中小企业。 

2、申请企业近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失信行为，且未

发生过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 

  （二）成果所属领域（包括但不限于） 

⚫ 高端装备制造 

⚫ 新能源、环保（碳中和） 

⚫ 医疗健康 

⚫ 新材料 

⚫ 电子信息 

⚫ 安全应急 

⚫ 文化创意 

⚫ 农业新技术 



⚫ 创新型服务 

（三）成果技术要求 

1、本次活动重点征集处于境内外领先水平，具有卓越的

先进性、创造性及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可以是高精尖原

创技术硬核科技产品，也可以是细分领域的突破性或颠覆性

技术创新产品，具有较高技术门槛和明确的应用场景，产品

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2、申请成果应为 2020 年以来面向市场发布的新技术产

品，拟在第 11 届 APEC 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上首次面

向市场公开发布的产品在评审时优先考虑。 

3、申请成果须真实、合法、健康，且未发生过安全、质

量、环境污染等事故，无任何不良信息。 

四、 活动流程 

本次技术创新成果征集发布活动遵循“公平、公正、客

观”的原则，分为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成立专家委员会（2021 年 7 月-8 月） 

组委会成立专家委员会，由各领域著名专家，知名科创

企业家及投融资专家等组成。 

第二阶段：成果征集（2021 年 8 月-9 月） 

通过权威媒体向全社会进行公告，通过各征集渠道征集

申报成果。申报主体按要求于 9 月 15 日前提交申报材料。 

第三阶段：专家评审（2021 年 10 月） 

专家委员会 10 月底前完成对入围优秀成果的评审工作，

评选出不超过 60 个技术创新成果。 



第四阶段：成果发布（2021 年 11 月下旬） 

主办单位将于 11月下旬在西安第 11届 APEC中小企业技

术交流暨展览会上举办专场发布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创新

之光”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成果，并颁发奖杯和证书。 

第五阶段：宣传对接（2021 年 11 月底之后） 

所有入选成果将通过境内外权威媒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宣传推广。后续将为入选成果提供媒体宣传、融资对接、技

术咨询、合规辅导、市场推介等全方位、专业化的赋能与支

持。 

五、 征集渠道 

本次技术创新成果征集将主要通过以下渠道推荐： 

（一）活动主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 

（二）活动境外协办支持合作单位； 

（三）全国各省级中小企业服务（发展促进）中心； 

（四）各相关行业协会：包括但不限于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中

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中国节能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

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 

（五）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自荐优秀的技术创新成果，

需至少三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业内专家联名推荐。 



六、申报事宜 

（一）报名方式 

  请申报企业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前，将申报材料电子版

发送至：zhangzhen@chinasme.org.cn，同时将纸质材料（盖

章版）寄送到项目办公室。 

申报材料下载网址： 

https://www.chinasme.org.cn/1490/202107/14315.html 

  项目办公室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32 号枫蓝

国际中心 A 座 1205C 室 

  联系人：（国内项目）张  箴 电话：010－82292083 

       （国际项目）肖如欣  电话：010－82292021 

（二）有关费用 

  本次活动不向申报企业收取任何费用。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2021 年 7 月 27日 

 



附件 1：申报单位信息表 

申报企业基本信息（单位盖章） 

单位性质 企业，科研机构，院校，科研团队 

单位名称 

(中文) 
  

单位名称 

(英文)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国家（地区）   

产业领域 

1、高端装备制造 2、新能源及环保（碳中和）技术 3、电子信息技

术 4、医疗健康 5、新材料技术 6、安全应急 7、创新型服务业 8、

文化创意 9、农业新技术等领域  10、其他 

单位简介 

 

 

不超过 100字 

 

 

资质材料 

 

请提交资质材料扫描件，PDF 或图片格式，大小在 150K-3M之间，

如资质材料超过一页，请合并一个 PDF文件上传。 

 

成果所有人 成果所有人，应具有法律效力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职务   

联系人手机   电子邮箱   

详细通讯地址   邮编   



专家推荐（企业自荐渠道必填，其他渠道推荐不填）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推荐理由 

 

 

 

  

 

 

 

 

 

 

 

 

 

 

 

 

 

 

 

 

 

 

 

 



附件 2：申报成果信息表 

申报成果信息（单位盖章） 

成果名称 
  

成果创新性

简介 
成果创新性介绍，与同类产品比较 

成果首发性 是否首次发布，或填写公开发布时间 

创新成果简介 

说明成果的创新情况，可从技术路线、创新模式、应用场景等方面进行阐述，不超

1200字。 



成果技术创新情况 

在成果所属行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水平，以所属领域的技术指标进行阐述分析（不超

过 1500字）可附 1-2张图片，每张图片不超过 3M 



成果应用情况 

结合成果创造的经济价值、社会效益等进行分析。已取得的成效和未来展望可分别

说明。（不超过 1200 字）可附 1-2张图片，每张图片不超过 3M 



客观评价 

围绕发明点、创新点、经济和社会效益等因素，列举权威部门对此成果进行过的技

术验收检测报告，境内外获得的奖项，以及在境内外重要学术刊物或国际学术大会

上对此成果的客观评论等。 



 

附件 3：知识产权信息表 

技术创新成果涉及的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单位盖章） 

序

号 
类别 名称 证书编号 

发明人或

权利人 
授权时间 有效状态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请填报核心知识产权，不超过 10项。



 

附件 4： 

“创新之光”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最佳成果征集发布活

动申报承诺书 

根据《“创新之光”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最佳成果征集发布活

动》要求，我单位提交了 

                                成果参评。 

现就有关情况承诺如下： 

1. 我单位对所报送的全部资料真实性负责，保证所报送

的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拥有知识产权，所报送产品和服务符

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2. 我单位所报送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国家保密规定，未涉

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其他敏感信息。 

3. 相关材料中的文字和图片已经由我单位审核，确认无

误。 

我单位对违反上述承诺导致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