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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什么是贷款贴息与题？ 

 贷款贴息专题是：对科技型中小

企业为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等活动而使用的科技支

行或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科技

贷款，特别是为实现上述目的采

用专利权（主指发明专利）质押

而形成的科技贷款给予相应的利

息补贴和专利评估费用资助. 



《江门市级科技金融扶持资金操作细则》 

（江科〔2015〕196号）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江 门 市 财 政 局 

江门市金融工作局 



支持力度 



备案 网上填报 结算 

网上受理截止日期为
2020年5月25日 

企业需登陆“江门市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
（http://218.14.150.125/jiangmen.jsp），在
“科技项目申报”栏目中点击“申报与项资金类项
目”，再选择“江门市科技金融扶持资金贷款贴息
项目备案”填报（因新冠肺炎疫情，本次申报采取
网上申报的形式进行） 
 

通过备案的项目在结算时计算的贴
息起止时间为2020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 

贴息扶持采取先进行项目立项备案，通过备案后再根据贷款情况申请扶持资金结算的方式。 



按当年发生贷款额的3%标准进行贴息 

按当年发生贷款额的4%标准进行贴息 

实现与利质押融资的企业 
按项目当年发生贷款额的1%对其与利 
评估费用进行资助 

单个贷款
最多 



申报条件 



职工人数在500人以下 

持续进行研究开发
不技术成果转化 

年营业收入丌超过
人民币2.5亿元 

符合国家有关中小企业划
型标准，在《国家重点支

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 

登记注册12个月以上 

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
究、开发、生产和服务的

非上市公司 



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I. 已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且资格处亍有效期内 

II. 近5年内，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主要指取得发明专利权）的

科技型企业 

III. 近5年内，获国家、省或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资金

）扶持的企业 

IV. 科技主管部门主办的国家、省或市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 

V. 获得“江门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地市级以上知识产权认定资

格的企业 

VI. 获得“创新型试点企业”、“创新型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

业”或 “江门市科技型小微企业”认定资格的企业 

VII.近5年内获得国家、省、市科技项目立项的企业 



《贷款项目贴息申请表》 

《研发项目情况表》 
  规上企业须提供在统计联
网直报平台上导出的《企业研
发项目情况表》和《企业研发
活动及相关情况表》 

项目立项可行性报告 

  含项目总体资金的筹措和使
用计划（情况）、融资使用计划
（情况）、研发投入情况、预计
效益情况等 

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 

相关证明材料 

市级以上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明、高企证

书、军工资质证明、已开展与利质押评估的协

议及发票、2019以来已获得贷款的到账证明

，以及科学技术奖、查新证明、近5年内获得

的发明与利、科技项目立项证明等资料 

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备案评审依据 



 

 评审内容包括技术指标和财务指标。

技术指标含企业管理团队、技术创新性

、市场前景、企业创新能力等；财务指

标含企业经营情况、融资计划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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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来已获得
贷款的项目 

高新技术企业、科
技型中小企业、军
民融合研发项目 

企业融资在600万
元及以下的项目 

在新冠肺炎防疫期间
作出突出贡献企业
（优先） 

2019年科技部门主
办的市级以上创新
创业大赛优胜项目
（优先） 

2019年以来开展与利
质押评估并获得质押
贷款项目（优先） 

2019年首次备案并
已获结算扶持资金
的项目 

 将根据财政资金预算规模

和统筹安排情况，对以下项

目予以优先备案或加分 



申报注意事项 





















 

备案分常规贷款项目和与利权质押贷款

项目两个分类，可单选或双选。选择专

利权质押贷款项目时，需在《贷款项目

贴息备案申请表》内填写专利质押情况

。申报人填写完成幵提交本单位审核后

，需单位科研管理人员用单位用户名登

录，经审核后提交至科技主管部门。 



科技支行名录 



序号 机构性质 金融机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辖区 联系地址 

1 科技支行 
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科技支

行 
谭国强 13500287507 高新区 江门市江海区汇源街2号108、109室 

2 科技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高新科技支行 赵国娜 13631821913 高新区 
江门市江海区金瓯路288号2幢首层101、

102号 

3 科技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中邦科技支行 李肇群 13686986208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113号利家城12座

101/103室 

4 科技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江沙科技支行 区华根 13326808807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富怡路36号105-109室 

5 科技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高新科技支行 杨咏茵 13612288746 高新区 江门市江海区永康路37号102-104室 

6 科技支行 
广东开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山湖科

技支行 
温能臻 18138080077 开平市 开平市翠山湖新区翠湖二路16号 

7 科技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台山科技支行 李强 13536085245 台山市 
台山市台城东郊路58号107、108、140、

141卡 

8 科技支行 鹤山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安科技支行 任德麟 15019892001 鹤山市  鹤山市沙坪镇永安路43号  

9 科技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新会科技支行 李健钊 13794200600 新会区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三和大道南51号101、

102、103铺 

10 科技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开平科技支行 谭江峰 13632087689 开平市 
开平市长沙街道办事处开平大道268号碧桂
园翡翠湾峰景苑一街11幢首层02号铺位 

11 科技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鹤山科技支行 梁伟豪 13630486338 鹤山市 鹤山市沙坪镇银行路31、33号 

12 科技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恩平科技支行 林文韬 13536077977 恩平市 
恩平市美华东路101号星河湾畔花园2栋11-

14号商铺 

13 科技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高新科技支行 冯健民 15917309742 高新区 江门市江海区东宁路70号4幢101室 

14 科技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江海高新科技支行 张凌耀 15626018759 高新区 江门市江海区永康路35号106室 



序号 机构性质 金融机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辖区 联系地址 

15 科技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高新科技支行 童中华 
13929087456/

3776357 
高新区 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中华路18号 

16 科技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山水步科技支行 梁惠英 13632079120 台山市 台山市水步镇花园新村8号之一至之二首层 

17 科技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平科技支行 江健民 13822368668 开平市 
开平市长沙区三江大道海伦堡4号楼首层

115-118铺位 

18 科技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山共和科技支行 李坤 8878162 鹤山市 鹤山市共和镇祥和路南庄商铺12-15号 

19 科技支行 
广东鹤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和科技

支行 
罗明辉 

13631828205/
8300635 

鹤山市 鹤山市共和镇共兴路203号 

20 科技支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白沙科技支行 梁崇贤 
13760545742/

3500178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白沙大道西25号101 

21 科技支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聚德科技支行按科

技支行 
何超 

13556997888/
3921896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聚德街70幢首层 

22 科技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北新区科技支

行 
许永红 

13709611413/
3287597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白石大道230号 

23 科技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平水口科技支行 谭添锐 13923052525 开平市 
开平市水口镇大福西路紫荆花园A区第1幢A

座首层1、2、3、4号铺位 

24 科技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新会科技支行 林跃赞 13828088001 新会区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新会大道中41号109-112 

25 科技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山共和科技支行 吕健 13534840026 鹤山市 鹤山市共和镇宝丰新城23-26、50-53号 

26 科技支行 
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水步科技

支行 
陈志铭 13426838891 台山市 台山市台城舜德路16号 

1 
科技小额贷
款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金信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黄金胜 18675726033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金桐路21号2幢 

2 
科技小额贷
款公司 

江门高新区汇盈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邓韵芝 13822445938 蓬江区 江门市港口一路22号之二银晶大厦22楼 



感 谢 聆 听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