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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锡科社〔2020〕221号 

 

 

市科技局  市财政局 

关于发布 2020 年度无锡市现代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专项指南及组织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区科技局、财政局，无锡经开区经发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和产业强市主导战略，大力推

进无锡现代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根据市委市政府有关部署要

求和《关于加快推进无锡市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无锡市科学技术局 

无 锡 市 财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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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委发〔2020〕37号）等文件精神，现将 2020年度无锡市现代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专项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及组织申报工作

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对象 

依法在无锡市区范围内（不含江阴、宜兴两市）登记注册，具

备独立法人资格，从事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领域研发、生产和

服务的企业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等。 

二、支持领域 

重点支持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和前沿生物技术领域。 

创新药领域主要包括化学新药、抗体药物及抗体偶联药物、

蛋白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基因工程药物、新型疫苗、临床优势

突出的创新中药及天然药物、个性化治疗药物等； 

高端医疗器械领域主要包括医疗影像设备、医用诊察和监护

设备、手术精准定位与导航系统、植（介）入器械、人工器官、医

用康复器械、生物再生材料等高价值医疗耗材，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高通量基因测序仪、五分类血细胞分

析仪等体外诊断设备和配套试剂等； 

前沿生物技术领域主要包括基因与细胞治疗、干细胞与再生

医学、微生物组技术、新一代生物监测技术、合成生物技术等前

瞻性生命科学技术的探索与应用。 

三、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 

（一）药物研发 

http://weibo.com/qualcommchina?zw=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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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新药研发临床试验资助（指南代码 1001） 

对于企业自主研发并在我市进行产业化的创新药物开展临床

试验的，根据其研发进度分阶段予以资助：（1）第 1 类化学药、

第 1类生物制品、第 1类中药及天然药物，按实际投入研发费用

的 25%予以资助，获准进入 I、II、III期临床试验研究的，最高分

别给予 300万元、500万元和 1000万元；（2）其他新药项目，进

入临床试验 I、II、III期研究的，按该阶段投入研发费用的 20%予

以资助，最高分别给予 200万元、300万元和 500万元。每个新药

项目一个临床试验阶段最多申报资助一次。 

申报条件：2019年 1月 1日到 2019年 12月 31日获准进入

I、II、III期临床试验阶段研究的新药项目。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关于调整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程序的公告》（2018年第

50号），2018年度获得临床试验受理通知书并正常开展临床实验，

但未获市科技计划生物医药后补助的项目也可申报本批次补助。 

申报材料：除填报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请书以外，应提供的

相关证明材料如下。 

（1）申请 I期临床试验阶段资助的，须提供：临床试验通知

书、药品名称和临床试验许可申请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审评中心官网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的证明、与 I期

临床机构签署的协议或合同、第一例临床试验人员入组证明、I期

临床试验研究方案，自进入 I 期临床试验以来该产品该阶段研发

费用的专项审计报告，金额较大的提供研发费用明细、发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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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凭证及相关合同等证明材料； 

（2）II 期临床试验阶段的，须提供：I 期临床试验的总结报

告或结束证明报告、与 II期临床机构签署的协议或合同、II期临

床试验研究方案、已通过伦理委员会论证的证明，自进入 II期临

床以来该产品该阶段研发费用的专项审计报告，金额较大的提供

研发费用明细、发票、付款凭证及相关合同等证明材料； 

（3）III期临床试验阶段的，须提供：II期临床研究的总结报

告或结束证明报告、与 III期临床机构签署的协议或合同、III期临

床试验研究方案、已通过伦理委员会论证的证明，自进入 III期临

床以来该产品该阶段研发费用的专项审计报告，金额较大的提供

研发费用明细、发票、付款凭证及相关合同等证明材料。 

2. 获批上市许可的药品资助（指南代码 1002） 

对企业自主研发并在我市进行产业化的创新药物获得药品注

册批件、新药证书的，原创新药最高给予 1000 万元一次性资助，

其他新药最高给予 500万元一次性资助。 

申报条件：2019年 1月 1日到 2019年 12月 31日获药品注

册批件、新药证书，且具备在无锡产业化基础条件的企业。 

申报材料：除填报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请书以外，应提供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注册批件、新药证书，该产品在无

锡进行产业化的基础条件证明材料（产业化项目投资备案相关材

料、土地厂房租赁购买合同协议、相关生产线设备购买合同、相

关产品在本地销售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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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品质仿制药研发资助（指南代码 1003） 

