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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标准化协

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

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权，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权的鉴

别。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该标准为中国标准化协会制定，其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 

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标准化协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许以任何 

形式再复制该标准。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68487160    传真：6848620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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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给出的规则编制。 
本标准由青岛市技术市场服务中心提出，中国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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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术语和定义、技术合同服务体系、基本原则、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需要的材料、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流程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国科发政字〔2000〕063号） 

《技术合同认定规则》（国科发政字〔2001〕253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技术合同  technology contract 

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或者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合同。 

3.2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identif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technology contract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对技术合同当事人申请认定登记的合同文本从技术上进行核查，确认其是否符合

技术合同要求的专项管理工作。 

3.3  

技术成果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利用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和经验做出的涉及产品、工艺、材料及其改进等的技术方案，包括专利权、

专利申请权、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动植物新品种等。 

3.4  

技术秘密  technology secret 

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 

3.5  

技术交易  technology transaction 

技术供需各方对技术成果和知识性服务进行交易的行为，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

术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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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技术开发合同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ntract 

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品种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同。 

3.7  

技术转让合同  technology transfer contract 

当事人之间就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技术秘密转让等所订立的合同。 

3.8  

技术咨询合同  technology consultation contract 

一方当事人为另一方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所订立

的合同。 

3.9  

技术服务合同  technology service contract 

一方当事人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 

3.10  

技术交易服务  technology transaction service 

为技术交易提供场所、信息、咨询、培训、中介居间、行纪、代理等服务。 

3.11  

技术入股  technology invested as capital stock 

拥有技术的一方将其技术折成股份，与其它方开展合作生产或合资经营的技术交易方式。 

3.12  

技术许可  technology permission 

双方通过签订许可协议，许可方允许被许可方在一定期间和范围内使用许可方的专利或技术秘密等

从事生产和销售，由被许可方支付许可费用的行为。包括独占许可、排他许可、普通许可、交叉许可、

可（再许可）转让许可等类型。 

4 技术合同服务体系 

4.1 技术合同行业服务机构 

技术合同行业服务机构(以下简称行业服务机构)应经主管部门确认授权且能承担政府辖区内技术

合同认定登记工作的行业规范、行业自律、行业服务并推动行业发展。 

4.2 技术合同服务点 

4.2.1 设立技术合同服务点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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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同服务点（以下简称服务点）的设立应遵循合理布局、方便登记的原则，经地、市、区、县

政府科技主管部门推荐后以书面形式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按要求报送申报材料，经行业审核、专

家评审通过后予以公告，其他条件参照所在市技术合同服务点管理办法相关条款。 

4.2.2 技术合同服务点的职责 

服务点职责如下： 

a) 服务点应建立符合行业和自身特色，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制度； 

    b)  服务点应为当事人保守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按约定妥善保管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维护科

技成果所有者的知识产权，不应非法占有、使用，或者向他人披露、转让项目所有者的科技成果。 

4.3 技术合同登记员 

4.3.1 登记员职责 

技术合同登记员（以下简称登记员）实行岗位责任制，持证上岗、文明服务，正确执行法律、法规

和政策。登记员职责如下： 

a) 判定当事人提交的合同是否属于技术合同 ； 

b)  对当事人提交的合同进行分类登记； 

c） 核定技术性收入；  

d)  提供技术市场、技术合同的政策性解读、培训和咨询服务； 

e)  协助当事人明确技术交易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和权责关系分析，并对技术合同条款提供规范性咨

询服务； 

f)  应有服务意识，注重职业形象。 

4.3.2 任职资格及要求 

登记员应当是所在单位的在职人员，要求如下： 

a)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b)  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有关法律知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c)  上岗培训：登记员必须经过培训、考核，成绩合格，取得所在市市技术合同登记员从业资格后，

方能从事技术合同服务工作； 

d)  年审：登记员从业资格证书应每年审核。 

5 基本原则 

5.1 目的性原则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目的包括： 

a) 税收优惠； 

b) 财政后补助； 

c) 项目管理； 

d) 项目申报； 

e) 成果交易见证； 

f) 规范合同管理； 

g) 法律规定的其他目的。 

5.2 工作时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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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应当按照《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国科发政字〔2000〕063号）、《技

术合同认定规则》（国科发政字〔2001〕25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条件为当事人提供技

术合同服务，并自申请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服务事项（不包括专家评审时间）。 

5.3 工作保密原则 

行业服务机构和服务点工作人员应当严格忠于职守，履行职责，遵纪守法，公正廉洁，自觉保守当

事人有关商业秘密，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当采取保密措施，违反本条，情节严重

者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需要的材料 

6.1 普通合同当事人 

普通合同当事人应提交以下材料： 

a) 依法已经生效合同的真实完整的中文书面合同正本文本及相关附件一式三份； 

b) 卖方信息注册表（仅首次登记）； 

c)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d)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受理回执单。 

6.2 涉外技术合同当事人 

涉外技术合同当事人应提交以下材料： 

a) 中外文合同或中外文对照合同一式三份（应有一份合同原件，无中文原件的应由有资质的翻译

公司翻译的中文合同且出具证明）； 

b) 中方营业执照复印件、外方营业执照复印件（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c) 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书、数据表； 

d) 卖方信息注册表（仅首次登记）； 

e)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申请； 

f)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受理回执单。 

7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流程 

技术合同登记流程应符合表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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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流程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1 当事人提交材料 

当事人申请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应当向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提交完整的书面

合同文本和相关附件； 
 

2 服务点初审 
应对当事人提交申请认定登记的合同文本及相关附件进行审查，合同内容

不完整或者有关附件不齐全的，应要求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补正。 

3 系统录入提交材料 
服务点应完整准确地将合同信息录入认定服务机构所在市的技术合同登

记系统、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 

4 
行业服务机构网上

审批 

行业服务机构通过所在市技术合同登记系统、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

进行审核。 

5 纸质材料审核 

行业服务机构对当事人所提交的合同文本和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和认定。其

主要事项是： 

a）是否属于技术合同； 

b)分类登记； 

c)核定技术性收入。 

6 出具审核证明 
行业服务机构审核无误后，合同编号并加盖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专用章出具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审核证明。 

7 合同归档 服务点、行业服务机构应对相关合同及其相关资料归档。 

 

 

 

 

 

 

 

 

 

 

 

 
 



T/CAS XXX—2018 

 

9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  次
	前  言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务规范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技术合同服务体系
	技术合同行业服务机构
	技术合同服务点
	设立技术合同服务点的条件
	技术合同服务点的职责

	技术合同登记员
	登记员职责
	任职资格及要求


	基本原则
	目的性原则
	工作时效原则
	工作保密原则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需要的材料
	普通合同当事人
	涉外技术合同当事人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流程

	参 考 文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