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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对《条例》和实施细则有关变更登记规定的执行情况：上一年度是否

按规定申请了变更登记；变更登记的具体内容及时间。 

二、开展业务活动情况：填写上一年度内执行本单位章程的情况、按照登

记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业务活动、取得的主要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用数字说明）、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和下一步工作思路。 

三、相关资质认可或执业证明文件及有效期：填写本单位业务范围涉及的

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文件内容，包括证书名称、认可（许可）范围、有效期截

止日期、颁发机关。 

四、资产损益情况：分别填写本单位上一年度资产负债表“净资产合计”

或“所有者权益合计”科目的数额。 

五、人员编制情况：分别填写事业单位年末人员编制数、实有在职人数（含

与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非在编人员）、在编人数。 

六、绩效和受奖惩及诉讼投诉情况：“绩效情况”填写是否接受过绩效评估

以及评估的结果；“受奖惩情况”填写是否受到有关部门对单位的奖励和惩处以

及所受奖惩的项目，不包括针对职工个人的奖惩情况；“诉讼投诉情况”填写是

否有诉讼及社会投诉及具体内容。 

七、接受捐赠资助及使用情况：填写本单位接受捐赠资助的数量、方式、

使用方向和使用结果等。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填写事业单位分支机构设置和运行情况，以及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九、报告联系人：填写该报告的联系人信息，将与年度报告一同向社会公

开，接受公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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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17 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王辉； 2017 年 12

月 21 日变更单位名称为深圳市科技评审管理中心（深

圳软件园管理中心、深圳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资源共享

管理中心），变更宗旨和业务范围为：提供科技项目评审、

软件、生物孵化器管理服务，促进科技发展。科技项目

评审管理服务；〈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国家火炬计划软件

产业基地、国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示范园区公共技术支

撑体系及配套体系〉构建/管理；高新区〈生物孵化器生

物医药公共技术平台〉构建/管理；〈软件园/生物孵化器〉

建设；〈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及信息数据

库〉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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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软件园管理中心在市科创委的领导和支持下，

以“抓资源、做平台、树品牌、做服务”为工作方针，紧

抓创新要素的资源及数据，搭建符合产业需求的服务平

台，打造一支正气、团结、积极、进取的产业园区服务

团队，创建具有国内影响力的平台服务品牌，建设世界

一流的软件科技园区。 2017 年深圳软件园主要围绕人

才、投融资、共享平台、园区拓展、文化建设及评审等

方面。重点主要以如下工作，人才服务方面成功举办了

“2017 全国软件人才·项目·投资交流大会”，编制完成了

《2017 深圳 IT 行业薪酬报告》；投融资方面南方创投网

线上项目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有 5716 条，平台服务企

业有 5000 多家，组织线下项目路演 9 场，并成功举办

了“第二届中欧大数据金融论坛”和“2017 中国（深圳）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大赛”；深圳市科技创新资源共

享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进行优化改造后已于 11

月上线试运行；园区建设方面完成了总部大厦归属市科

创委厂房的政府产权移交，总面积为 8.9 万平方米；文

化建设方面组织了 Meetup 活动 35 场和 Meetlove 单身

联谊活动 3 场；市科创委委托的科技项目评审方面共完

成评审项目 50232 个。现就 2017 年工作完成情况总结

如下：  

一、2017 年深圳软件园重点工作  



（ 一 ） 人 才 服 务  1 ． 中 国 国 际 人 才 交 流 大 会     

2017 年 4 月 15 日至 16 日，由市科创委主办，深圳软

件园承办的“2017 全国软件人才·项目·投资交流大会”在

深圳会展中心 4 号馆举行。这是第三次承办此次交流会，

与前两届相比，本次大会以主题鲜明、注重实效、突出

国际化等作为指导思想，创新特色的校企合作互动环节，

邀请到 40 余家国家重点大学软件学院、20 家国家软件

人才国际培训基地、200 余家 IT 企业及投资机构参会参

展，为软件人才、项目与投资共同搭建了一个共同交流

合作的互动平台。同时举办了“软件及信息服务行业专业

人才招聘会”、“2017 中国软件产业校企合作高峰论坛暨

对接洽谈会”及“国家软件与集成电路人才国际培训基地

建设战略研讨会”。深圳软件园在本次大会中获得大会组

委会颁发的“最佳组织奖”称号。  

2．国家软件人才国际培训（深圳）基地     依托

大数据学院项目，2017 年深圳软件园分别面向西工大硕

士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示范性软件学院师生及企业

代表完成《大数据计算引擎》、《数据挖掘算法和应用》

两门精品课程，课程反响强烈。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软件

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软件

学院、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东北大学软件学院及云

南大学软件学院等 8 所示范性软件学院联盟的师生和企



业代表也参加了课程培训，共 260 人获得结业证书。  

3．人才招聘服务     深圳软件园分别于 2017 年 3

月至 4 月、9 月至 10 月组织园区企业赴西安、南昌、成

都、广州、长沙、武汉、合肥、深圳等地举办了 20 场“2017

深圳软件园校园招聘”活动，春季参加企业 96 家，秋季

企业 114 家，提供招聘职位 4439 个。本年度校园招聘，

除了充分利用 “鹏城 IT 人”以及各大高校就业论坛发布

招聘信息外，也通过其他渠道提前做好行程宣传，以最

大程度的吸引毕业生参加此次招聘会。  

4．人才培训     2017 年深圳软件园以围绕项目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等主题特邀专家，举