对按国家规定通过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制剂品种，

并在我市进行生产销售的，按实际投入研发费用的 20%予以资助，

每个品种（不同规格视为一个品种）最高给予 500 万元，单个企

业每年资助最高 1000万元。 

申报条件：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符合国家

要求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或参比制剂，并在无锡进行生

产销售的，可申报本批次补助。 

申报材料：除填报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请书以外，应提供通

过一致性评价的批准文件、收载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相关

证明，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研发费用的专项审计报告，附研发费

用明细、发票、付款凭证、相关合同等证明材料，研发费用计算期

最长可以追溯至 2018年度。 

4.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资助（指南代码 1004） 

申报条件：2019年度获得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课题）立项的医药项目，且国家财政拨款已到账的，按

照立项到帐经费的 20%予以资助，最高给予 1000万元资助。 

申报材料：除填报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请书以外，应提供国

家立项批准文件、项目（课题）任务书（含申报单位信息、任务分

配表、经费分配表等核心信息）、银行出具的经费到账证明。 

（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资助（指南代码：三类医疗器械 2001，

二类医疗器械 2002） 



— 6 — 

对企业自主研发首次获得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书且在本市进

行产业化的产品，三类医疗器械按实际投入研发费用的 20%予以

资助，每个品种最高给予 300 万元；二类医疗器械按实际投入研

发费用的 10%予以资助，每个品种最高给予 100万元。单个企业

每年给予最高 500万元资助。 

申报条件：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获得第三

类、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的单位。 

申报材料：除填报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请书以外，应提供医

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该产品在无锡进行产业化的基础条件证明

材料（产业化项目投资备案相关材料、土地厂房租赁购买合同协

议、相关生产线设备购买合同、相关产品在本地销售情况等）。针

对注册医疗器械产品研发费用的专项审计报告，附研发费用明细、

发票、付款凭证及相关合同等证明材料，研发费用计算期最长可

以追溯至 2018年度。 

（三）国际资质认证奖励（指南代码 3001） 

对获得国际权威机构批准认证在境外上市资质的药品和医疗

器械，每个产品最高给予 100 万元奖励，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奖励

500万元。 

申报条件：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新获得

FDA、EMA、CE、PMDA、WHO 等权威机构批准认证在境外上

市资质的，且符合本专项指南支持领域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产品。 

申报材料：除填报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请书以外，应提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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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上国际权威机构认证凭证（附中文翻译文本）、国际资质认

证相关经费明细、发票、付款凭证及相关合同等证明材料，境外

发票须提供银行付汇单。 

（四）医药研发产业化奖励 

1. 医药研发服务奖励（指南代码 4001） 

对医药合同研发（CRO）、医药生产外包（CMO）、医药定

制研发生产（CDMO）等企业或机构，按其地方经济社会贡献增

量的 5%给予奖励，单个机构每年奖励最高 500万元。 

申报条件：2019 年度服务外包营业收入在 2000 万元以上且

与上一年度相比营业收入增幅超过 15%的医药研发生产服务企业

或机构。 

申报材料：除填报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请书以外，应提供经

审计的 2019 年度、2018 年度企业财务报告和税务部门出具的税

收情况，2019 年度、2018 年度企业开展医药服务外包合同清单、

合同复印件、发票及银行收款单等证明材料。 

2.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产业化奖励（指南代码 4002） 

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医疗器械注册人）委托我市企业

生产或对外委托生产并在我市实现销售的，第一年每个品种按对

地方经济社会贡献的 3%给予奖励，以后年度按对地方经济社会贡

献增量的 3%给予奖励，每年奖励最高 500万元。 

申报条件：2019年度委托我市企业生产或对外委托生产并在

我市实现销售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医疗器械注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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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除填报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请书以外，应提供所

持有上市许可的药品或医疗器械的批准证明文件（须明确持有人、

受托生产企业等相关信息），持有人与受托生产或销售企业签订

的书面合同及质量协议， 2019年度产品销售的专项审计报告（须

包含该产品的销售和税收情况等）。 

（五）企业业绩奖励 

1. 龙头企业培育奖励（指南代码 5001） 

企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5 亿元、10 亿元、30 亿元

的，最高分别给予 3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奖励。 

申报条件：2019年度医药或医疗器械主营业务收入首次实现

提升目标的企业。 

申报材料：除填报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请书以外，应提供主

要产品销售或服务收入的清单，经审计的 2019 年度、2018 年度

企业财务报告和税务部门出具的税收情况等证明材料。 

2. 重点品种培育奖励（指南代码 5002） 

药品或医疗器械单品种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 1 亿元、3 亿

元、5亿元的企业，最高分别给予 1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

奖励。 

申报条件：符合本专项重点支持领域的药品或医疗器械单品

种，2019年度在本地销售收入首次实现提升目标的医药产品。 

申报材料：除填报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请书以外，应提供 2019

年度、2018年度所申报医药产品销售收入的专项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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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物医药产业基金投资奖励（指南代码 6001） 

