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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印友 《河源市実施林准化哉略

寺項資金管理亦法》的通知

各姜 (区 )人民政府,市立各右美単位:

姿市人民政府同意,現格《河源市実施林准化哉略寺項

資金管理亦法》印友給休佃,清遵照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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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実施林准化哉略寺項資金管理亦法

第一章 患スJ

第一条 力推逃我市林准化哉略的実施,鼓励社会各方秋

板参考,促避技木奄1新 ,提升行立尭争力,推功我市盗沸友晨,

根据国家相美法律法規、《片木省実施林准化哉略寺項資金管

理亦法》(与財行 〔2015〕 212号 )和 《河源市実施技木林准哉

略的意兄》(河府 〔2010〕 32号 )、 《河源市市坂財政寺項資金管

理亦法》(河府 〔2014〕 36号 )的規定,姿市人民政府同意,没

立河源市実施林准化哉略寺項資金 (以下筒称“寺項資金")。 カ

規疱咳項資金的管理,挽保資金合理合法、有妓使用,結合実

昧,制定本亦法。

第二条 市財政毎年安‖トー定数額的寺項資金用子我市

実施林准化哉略工作。

第二条 寺項資金的使用和管理泣遵循公升透明、定向使

用、科学管理、カロ張上督的原只|。

第四条 申清寺項資金姿助的林准化工作項目泣当符合

下夕1条件 :

(一 )符合河源市声立政策わ友展方向,有利千促逃仝市

自主奄1新能力的提高和相美科技咸呆的林准化、声立化 ;

(二 )有 rll千促逃井沢声枚与技木林准的結合,増強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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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む尭争力 ;

(三 )有オ1子促逃河源声立結掏的調整仇化わ盗済社会的

仝面、い凋、可持象友展 ;

(四 )有不1千提升河源声品在国内、国昧市場的尭争力;

(五 )有利子保ク人体健康、促避市能降耗、提高資源循

不利用数率、カロ張不境保ナ、提升安全生声水平、促逃わ諧社

会定浚等;

(六 )市政府批准的其セ条件。

第五条 凡在河源市区域疱国内依法没立的法人単位,参

考我市実施林准化哉略工作,井符合姿助条件的,可以依照本

亦法申清寺項資金的姿助。

第二章 資助的苑国及祢准

第六条 を項資金的姿助疱曰:

(一 )参 l々ll定 (合修資、下同)国 昧林准、国家林准、

行立林准、地方林准 (合市象 )和朕盟林准的企立 (単位 );

浚在我市的国膵、国家或省寺立林准化技木委員会或分会的秘

ギ炎或工作象 (以下筒称:TC/SC/WG)承担者;荻得国家坂

AAA象以上林准化良好行力江ギ的企立 (単位 );承担市級以

上林准化科研項目的企立 (単位 );承担市級以上林准化示疱

(拭′点)建没(不合市坂水並炎項目)項 目的企立 (単位 );荻得



釆用国昧林准或国外先避林准汰可IIギ 的企立 (単位 );承亦

井荻得国家地理林恙声品保ク汰江的企立 (単位 );

(二 )建立、象ク有河源出口貿易相遣泣的技木性貿易壁

奎(WIMttD預警机制及泣対和防ク体系;完善林准公共服券

平台、林准化公共栓淑1服芥平台;建立相反的林准化哉略推逃、

服芥工作机杓 ;

(三 )林准化寺立技木人オ的培赤 ;

(四 )在我市承亦省、国家和国昧林准化姐鉄的浴嫁、年

会或重要学木冴廿会等重大林准化活功;

(五 )実施林准化哉略辻程中硫需姿助井姿市人民政府批

准的其セ項目。

第七条 技木林准研制及科研項目姿助林准 :

(一 )毎主早制定一項国膵林准井友布的,給予不起也 0

万元的姿助;協助制定的,給予不超辻 10万元的姿助 ;

(二 )毎主早制定一項国家林准,井 由国家林准化行政主

管部日或国券院相美行政主管部日批准友布的,分予不起辻 10

万元的姿助;協助制定的,給予不起辻 5万元的姿F/t;

