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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办发[2017]27号）、《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国标委联[2019]1 号）、以及2021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

纲要》相关要求起草。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生产力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组织发起单位：中国生产力学会 

本文件主导制定单位：山西双良再生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制定单位： 深圳市投控东海投资有限公司、山西兴高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明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合众鼎成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蒋正华、王茂林、牛仁亮、杨朝飞、李宝山、刘迎秋、韩丽娟、王

进才、李  溦、王长林、蒋露洲、郜志成、徐世虎、杨志强、王亮堂、张哲华、张震宇、翁

文东、李怀亮、徐存高、高文舍、李启亚、殷克胜、郭  芃、高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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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社会运转的基本保障，是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有力支撑，是

推动社会新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2021年 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又特

别强调“要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所以

中小企业不仅是创新发展的排头兵，还是提升我国产业链竞争力和稳定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我国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关键决定力量。 

那么如何实现有方向、有秩序、有质量、有效率的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从几千万家中小

企业中，选择、培育、打造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军团，对引领和带动全体中小企业有序创新高

效发展，具有全局性重大意义。为此本文件在基于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条件的前提下，

以“四、三、二、一”也就是“四化 + 三优 + 二产业 + 一领先”为指导思想，对于中小

企业创新旗舰小巨人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并将这些标准凝练升华为六项一级指标和十七

项二级指标。“四化”即：数字化、低碳化、国际化、自主化（自主自强的科技创新）；“三

优”即：优秀的风险控制、优秀的诚信经营；优秀的业绩成长；“二产业”即：传统产业新

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一领先”即在所属细分行业内处于旗舰领先的位置。六项一级指

标是：自主创新、持续成长、行业引领、强链补链、社会责任、风险控制。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旗舰小巨人要么属于传统产业新型化的优秀代表，要么属于新兴产

业规模化的领军企业，具备数字化、低碳化、国际化、自主创新以及优秀业绩成长、优秀风

险控制、优秀社会责任的显著特征。具体到可以量化的指标就是具备自主创新、持续成长、

行业引领、强链补链、社会责任、风险控制 6个方面的主要指标特征。为突出当前企业自立

自强创新发展的重要地位，将“自主创新”置于一级指标之首，并给予最大权重；“持续成

长”是旗舰企业创新发展的充要条件，重要性仅次于自主创新，排在第二位；”行业引领”

凸显了旗舰企业在所属细分行业中的领军地位；“强链补链”是旗舰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定

位和方向；“社会责任、风险控制”既是对旗舰类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他们

的显著特征。中小企业创新旗舰小巨人评价指南的提出，对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引领性、

指导性的意义和价值，既是评价的标准内容，也为中小企业的创新指明了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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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创新旗舰小巨人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中小企业创新旗舰小巨人评价指标、信息渠道、指标赋值、结果计算、评

价结论和分析与改进的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新兴产业规模化与传统产业新型化企业创新旗舰小巨人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小企业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SME 

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划分中型、小型、微型企业。 

注：具体划分等级参考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3.2  

旗舰小巨人企业 flagship little giant SME 

可以起到引领我国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方向的领军企业。 

注：基于但不限于工信部发布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最为优秀的中小企业。 

3.3  

强链 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chain 

锻造和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长板，以巩固并提升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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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链 supplementing industrial chain 

补齐与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的国内市场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到自主循环。 

4  评价原则 

4.1 引领性 

依据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引领性原则，评价筛选出细分行业中的领军企业，以期对行业的

创新发展具有引领意义。 

4.2 创新性 

主要关注企业自主与全面创新的实力表现，包括创新的自主化、数字化、低碳化、研发

投入与成果等要求，其中特别强调企业自主自强的科技创新能力。 

4.3 成长性 

主要关注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即品牌化、国际化、资本化能力，兼具有优秀的风险控

制、社会责任与业绩成长。 

4.4 客观公正 

基于客观、可靠信息对企业进行评价，评价过程公平公正。 

5  基本要求 

申请企业宜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基本要求； 

2) 属于本行业或者细分行业的领先企业； 

3) 企业经营状态正常，五年内无违法记录； 

4) 诚实守信，无偷税漏税行为。 

6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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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小企业创新旗舰小巨人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分值 说明 

