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业务办理手册

一、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国科发政字

〔2000〕63号）

（三）《技术合同认定规则》（国科发政字〔2001〕253

号）

（四）《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

地方税务局关于下放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核准权限的通知》

（粤科管字〔2013〕60号）

（五）《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调整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办结时限的通知》（粤科函区字〔2019〕1694号）

（六）《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采用

全面在线提交审核的通知》（〔2020〕368号）

（七）《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启用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证明和登记机构证明电子证照的公告》

二、优惠政策节选

（一）增值税优惠

根据国家税收政策，四类技术合同（开发、转让、咨询、

服务）中，开发和转让两类合同经认定登记，可向税务部门



申请办理减免增值税的优惠。

政策来源：《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

（二）所得税优惠

经认定登记，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免征、减征企业

所得税。具体是指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

不超过 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万元的

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1.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

的合同，并将已取得地市级（含）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

具的鉴定意见，作为资料留存备查。

政策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

第 97号）

2.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应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并由委托

方到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登记。相关事项按技术合同认定

登记管理办法及技术合同认定规则执行。

政策来源：《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

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8〕64号）



（四）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奖励

1.依法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

（以下简称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

给予科技人员的现金奖励，可减按 50%计入科技人员当月“工

资、薪金所得”，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政策来源：《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科技人员取

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58号）

2.市属事业单位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所得收益用于在编在

职人员的奖励部分，纳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管理并进行绩效

工资总量申报核定，但不纳入单位绩效工资总量基数调控。

政策来源：《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财政

局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市属事业单位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所得收益用于人员奖励部分等纳入绩效工资总量申报核定

的通知》（穗人社发〔2019〕5号）

（五）可作为职称评价的证明材料

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主持（责任）人研发具有市场发展前

景和应用价值的高新技术并成功实现转化和产业化，单个技

术转让项目技术交易额累计达到 50 万元或 3 年内多个技术

转让项目技术交易额累计达到 100万元的，在参与职称评审

时每个项目或每 100 万元可替代一项纵向课题要求。



政策来源：省人社厅《关于进一步改革科技人员职称评

价的若干意见》（粤人社规〔2015〕4号）

三、办理流程

（一）注册。当事人凭真实、有效证件在技术合同认定

登 记 系 统 （ 广 东 省 科 技 业 务 管 理 阳 光 政 务 平 台

www.gdstc.gov.cn）上进行注册，取得用户网上登录的用户名

和密码。

（二）申请。当事人选择广州市内任意一家二级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点（详见附表），根据签订的技术合同内容，登

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系统填写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申请表、上

传合同等材料并提交。

（三）受理。当事人按要求将完整的合同文本及相关证

明材料提交到二级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点受理。二级技术合同

认定登记点对当事人所提交的申请、合同文本、相关证明材

料、合同的交易总额和技术交易额进行初步审查。符合登记

条件的，将合同文本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到复审机构进行复

核；不符合登记条件的，退还当事人。

（四）复核。复审机构对二级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点所提

交的合同文本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复核。符合登记条件的，

将合同文本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到一级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点进行核准；不符合登记条件的，由二级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点退还给当事人。

（五）核准。一级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点对提交的合同文

本及相关材料进行核准。符合登记条件的，出具“技术合同认

定登记证明”。对认定为非技术合同或者不符合登记条件的合

同不予登记，并退还二级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点。

四、收费标准

技术合同登记不收费。

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取消 103项行

政审批等收费项目的通知》（财综〔2004〕87号）规定，技

术合同登记费已取消。

五、办理时限

全年办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法定办结时限为 30日，

承诺办结时限为 8个工作日。

六、所需材料

（一）提交合同原件电子版。

（二）技术开发合同须提交详细技术方案电子版（盖申

报单位公章）

（三）技术开发合同须提交合同费用构成清单，载明合

同交易总额、技术交易额，用于核定其技术性收入。（盖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5%90%88%E5%90%8C/2338418


报单位公章、财务章、项目负责人签字）

（四）技术服务、咨询合同，项目设计仪器、设备、原

材料购买的须提供项目预算清单（盖申报单位公章、财务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五）技术转让合同须提交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原件电

子版）

（六）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电子版）。

注意事项：

1. 合同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订立，已签约

生效，并在合同履行期内。

2. 合同文本建议优先使用科技部示范文本。合同文本应

主体清楚、标的明确、条款完整，文字、印鉴清晰。合同主

体、标的、价款、报酬、使用费等不明确的不予登记。

3. 合同若为外文文本，应提交中文文本，且保证中外文

本内容一致。

4. 非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合同，应提交其法定代表人的书

面合同签订授权委托书。

5. 涉及知识产权转让或实施许可的合同，应提交相关知

识产权证明（专利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复

印件。

七、技术合同小问答



1. 什么是技术合同？

答：技术合同是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许可、咨询

或者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合同。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 什么是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答：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对技术合同当事人申请认定登记