办公益讲座 15 次。  

5．“鹏城 IT 人”功能升级改版     深圳软件园为将

“鹏城 IT 人”打造成为为深圳高科技产业提供校企合作全

方面服务的专业平台，实现涵盖校园招聘、实习实训、

校企项目合作等多项功能，已于 2017 年 9 月进行了系

统开发招标工作， 11 月对平台开始进行功能升级。升

级后的平台功能包括高校项目资源、高校专家库、企业

项目资源以及校企合作高峰论坛板块。  

6．大数据高峰论坛     2017 年 12 月 9 日，由深

圳软件园与深圳南特高等商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

二届中欧大数据金融论坛”在深圳大学举行。论坛邀请了



国际业内知名专家学者莅临深圳，包括中国国际人才交

流基金会郑杰副主任、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副院长 

Christophe Germain 教授、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等专家学

者。论坛以主题报告、圆桌论坛等形式，探讨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前沿技术与创新应用深化国内该

领域的创新企业、金融机构和国际资源对接与合作，促

成具体合作项目的落地开展。  

7．2017 深圳 IT 行业薪酬报告     2017 年 12 月

深圳软件园完成了《2017 深圳 IT 行业薪酬报告》的编

制及印刷工作。  

（二）金融平台服务     截止到 12 月底，南方创

投网线上项目总数 5716 条，另有 2625 条在审核中，其

中自主申报项目有 370 余条。平台覆盖企业 5000 多家，

投资机构 420 余家。平台 2017 年已举办项目路演 9 场，

路演企业 88 家，参与人数 600 多人。      5 月，由

南方创投网联合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联盟、深圳市大数

据产业促进会、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创赛基金公司、松

禾资本、深创投、东方富海等 35 家知名风投机构和单

位共同举办的“2017 中国（深圳）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创

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南方创投网作为大赛申报及宣传

服务平台，负责组织实施项目的初赛路演活动，在 9 场

初赛中组织 5 场。到 9 月底从约 100 个初赛中挑选出了



10 个优秀项目登上决赛舞台。      

11 月，南方创投网组织参展第十九届高交会，报名

高科技企业 70 余家，最终筛选优质企业 30 家参展。高

交会期间，深圳软件园与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重点围绕人才、技术创新、科研

项目与创业投资等主题开展合作。  

（三）市科创委评审服务工作      

2017 年深圳软件园继续做好市科创委科技项目评

审现场服务工作，包括评审专家邀约、评审现场的专家

服务、评审纸质材料准备、评审表打印核查整理、评审

后勤服务、专家费发放等。本年度共现场服务评审项目

50232 个。  

（四）下一代互联网创新型产业集群相关工作     

深圳软件园协助高新技术产业化处完成《创新型产业集

群（试点）统计报表（20170120）》及《深圳高新区下

一代互联网创新型产业集群验收材料》。  

（五）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相关工作     

按照《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报送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

工作总结的通知》要求，深圳软件园编写了“深圳科技与

文化融合产业集群建设工作总结”和“创新型产业集群基

本情况汇总表”，并按要求及时上报省科技厅。  

（六）统计平台工作     深圳软件园完成科技部火



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 2016 年度快报和年报的统计工作。

并配合各个部委及相关主管部门完成软件及信息产业、

服务外包产业数据统计及调研工作。  

（七）共享平台相关工作 1．制度建设     根据《深

圳市促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学仪器共享管理暂

行办法》（深府办〔2016〕33 号）要求，深圳软件园制

定了《深圳市促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学仪器共

享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深科技创新〔2017〕117

号）。  

2．共享平台建设     深圳市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平

台在 2017 年 6 月将服务器迁移至超算中心后导入了市

科创委的创新要素数据采集平台和深圳市科技创新资源

共享平台字段相同的数据。数据导入后，共享平台共有

438 家设备管理单位，创新载体 968 家，共收集设备仪

器 11320 台（套），仪器总原值共计 68.5 亿元。经过前

期准备，在 11 月 14 日邀请了 50 家重点仪器管理单位

召开“深圳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工作会”，开启试运

行。截止目前用户登录平台近 2000 余次，对平台中相

关数据进行了补充完善。  

3 ． 2017 年 度 国 家 科 技 基 础 条 件 资 源 调 查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期间对深圳市 59 家单位进行了科