(三 )毎主早十1定一項行立林准,井由国券院有美行政主

管部11批准友布的,分予不起辻 10万元的姿助;協助制定的,

給予不足辻 5万元的姿助 ;

(四 )毎主早制定一項省象地方林准,井 由声末省林准化

行政主管部11批准友布的,給予不足お 万元的姿助;祢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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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分予不起せ 2万元的姿助。毎主早制定一項市坂地方林

准 (規疱),井 由市林准化行政主管部11批准友布的,給子不

起辻 5万元的姿助 ;

(五 )毎主早制定一項企立朕盟林准 (圏体林准 ),井姿

市坂以上林准化行政主管部11晩汰友布的,分予不超お 万元

的姿場れ

(六 )毎承担一項市坂林准化科研項目井結翅詮牧合格

的,給予不超辻5万元的姿助;毎承担一項省坂林准化科研項

目井第趣詮ll■合格的,外予不超辻 8万元的姿助;毎承担一項

国家坂及以上坂男1林准化科冴項目井結趣詮牧合格的,給予不

足辻 10万元的姿助。

第八条 件合下列条件え一者,力 4El泣林准的主早十1定

者 :

(一 )地方林准、行立林准、国家林准的唯一起草者 ;

(二 )林准文本的“前言"中排序首位的走草者 ;

(三 )林准文本没有列出起草者的,由林准的友布或

"ロ単位出具“主早tll定林准"的江明。

不符合上述所all条件え一的参考林准制定者祝力協助制

定者。林准文本的“前言"中羽卜序首位的協助制定者力第一協助

lll定者。

第九条 参考国躊林准的起草,井旦共提案是唯一被釆幼

力林准核′い内容的,力 主早制定国昧林准;参考国昧林准起草 ,



井且其提案被釆幼力林准重要内容的,力祢助lll定 国昧林准。

本亦法所称国昧林准足指国躊林准化姐鉄(ISO)、 国昧屯エ

委員会(IEC)或 国昧屯信咲盟(卿 所制定的林准,以及国昧林

准化姐塚碗大井公布的其化国昧姐奴十1定 的林准。

第十条 我市的多企企立 (単位 )同 時参考制定同一項咲

盟林准、地方林准、行立林准、国家林准,同 時包括主早tll定

わ祢助キ1定的,ス 姿助主早キ1定者;元主早制定的,但有多企

171tttll定的,ス姿助第一協助制定者;我市多今企立或単位同

IIf参考キ1定 国昧林准ユ元主早十1定 的,可接一介跡助制定者姿

助叡度平均分配。

第十一条 林准化活功俎鉄姿助林准 :

(一 )対承担国昧林准化俎鉄を立林准化技木委員会ノ分技

木委員会秘ギ炎或工作俎工作的,給予不起辻 8万元的一次性

姿J/t;

(二 )対承担全国寺立林准化技木委員会/分技木委員会秘

ギ炎或工作俎工作的,給予不超お 万元的一次性姿助 ;

(三 )対承担声末省寺立林准化技木委員会ノ分技木委員会

秘ギ炎工作的,給予不起辻 3万元的一次性姿助 ;

(四 )対牽共承亦省、国家和国躊林准化姐鉄的発塚、年

会或重要学木研廿会等重大林准化活功,4相美_a■ 鉄批准,井

事先在市林准化主管部11各案的,根据央昧規模,給予不起辻

2万元的一次性姿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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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亦法所称林准化姐鉄及其活功足指変国家林准化管理

委員会或相美寺立林准化技木委員会或枚威机胸下迷文件正

式批准成立的机胸或及其活功。

第十二条 対荻国家坂AAAA坂林准化良好行力江ギ的,

給予不超辻 3万元的一次性姿助;対荻国家象 AAA坂林准化

良好行力江ギ的,給予不/11辻 2万元的一次性姿助。

第十二条 対我市国家坂林准化示疱 (拭点)項 目的承担

者,項 目通辻林准化主管部 |¬ 詮牧后,給予不足辻 3万元的一

次性姿助;対我市省坂林准化示疱 (拭点)項 目的承担者,項

ロミ辻林准化主管部11雅牧后,給予不足辻 2万元的一次性姿

助;対我市市象林准化示疱 (拭点)項 目 (不合水立炎項目)

