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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莞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软企营收增量奖励项目
（“倍增计划”部分）的补充通知 

 

有关镇街（园区）指挥部，市“倍增计划”有关试点软企： 

根据《2021 年“倍增计划”专项资金资助目录》（东倍增

办〔2021〕128 号）、《东莞市“倍增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东工信〔2021〕174 号），软企营收增量奖励项目纳入 2021

年“倍增计划”专项资金资助目录，执行“倍增计划”试点企业

资助标准。结合《东莞市“3+1”产业集群试点培育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东工信〔2020〕293 号），我局现面向全市“倍增计划”

试点企业中的相关软企组织开展软企营收增量奖励项目资金申

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范围和资助标准 

（一）企业在《关于 2021 年东莞市“倍增计划”试点企业

名单的通报》（东倍增办〔2021〕67 号）企业名单内。 

（二）对已纳入国家统计局在库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 6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 65）统计范围企业新增年度营业收入达 1500 万元且单年营

收增幅达 20%（营收达 5 亿的企业，单年营收增幅应达 15%），

按不超过新增营业收入部分（新成立企业为当年营业收入）的 

5%予以奖励，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资助 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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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方式和时间  

统一通过“企莞家”平台（https://im.dg.gov.cn/）进行网上填报、

受理。线上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22 日。 

三、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22381515，22228101。  

联系人：王国伟，宋玉娟。 

联系地址：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西路 68 号塞纳城市嘉园二

楼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产业与软件科 

四、其他 

申报企业已在《关于 2021 年东莞市“3+1”产业集群试点培

育专项资金软企营收增量奖励项目前置性审核结果的公告》（网

址：https://im.dg.gov.cn/dtxw/tzgg/content/post_3537286.html）名

单内的，执行“倍增计划”试点企业资助标准，无须重复申报。 

 

附件：2021 年东莞市软企营收增量奖励项目申报指南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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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东莞市软企营收增量奖励项目 

申报指南 

 

一、申报对象和条件 

（一）申请资助的企业应满足以下共性条件： 

1.申报单位须为我市注册、纳税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

业，财务管理规范健全。 

2.企业行业性质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须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2020 年企业软件业务收入1占总营收达 30%。企业已纳入

国家统计局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64）、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65）统计范围，或已纳

入国家工信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范围。 

3.申报企业或项目不存在相关文件所规定的市级财政资金

不予资助的情况。 

（二）申请资助的企业应满足以下个性条件之一： 

1.注册时间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前的企业，2020 年同比 2019

年新增营业收入达 1500 万元且营收同比增幅达 20%。其中，存

量企业 2019 年营收为零的，视作 2020 年新注册企业。 

2.注册时间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前的企业，2020 年营收总额

达 5 亿元且营收同比增幅达 15%。 

                                                        
1 软件业务收入是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在报告期从事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

务、信息安全、嵌入式系统软件四项业务产生的销售收入的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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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时间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含）后的企业，2020 年营

业收入应达 2000 万元。 

二、资助方式与标准 

（一）资助标准。按不超过企业 2020 年新增营业收入部分

（2020 年新成立企业为当年营业收入）的 3%予以一次性资金奖

励。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资助 500 万元。 

（二）补差额奖励。企业获得 2020 年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保企业、促复苏、稳增长政策资金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前

三季度增量奖励项目资助后，同时符合本项目申报条件的，可继

续申请；两次资助资金总和应在上限 500 万元范围内，按“补差

额”方式进行奖励。 

（三）择优择先拨付。市工信局综合考虑年度预算规模及项

目库储备情况，在上述项目范围内，可按统计数据贡献、新增营

收额排名等确定最终企业资助数量、奖励比例，制定资金使用计

划。整体预算用完即止。 

三、申报材料要求 

（一）封面及目录。封面统一标明为 2021 年东莞市“3+1”

产业集群试点培育专项资金软企营收增量奖励项目申报材料，标

明申报单位、日期等。目录应列明所提交的各种文件材料及页码。

（附件 1） 

（二）项目申请表。（附件 2；网上填报后打印） 

（三）企业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四）自主知识产权（如软件著作权等）证明材料，可不多

于 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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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 2019 年度、2020 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营

收情况简要说明（内容须包括企业年度同比营收增量、同比增速

和经营产品服务内容等），以及项目申报时最近一个月会计报表

（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 

（六）企业 2020 年度软件业务收入列表（营收结构表），

对应的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务、信息安全、嵌入式系统软件类

营收证明材料（含合同、发票等）。（附件 3） 

以上申报材料前期需网上填报提交。关于企业 2020 年度软

件业务收入列表及对应的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务、信息安全、

嵌入式系统软件类营收证明材料，网上填报时只需将其中交易额

度最大的 3 单业务材料作为抽样素材纳入网上提交材料和后期

纸质装订材料；项目审核流程如需现场审核的，该项需提供全部

原件材料。现场审核完成后，企业应根据评审专家在审核过程中

提出的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完善，按顺序依次编排并按 A4 纸张

双面打印、胶装成册，加盖骑缝章，一式两份，连同电子档交市

工信局存档。 

四、申报工作流程 

（一）企业申报。市工信局发布申报通知和申报指南。镇街

（园区）指挥部组织企业注册登陆“企莞家”平台，于 2021 年 8

月 22 日 24:00 前进行网上申报。（平台自动匹配核查企业是否

存在不予资助情况） 

（二）形式审查。市工信局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并对通过前置性审核的企业（项目），在“企莞家”平台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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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镇街初审。企业 8 月 25 日 17:30 前提交一式两份纸