的合同文本从技术上进行核查，确认其是否符合技术合同要

求，对其是否属于技术合同及何种技术合同作出结论，进行

分类登记，并对其申请认定登记合同的交易总额和技术交易

额进行审查，核定技术性收入的专项管理工作。

资料来源：《技术合同认定规则》（国科发政字〔2001〕

253号）

3.哪些活动可以进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答：《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适用于法人、个人

和其他组织依法订立的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

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的认定登记工作。法人、个人和其

他组织依法订立的技术培训合同、技术中介合同、可以参照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申请认定登记。

资料来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国科发政

字〔2000〕63号）



4.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应由哪方申请？

答：由技术输出方（受托方）在其依法注册地区任算一

个登记机构进行申报，每项合同只能登记一次，不能重复登

记或多次登记。

资料来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国科发政

字〔2000〕63号）

5.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对当事人提交的合同文本和有关资

料的审查认定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对当事人提交的合同文本和有关

资料的审查认定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项：

（1）是否属于技术合同；（2）分类登记；（3）核定

技术性收入。

资料来源：《技术合同认定规则》（国科发政字〔2001〕

253号）

6.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是否就是依法已经生效的合

同？

答：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应当是依法已经生效的合

同。当事人以合同书形式订立的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

者盖章时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在批准、登记后生效，如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权转让

合同等。

资料来源：《技术合同认定规则》（国科发政字〔2001〕

253号）

7. 合同交易额、技术交易额、技术性收入三者有什么区

别？

答：(1)合同交易总额是指技术合同成交项目的总金额；

(2)技术交易额是指从合同交易总额中扣除购置设备、仪器、

零部件、原材料等非技术性费用后的剩余金额。但合理数量

标的物的直接成本不计入非技术性费用；(3)技术性收入是指

履行合同后所获得的价款、使用费、报酬的金额。

资料来源：《技术合同认定规则》（国科发政字〔2001〕

253号）第五十二条



广州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点联系方式
序

号
所属区 登记点类型 登记机构名称 经办人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1 越秀区 一级登记点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李家华
广州市越秀区府前路 1号市政府大院 4

号楼东座 8楼 807 020-83124196

2 越秀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科研新技术新产品展销中

心有限公司（广州第一登记点）
区瑞霖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 232号越秀新都

会 8A01室 020-81300187

3 荔湾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市职工技术协会

（广州第三登记点）
于晓东 广州市逢源路 155号 5楼 020-81378133

5 天河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市软件行业协会

（广州第五登记点）
周 洁

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 13号人才港 7楼
711室 020-38361478

6 天河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广州第六登记点）
陆文锋 广州市天河北路 892号 12楼 020-38289967

7 天河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市技术市场中心

（广州第八登记点）
韩静芳 广州市天河东路 242号 301室 020-87570334

8 海珠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产权交易所广州技术产权

交易中心（广州第九登记点）
卢日莎

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123号广州越秀国

际会议中心北塔 8楼 020-89160784

9 黄埔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博士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广州第十登记点）

罗坚琳

邓承瑀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彩频路 11号广东

软件园 F栋 12楼

020-83930199-
6907

020-37619926

10 越秀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广州第十一登记点）
叶建生 广州市越秀区下塘西路 37号 711室 020-83491579



11 白云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市白云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广州第十二登记点）
李 晖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 323号白云交通

大楼 12楼 1205室 020-80736027

12 番禺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市番禺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广州第十三登记点）
林健聪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环城中路 80号星

海园 9座科协大楼
020-84816018

13 天河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服务贸易与服务外包行业

协会（广州第十四登记点）
吴玉莹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广东软件大厦

6楼 020-29886396

14 越秀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广州第十五登记点）
王 律 广州市越秀区麓景路 7号 7楼 020-83503145

15 花都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市花都区高新技术创业服

务中心（广州第十七登记点）
罗 云 广州市花都区天贵路 67号 020-36998736

16 南沙区 一级登记点 广州市南沙区科学技术局 曾志颖 广州市南沙区凤凰大道 1号 D栋 2楼 020-39078191

17 南沙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市南沙区科技创业服务中

心（广州第十六登记点）
叶柏良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南 2号广州南沙

资讯科技园专家公寓 5号楼 202 020-84688880

18 黄埔区 一级登记点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技术局

（广州第七登记点）
简华强

广州市黄埔区香雪三路 1号行政服务中

心 E栋 244 020-82111942

19 黄埔区 二级登记点
广州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广州第十八登记点）
冯杰伦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245号总部经济

区 A6栋 14楼 020-82006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