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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认定的省级以上

创新平台和广东省新型

研发机构，南海喊你来

领科研经费补贴啦！

为推动南海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升产业竞

争力，充分发挥科技创

新平台的引领作用，以

重大平台集聚人才、技

术、项目等创新资源，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今年，南海区对

《佛山市南海区科技创

新平台发展扶持办法》

作出修订，进一步优化

扶持政策，对规模以上

企业自建研发机构、新

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

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给

予扶持，其中对新认定

为国家级技术研究中心

的一次性补助科研经费

100 万元。

为南海提供哪些服务

申请知识产权

20项

已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8项 1 项

中科芯蔚为企业提供检测服务。

中科芯蔚立足佛山地区的产

业特色和重点领域，整合丰富的

行业资源，建设一流的芯片研发

软硬件环境与系统测试验证平台，

拥有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物联

网通用芯片关键技术院士工作站、

集成电路设计科技服务网络化平

台 (IC-STS-N) 等资质，并且配

备了专业的EDA机房，本地拥有

高端 EDA 软件服务器，可提供

EDA 软件平台、多项目晶圆、芯

片委托设计、共享实验室及检测

技术、高性能 IP、PCB 设计、封

装技术、培训与技术交流等多种

电子信息芯片共性技术服务。

企业研发机构认定为国家级

中科芯蔚 助力南海培育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佛山中科芯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科芯蔚”）是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中科院 EDA 中心与佛山市南海区政府

联合成立的集成电路研发和服务机构，是中科院在地方进行成果产业化的实体单位，是佛山市与中科院微电子所全面

深化合作的服务平台，致力为中小企业提供集成电路设计的一站式开发平台，加快集成电路企业孵化进程，助力南海

培育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文 / 珠江时报见习记者 彭美慈

通讯员 陈岚

平台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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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检验检测
为企业与高校提供符合国际

与国家标准的EMC检测、X-Ray

检测与电信号检测等检测技术服

务、预认证服务，有效缩短企业

产品整改周期，减少产品认证时

间。目前为广东智科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天波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伟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 5 家企业提供测试服务

共计 67 次。

技术人才培训 
 为南海区产业的发展提供定

向人才培训服务，并针对企业遇

到的各类技术难题，帮助企业进

行技术咨询，解决技术难题。目

前已培训人才 300 多人。

打造大湾区集成电路
产业链重要连接点

下一步计划

●围绕佛山的产业特点和

需求，中科芯蔚将持续引进高

端检验检测设备、先进的 EDA

工具与集成电路技术等，着力

打造成一个高层次、综合性、

开放式、市场化、国际化的集

成电路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成

为粤港澳大湾区集成电路产业

链重要的连接点。 

●将参与政府政策性项目，

使中科芯蔚丰富的平台资源与

技术充分应用到佛山企业与高

校，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在佛山

落地转化。

●借助粤港澳大湾区优势，

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合作、技术

创新、人才交流。组织集成电

路高端技术人才与佛山企业、

高校开展交流会议，助推佛山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主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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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李春妹 通讯员 魏丽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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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补助100万元
大型骨干企业创新平台为南海区内

已获认定的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包括但

不限于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

技术中心、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企

业重点实验室、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工程实验室）、省部共建实验室等

国家级平台，以及省级工程中心、企业

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其依托单位

必须在佛山市南海区注册并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

申报“一次性科研经费补助”的，申

报单位必需在申报年度或其上一年度内

获得相应的资格认定。获得多个国家级、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或重复认定

的，对其依托单位只给予一次“一次性科

研经费补助”。

新型研发机构为经省科技部门发文

认定的新型研发机构。

南海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是由南海

区科学技术局认定，并具备产品、技术、

体验、互动、交易、论坛等为一体的线上

线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

科技创新平台是由南海区与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共建的，并具有技术转移、

技术研发、公共服务、孵化企业等功能的

独立法人机构。其中区科学技术局将定

期公布名单。

技术合同为买卖双方均在佛山市南

海区的，并经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定

登记的技术合同。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资助：

1. 技术合同内容仅用于提升企业内

部管理、技术转包、产品销售的。

2. 存在关联交易的项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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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骨干企业创新平台扶持

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扶持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扶持

一次性补助科研经费        万元

一次性补助科研经费       万元

新认定为国家级技术研究中心

●年度促成技术合同的技术交易额 100 万元以上
（含 100 万元）500 万元以下的

●年度促成技术合同的技术交易额 500 万元以上
（含 500 万元）1000 万元以下的

●年度促成技术合同的技术交易额 1000 万元以
上的（含 1000 万元）

研发费补贴

新认定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鼓励企业研发机构做大做强，对经认定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的，给予以下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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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申报年度税务部门确认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金额的 5% 给予资金补贴，每年每

家企业补贴上限为 100 万元。

A B

对新认定的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给予其依托单位一次性科研经费补助 50万元。

对在“南海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完成登记，并成功购买我区科技创新平台技

术研发服务的企业，且签订技术合同的交易额 20 万元及以上的，按该合同中买方

实际发生的技术交易额的 5%给予资助，每年每家企业补贴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

对在“南海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完成登记，并成功促成我区企业购买科技创

新平台技术研发服务的南海区行业协会、商会和科技服务机构：

对经认定为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但未享受租金补贴的机构，按自有或租赁场地面

积，分三年（36个月）并分别按每平方米 20元 /月、15元 /月、10元 /月的标准（若

租金标准低于补贴标准的，按实际交租金额进行补贴。每家补贴上限不超过 3000

平方米）给予依托单位租金补贴。

对经认定的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在“南海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完成登记并向南

海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服务，按年度技术合同中买方实际发生的技术交易额的 5%

给予资金奖励，每年每家单位奖励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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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物联网芯片的关键技术，联合攻

关“低功耗、可重构”的物联网通用芯片关键

技术。

●结合世界先进的 EDA 软件，开展包

括低功耗设计、大规模数字电路实现在内的

先进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学研究，提出了多电

压域设计技术的前端综合流程和物理设计流

程，开发了参考流程脚本，有助于缩短设计

周期。

●在宽带无线通讯网络、传感器、传感器

网络等方面已经开发出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开源 FPGA 全可视调试软件 EziDebug，

进一步搭建软硬件系统快速仿真验证平台。

给予       万元奖励

给予        万元奖励

给予        万元奖励

发明专利

先进技术研发

●针对纳米集成电路可制造性和成品率

关键问题，开展纳米集成电路可制造性设计

（DFM）及 EDA 技术研究，完成了 DFM 核

心技术研发，建立了 65/45 纳米铜互连 DFM

模型，开发了业界首个 28 纳米高 k 金属栅

DFM 解决方案。研究基于 PDK 的工艺协同

方法，为国内主要代工厂提供 PDK技术。

●针对器件和电路级的建模和仿真技术，

研究基于工艺和器件机理的工艺波动电路模型。

●研究更适配新型显示面板的新型薄膜

晶体管器件结构与驱动电路设计。

●研究磁传感器性能测试系统及其在复

杂环境中的可靠性评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