质申报材料至镇街（园区）指挥部。镇街（园区）指挥部初审，

8 月 27 日 17:30 前将审核意见公文报市指挥部及市工信局。 

（四）项目审核。市工信局函请市统计局、市税务局提供企

业纳统情况和 2020 年营收增量增速、2020 年软件业务收入占比

等；必要时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赴企业现场核查。如开展

现场核查，企业营收增量增速、软件业务收入占比数据主要参照

第三方审计报告。 

（五）社会公示。市工信局依据审核情况，形成拟资助名单，

通过“企莞家”平台向社会公示 5 天。 

（六）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或经调查后异议不成立的，纳

入资助计划。经市指挥部工业调度组审议资金使用计划，提交市

指挥部批准同意后，市工信局按财政资金拨付程序办理拨款手

续。受资助单位应规范各项费用支出的财务核算管理。 

（七）后续管理。受资助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

管理，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财

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受资助单位须参与企业经济运行监

测工作，根据市工信局的要求，配合提供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等数

据信息，以便做好专项资金后续跟踪监督。 

五、其他 

（一）项目申报单位是项目的责任主体，无论项目最终是否

获得资助，申报单位均需要对所提交的项目申报资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有效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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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申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停止拨付财政资助

资金或追缴已拨付的财政资助资金。 

1.发现项目属于重复申报； 

2.发现涉嫌造假行为； 

3.其他性质较为严重的失信行为。 

 

附件：1.项目申报材料封面 

      2.项目申请表 

      3.2020 年度软件业务收入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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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东莞市“3+1”产业集群试点培育

专项资金软企营收增量奖励项目 

申报材料 

 

封面 

 

 

单位名称：          （单位公章）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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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东莞市“3+1”产业集群试点培育专项

资金软企营收增量奖励项目申请表 

专项资金申报系统企业信息标准化表格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注册资本  资本币种 人民币 成立日期  

企业主要出资方的国别

（或地区） 
□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 □日本 □美国 □韩国 □其他（请填写）_______ 

所属镇街（园区）  营业执照地址  

银行开户名  

开户银行全称  开户银行账号  

法定代表人  手机  电子邮箱  

申报联系人  手机  电子邮箱  

二、经营内容 

所属行业 大类 中类 小类 

主营业务范围  

企业简介 

（限 300 字，说明企业股

权构成，主要产品和服务，

技术开发能力，获得奖励、

荣誉、资格称号等情况） 

 

三、经营情况（万元，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数）(规上企业从统计报表中导入，不需填写；规下或尚未纳入市统计局规

上企业库的企业需要填写) 

前三年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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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备注 

*资产总额（万元）     

*负债总额（万元）     

*所有者权益（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工业总产值（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研发经费支出（万元）     

*实缴税金（万元）     

*工业投资（万元）     

四、企业性质信息 

是否市倍增企业 是 □   否 □ 自主知识产权数量  

软件业务收入及占比            万元；占 2020 年营收比重      % 

其中： 

软件产品 
营收：      （占比     %） 

其中：自主研发类营收：    （占比    %） 

信息技术服务 
营收：      （占比     %） 

其中：自主研发类营收：    （占比    %） 

嵌入式系统软件 
营收：      （占比     %） 

其中：自主研发类营收：    （占比    %） 

五、申报项目信息 

曾获 2020 年软企前三季度

增量奖励项目资金 

是 □  ；         万元 

否 □     

2021 年申请奖励金额             万元 

2019 年营业收入            万元 2020 年营业收入             万元 

2020 年度同比增长额            万元 2020 年度同比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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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责任承诺书 

本公司承诺，递交的申报资料真实有效，如存在利用虚假资料瞒报、虚报等手段通过资金申请资格审查并获得

资金资助的，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后果。 

公司获资助后，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 

主动配合项目跟踪、检查、评价工作，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  

 

法定代表人（签章）：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园区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企业申报的项目符合申报要求，提供的申报资料齐全、完整。同意上报。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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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度软件业务收入列表 

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万元  

序号 类别 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 

软件著作权登记

号 

开发销售收

入 

其中：自主开发销售收入 其中：代理销售收入 备注 

1 软件产品 
            

            

小计         

序号 类别 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 项目合同/编号 服务收入 其中：自主服务收入 其中：代理服务收入   

2 信息技术服务 
            

            

序号 类别 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 

软件著作权登记

号 

开发销售收

入 

其中：自主开发销售收入 其中：代理销售收入   

3 嵌入式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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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1+2+3）     

企业营业收入     

软件业务收入占企业营业收入比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企业负责人（签章）：    

注： 

1、软件产品指从事开发研制销售的软件产品，包括系统集成及信息安全中已经单独核算的软件

产品。 

2、信息技术服务指供方为需方提供开发、应用信息技术的服务，以及供方以信息技术为手段提

供支持需方业务活动的服务。包括：信息技术咨询设计服务、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运行维护服务、

数据服务、云服务、平台运营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同时，包括企业在报告期从事信息安全

产品、云计算安全产品、工控安全产品、移动安全、云端安全、云端安全、安全咨询、安全集成实施、

安全运维、安全培训等软件研发或服务。 

3、嵌入式系统软件：以应用为中心编制的，并镶嵌和固化在硬件中，与硬件共同构成完整功能

的软件产品。 

4、该表可延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