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共统计科研仪器设备 225806 台



（套），原值 601567.46 万元；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原

值 50 万元以上）1739 台（套），原值 231604.06 万元；

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年有效工作机时 2001038.45 小时，

对外共享机时 59060.13 小时，服务收入 4609.75 万元

等数据。  

（八）市场与品牌拓展工作     2017 年深圳软件

园组织企业参加香港国际资讯博览会、软博会等五个境

内外大型软件展会和两次互联网创新交流会，并都取得

良好反应。4 至 11 月，组织 13 家企业参加香港国际资

讯博览会、组织单位内部人员参加了大连软交会与北京

软博会等大型软件展会、10 家企业参加 2017 年中国国

际信息通信展览会、12 家企业参加第八届服务外包交易

博览会和 15 家企业参加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

果交易会（高交会）。6 月至 12 月，举办了第九届和第

十届“深圳互联网创新交流会”，主题分别是“图像识别”和

“聚焦 5G 时代”，参展企业 80 家，论坛 255 人，投资推

介会项目 26 个，参与的投资机构 50 余家。  

（九）产业空间相关工作     2017 年总部大厦完

成政府产权面积移交。原建设单位荣超地产无偿移交政

府部分为 32285 ㎡，政府回购部分面积为 56876.51 ㎡，

目前均已完成产权手续移交。归属市科创委的厂房总面

积为 89161.51 ㎡。  



（十）园区文化建设     2017 年 11 月，深圳软

件园举办 2017 年“软件园杯”大型社区运动会。运动健儿

在赛场上大显身手，展现我辈的英雄本色，即锻炼身体

又进一步增强了园区企业之间的友谊。  本年度组织

Meetup 活动 35 场，其中 Meetup 总裁沙龙 12 场，

Meetup 羽毛球活动 18 场，Meetup 户外登山、徒步等

活动 5 场。参与人数合计 1000 余人次。组织 Meetlove

单身联谊活动 3 场，参与人数 120 人，现场成功牵手人

数 15 对。  

二、2017 年生物孵化器重点工作  

（一）做好安全和环保工作  

1．完成了园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修订发布。  

2．完成了 4 次例行安全检查，春节、端午、五一和国庆

四次节前检查；完成了 2 次消防演习，组织多次园区企

业的安全培训，督促物业制定并落实了年度内训计划。  

3．落实了全园区企业中的安全责任制、企业自检制度、

企业培训档案、应急预案等安全制度的建立与实施，针

对使用化学品较多的企业落实了防爆柜及 MSDS 的使

用、规范了化学品的存放。  

4．完成了《深圳高新区生物孵化基地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和《深圳高新区生物孵化基地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5．完成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修编和备案。组



织企业进行环境应急培训。建设一套废气终端处理设施，

以及制定制度园区环保管理制度。  

（二）争取资金，推动解决人员不足，创客空间等问题     

生物孵化器争取到了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并获得专项资金的第一档 80 万元。经向市科创委

请示，拟用于从事人员补充、创客空间和公共仪器室拓

展相关工作。  

（三）积极外出调研，二期建设前期工作的开展     为

了未来发展积累思路，生物孵化器积极组织相关工作人

员外出调研，在 8 月随市科创委外出泰州和上海调研公

共平台建设，组织工作人员赴成都参加科技部国际创业

孵化峰会和石家庄参加第三届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

集群协同创新工作会。      

生物孵化器二期建设前期工作顺利开展，项目建议书经

多次修改，已通过专家论证会，正在最后整理并上报。  

（四）做好园区管理工作  

1．完成了停车场充电桩加装工程，办理了收费许可证。  

2．完成了园区企业电费统一代收代缴，对变压器和开关

柜做了一次维护保养。  

3．完成了 39 项大楼维护维保工程。  

4．对于科兴专业园区管理工作正常运行。  

5．孵化器大楼产权工作卡在房屋维修基金免收证明上，



深圳软件园正在推进中。  

（五）做好企业服务  

1．完成了 6 家企业的项目专家评审工作，协助办理了

21 家企业的增租手续、12 家企业的退租手续。  

2．对于合同管理、租金收缴、统计、档案管理、大楼保

险等内勤工作正常开展。知识产权工作已完成变更。  

3．对于人才招聘、数据库、会展、大楼文化等服务工作

正常开展。并先后参加了“CIHIE2017 中国国际健康产业

博览会”和深圳国际生物展。以及组织企业开展了 2017

趣味运动会活动。  

4．特种设备正常运行、并办理了压力管道的使用登记。

公共仪器室和小型冷库的管理运营工作也正常运行。  

5．完成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深圳高新区生物孵化器》

项目验收工作。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 效 期 

证书名称 
认可（许可）

范围 

有效期 

截止日期 
颁发机关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2,376.96 2,521.09 

人员编制

情况 

编制数 实有人数 实有在编人数 

15 14 14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    况 

无 

 

 

 



接受捐赠

资助及使

用情况 

 

 

 

无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

况 

无 

报告联

系人 

姓名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吴海娟 

0755-861553

28 wuhj@szsoftwarepar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