的承担者,項 ロミ辻林准化主管部 |¬ 詮牧后,給予不超辻 10

万元的一次性姿助。

第十四条 対承亦井荻得国家地理林恙声品保ク汰江的,

給予不起辻 5万元的一次性姿助。

第十五条 企立釆用国昧林准和国外先邊林准的,年一企

系rll声 品荻得釆林江ギ,給予不超辻3000元的一次性姿助。

第十六条 対推功建立、4ク有河源出口貿易相進泣的技

木性貿易壁全morluD萩警机制及泣対わ防ク体系、建立林

准公共服券平合、林准化公共栓淑1服券平台及林准化哉略推逃

服芥工作机胸和林准化寺立技木人オ的培界給予一定的姿助。

第十七条 実施林准化哉略辻程中項目的姐玖、坪常、お



牧、管理及碗需姿助的其セ項目、活功等,姿助叡度由市反上

局、市財政局根据実昧情況lth商 碗定后根市人民政府批准執

行。

第十八条 対可荻得本を項資金姿動的同一工作項目或

実施項目,本を項資金接就高原只1姿 3JJ一次。

第二章 資助項目的申清、受理、坪申

第十九条 毎年 3月 31日 前受理上一年度実施的林准化

項目的姿助申清,市反上局負責姿助項目的受理工作。

第二十条 申清姿助的単位泣提交以下材料 :

(一 )《 河源市実施林准化哉略寺項資金姿助申清表〉

(二 )菅並執照、法人登泥江或主管部11批准成立的文件

(隻印件,原件各査 );

(三 )姐鉄机杓代4近ギ (久
`口

件,原件各査 );

(四 )法定代表人身分江 (隻印件,原件各査 );

(工 )々 申清姿助項目相美的江明材料。

第二十一条 下all情滉え一的申清不予受理,井滉明理

由:

(一 )申清単位不符合本亦法第六条規定姿助疱曰的;

(二 )項 目不属子を項資金使用疱目的;

(二 )提供的材料不真実、不芥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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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清項目已享受市象其化寺項資金姿動的;

(五 )典化不符合申扱条件的。

第二十二条 寺項資金姿助項目釆用寺家坪常制。市反監

局姐線を家対申扱項目逃行坪常,根据寺家坪常結果碗定不同

炎力1項 目的姿助楷次和叡度,4公示元昇洸后根市人民政府批

准。

第四章 資金的使用和監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寺項資金実行寺款を用,寺敗核算。

第二十四条 接受姿助者泣在規定的llf国 内完成相美エ

作。女口追特殊情況需作出交功的,泣根市反上局、市財政局批

准后実施。

第二十五条 市財政局負責寺項資金萩算管理、常核、下

迷寺項資金汁え1,亦理寺項資金抜付手致,接規定_Zll鉄 実施寺

項資金鏡残坪介。市反上局久責を項資金所渉及項目的具体管

理,負責瑞制年度工作十刻,友布項目指南,姐鉄寺家汗常及

逃行項目公示,提出寺項資金使用汁kl,負賣項目実施、詮牧、

監督,根据相美規定逃行信′息公升。

第二十六条 市財政局和市反上局共同対寺項資金的使

用実施監督栓査,対逹規使用寺項資金及弄虚作仮瑞取姿助姿

金的,市財政局者責今其格姿助資金全部返迩市財政,711入黒



名単井在媒体上曝光,五年内不再受理其姿助申清,掏咸犯罪

的,依法迫究Ill事責任。

第二十七条 寺項資金管理実行責任追究机キl。 対弄虚作

仮、裁留、椰用、排占寺項資金等行力,接 《財政逹法行力炎

蜀炎分条例》(国芥院今 427号 )的相美規定逃行丈理,井依

法追究有美単位及其相美人員責任。

第五章 附興J

第二十八条 市反上局、市財政局対本亦法持有解粋叔。

第二十九条 本亦法自友布え曰起実施,原 《河源市実施

技木林准哉略寺項資金管理亦法 (拭行 )》 同時疲止。

公牙方式:主助公牙

抄送:市府亦

河源市財政局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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