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徐发协字〔2022〕2号   

              

 

 

关于开展 2022 年度科技成果评价的通知 
 

各会员、各有关单位： 

徐州市发明协会是经徐州市民政局依法登记的法人社团，是徐州

市科学技术协会团体会员单位。自 1988年成立以来，在深入推进群

众性发明创造活动，做好社会化科技成果评价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

作，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连续多年被评为创新特色学会。2019

年 10月，修订发布了 T/XAI 2-2019《科技成果评价规范》团体标准，

并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徐州市发明协会联合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江苏华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面向全国征集入库高级职称科

技评价专家 466人，累计评价科技成果 355项。第三方《科技成果评

价报告》已经广泛用于科学技术奖励提名、职称评定、项目验收和市

场招投标等。 

即日起，徐州市发明协会委托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江苏华商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开始进行2022年度科技成果评价工作。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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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相关表格请查看市发明协会网站：www.xzfm.org.cn 下载中心

栏目，QQ群184295696群共享文件，或者发邮件到734467900@qq.com 

索取《科技成果评价所需材料建议清单》和《科技成果评价申请表》

等资料。 

江苏华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作为科技成果第三方专业

评价机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21〕26 号）文件、GB/T 40147-2021《科技评估通则》、

T/XAI 2-2019《科技成果评价规范》等文件和标准的有关规定，本着

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程序对待评成果采用腾讯会议

或现场会议线上线下两种评价方式，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

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等多元价值，以及对科技成果的技术成

熟度、技术创新度、技术先进度多维度分析，并出具第三方《科技成

果评价报告》。其结果可作为徐州市发明协会科学技术奖、淮海科学

技术奖和其他社会力量科学技术奖励的评审和参考依据之一。第三方

评价报告，也可以作为职称评审中业绩成果的参考依据之一（徐人社

案〔2020〕16号）。 

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报告用途，主要用于证明科技成果的技术水

平及价值，具体应用场景为： 

（1）科研水平证明：提名科学技术奖、项目申请、项目结题、

职称评定、成果推广； 

（2）科研成果交易：技术交易、技术入股、质押融资、项目投

资； 

（3）技术人才引进：招商引资、技术引进、人才引进。 

联系人：孟庆才 

电话：0516-8585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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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13705215499 

附件一：科技成果评价申请表 

徐州市发明协会 

2022 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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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科技成果评价申请表 
一、科技成果概况 

委托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科技成果名称  

成果所有方  

评估目的  

评估依据 T/XAI 2-2019《科技成果评估规范》 

评估范围 （涉及的时间段、单位及部门、评估内容等） 

预期评估完成日期 XXXX年 XX月 XX日 

成果体现形式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软件著作权 □著作权 □商标权 □外观设计 □新

技术 □新品种  □其他应用技术＿＿＿＿＿ 

□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   □企业标

准 

行业分类 □新兴行业 □新基建 □电子信息 □高端产业 □生物医药 □石化与新材料 □智

能机械与光机电一体化 □节能环保 □新能源 □现代农业 □高端技术服务业 □

农林牧副渔 □城建规划 □矿山工程 □文化创意 □冶金工程 □企业管理 □知识

产权 □智库咨询 □旅游休闲娱乐 □企业发展服务 □电子商务 □纺织 □其他 

注：请按照以上行业分类，限选择 1项填写。 

技术领域 □绿色化工技术 □电子信息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 □先进制造技术 □生物、医药

和医疗器械技术 □新材料及其应用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

利用技术 □核应用技术 □农业技术 □现代交通 □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 □其他 

注：请按照以上技术领域，限选择 1项填写。 

成熟度 □报告级 □方案级 □功能级 □仿真级 □初样级 □正样级 □环境级 □产品级 

□系统级 □销售级 □回报级 □利润级 □盈亏级 

注：请按照以上成熟度，限选择 1项填写。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 □专利许可 □委托开发 □合作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技术

入股 □创业融资 □股权融资 

注：请按照以上合作方式，限选择 1项填写。 

评价目的 □科技奖励 □成果管理  □科研管理  □成果交易 

课题来源（单选） □国家科技计划  □部门计划  □地方计划  □部门基金  □地方基金 □民间基

金  □国际合作  □横向委托  □自选  □其他＿＿＿＿＿ 

课题立项名称  

课题立项编号  

开始日期  完成日期  

战略性新兴产业（单

选）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     □新

材料  □新能源汽车 □其他＿＿＿＿＿ 

所属高新技术领域

（单选） 

□电子信息  □先进制造  □航空航天  □现代交通  □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  □

新材料  □新能源与节能  □环境保护  □地球、空间与海洋  □核应用技术  □

现代农业 

专利状况 已受理专利项数  已授权专利项数  



5 
 

经费实际投入额（万

元） 

已投入 预期投入 

  

应用状态 □产业化应用   □小批量或小范围应用   □试用   □应用后停用   □未应用 

转化方式 □自我转化     □合作转化     □技术转让与许可 

合作转化方式 □技术服务   □合作开发  □技术入股 

转化效益(万元) 已收益 预期收益 

  

成果简介（包括但不限于：课题来源与背景、技术原理、技术构成、研究方法、试验数据、试验结果

及结果分析，科技成果的总体性能指标、创新程度与先进性、技术的成熟程度与国内外先进成果的比较，

推广应用的范围和措施，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存在的风险及问题、历年获奖

情况及发表论文情况等内容。） 

 

 

 

二、科技成果完成人员名单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技术职称 

文化程

度 

工 作 

单 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三、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单位名称     

单位属性 □独立科研机构  □大专院校  □医疗机构  □企业  □其他＿＿＿＿＿＿ 

统一信用代码         □□□□□□□□□□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 

网址      传真      

项目负责人  电话（手机）  

法人代表  电话  

电子邮箱   

成果合作完成单位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四、单位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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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申明 

 

    我单位/本人自愿申请科技成果评估活动，并承诺上述填报内容及所提供的

相关附件材料真实无误、有效，复印件和原件一致。成果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

求，不存在知识产权权益纠纷。如有不实，我单位/本人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或本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评 价 

机 构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