支持生物医药产业专项基金落户无锡, 基金总额中投资无锡

项目达 50%以上的,按其实际投资无锡市生物医药企业资金的 1%

奖励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最高给予 200万元奖励。 

申报条件：在我市登记注册的生物医药专业基金管理公司，

2019年度基金规模超过 1亿元、实际投资无锡大市范围内生物医

药项目超过总盘的 50%。 

申报材料：除填报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请书以外，应提供基

金管理团队主要投资管理人员简历材料，2019年度所管理或受托

管理的投资基金规模的证明文件，申请投资奖励项目所涉被投企

业名单、投资协议、投资到位后企业工商变更证明等佐证材料。 

（七）生物医药园区可持续发展建设资助（指南代码 7001） 

支持园区集中开展“三废”处理、企业间废物交换利用、水的循

环利用等工程,根据园区运营主体实施工程项目的实际投入资金

10%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补助 1000万元。 

申报条件：我市生物医药专业园区运营主体，2018年以来集

中开展“三废”处理、企业间废物交换利用、水的循环利用等工程

建设，项目已通过竣工验收。 

申报材料：除填报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请书以外，应提供运

营主体法人与相关资质证明、立项审批文件、安评环评报告、实

施方案、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材料及相关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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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基本要求 

1. 本计划项目凡涉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收集、买卖、出口、

出境的需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的相关

规定执行。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需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

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涉及动物和人体伦理审

查工作的，需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2. 申报项目按属地化原则上报。符合条件的单位进入“无锡

市 现 代 产 业 发 展 资 金 申 报 和 服 务 平 台 ” 

（http://58.215.18.150:9090/egrantweb/），注册登录申报系统后进

行网络申报。进入申报系统后，要补充完善本单位的基本信息；

填报时，必须仔细阅读网上各类计划申请书中的填报说明；各地

区科技部门负责辖区内申报项目的网络受理和初审工作，同时提

交各类申报项目汇总表（格式从无锡市科技局网站

http://wxkjj.wuxi.gov.cn/下载）至市科技局。通过网络初审的项目，

由各申报单位从申报系统下载带有申报编号和条形码的 PDF格式

的专项资金申请书，用 A4 纸打印，准备指南要求的相关附件材

料，按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请书以及指南要求的相关材料顺序装

订成册（纸质封面，平装订），加盖单位公章，纸质材料一式四份

报送至各地区科技局。各地区科技局正式行文并出具推荐意见，

连同项目申报材料报送市科技局（送达地点：无锡市太湖新城金

融一街 10号楼 607室无锡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市直属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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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经其主管单位审核后直接向市科技局申报。 

3. 科技专项资金项目申请书上应有申请单位财务部门盖章

和财务负责人签章、法人签字、单位公章及主管部门的公章等；

附件材料中涉及的财务审计报告，应有审计公司印章（财务报表

应有财务部门的印章）。 

4. 项目申报单位和负责人须签署信用承诺书，提供必要的佐

证材料，同意科技项目管理部门可以查询本单位的相关信用信息。 

五、其他事项及联系方式 

1. 请申报单位于 11月 12日前在申报系统注册并完善相关信

息，做好专项审计等申报准备，11月 13日正式开始网络申报。网

络申报时间截止为 12月 15日 17:00，12月 22日前将纸质材料送

达无锡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2. 项目材料受理：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李雷、黄祎兰、华

爱平，联系电话：85617307、85617308 

3. 申报系统技术支持联系电话：400-675-1236、818224260 

4. 业务处室及各地区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无锡市科技局 赵雪倩 81821902 

梁溪区科技局 周凌可 83158925 

锡山区科技局 俞  伟 88200716 

惠山区科技局 叶赛娟 83597000-87407 

滨湖区科技局 冯  洁 8117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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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吴区科技局 陈 枫 81890603 

经开区经发局 陆佩琳 80580063 

 

 

 

无锡市科学技术局                无锡市财政局 

                                2020年11月4日  

 

 

 

 

 

 

 

 

 

 

无锡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