自主创新 40 

知识产权 10 

授权发明数 

其他知识产权数（外

观、实用新型、著作权、

商标) 

研发条件 10 

研发投入 

研发机构 

研发人员 

企业资质 6 

高新企业 

科技型小企业 

绿色制造企业 

国家或省级技术中心 

清洁化 6 

低碳减污规划 

低碳减污产品 

低碳减污技术 

低碳减污交易 

数字化 8 

数字化赋能 

数字化规划 

数字化系统 

持续成长 20 

品牌化 4 

商标注册 

品牌建设 

品牌成就 

国际化 4 

全球供应链配套 

产品质量、工艺、知

识产权达到国际标准 

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企业对外技术、管理

输出与服务 

资本化 12 

毛利率 

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 

私募轮次及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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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中小企业创新旗舰小巨人评价指标 

行业引领 18 

行业地位 14 

企业主营产品市场占

有率 

营收在细分行业的占

比 

客户品质 4 
客户质量 

客户数量 

强链补链 10 
产业链作用 5 

十大重点产业 

工业“四基”等产品 

产业链地位 5 核心企业 

社会责任 6 
纳税责任 4 

正常纳税申报 

A级纳税人 

公益参与 2 公益活动 

风险控制 6 
自身风险 4 自身风险数 

传导风险 2 传导风险数 

7  信息渠道 

企业评价信息的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1) 企业提供的信息； 

2) 政府机关公布的信息； 

3) 行业组织公布的信息； 

4) 权威第三方机构公布的信息。 

8  指标赋值 

8.1 自主创新 

8.1.1 知识产权： 

1) 授权发明数 

根据企业获得授权发明的数量，划分为三个等级，1到 5件得 2分，6到 15 件得 4

分，15件以上得 6分。 

2) 其他知识产权数 

根据企业获取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数（包括外观、实用新型、著作权、商标），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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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三个等级，1到 5件得 1分，6到 15件得 2分，15件以上得 4分。 

8.1.2 研发条件： 

1) 研发投入 

根据研发投入占比划分为三个等级，研发投入占比小于 5%得 2分，大于等于 5%且

小于 10%得 4分，大于等于 10%得 6分。 

其中，研发投入占比 = 研发经费/营业收入 。 

2) 研发机构 

有专门的研发机构、研究中心等类似机构得 2分。 

3) 研发人员 

根据研发人员占比进行评价，大于 5%但小于等于 15%得 1分，超过 15%得 2 分。 

其中，研发人员占比 = 研发人员数量/从业人员数量。 

8.1.3 企业资质： 

1) 高新企业 

有高新企业资质得 2分。 

2) 科技型小企业 

有科技型小企业资质得 1分。 

3) 绿色制造企业 

有绿色制造企业资质得 1分。 

4) 国家或省级技术中心 

有国家技术中心资质得 2分，省级技术中心资质的得 1分。 

8.1.4 清洁化： 

1) 低碳减污化规划 

有低碳化规划得 1分。 

2) 低碳减污化产品 

生产节能产品、新能源产品、负碳化产品、碳汇产品得 2分。 

3) 低碳减污化技术 

生产过程使用节能技术、新能源技术、负碳化技术、碳汇技术的得 2分。 

4) 低碳减污化交易 

参与低碳化交易得 1分。 

8.1.5 数字化： 

1) 数字化赋能 

有数字化赋能相关政策或者措施得 1分。 

2) 数字化规划 

有企业数字化规划得 2分。 

3) 数字化系统 

企业业务进行过程中，使用了信息化、自动控制、智能等数字化的相关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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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得 1分，最高得 5分。 

8.2 持续成长  

8.2.1 品牌化： 

1) 商标注册 

有注册商标得 1分。 

2) 品牌建设 

有品牌宣传、广告、赞助等相关品牌相关建设活动得 1分。 

3) 品牌成就 

驰名企业、驰名产品、驰名商标等数量在 1~3之间的得 1分，大于 3得 2分。 

8.2.2 国际化： 

1) 全球供应链配套 

参与全球产业链配套得 1分。 

2) 产品质量、工艺、知识产权达到国际标准 

有证据表明产品质量、工艺或者知识产权达到国际标准得 1分。 

3) 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产品在细分行业领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 30%得 1分。 

4) 企业对外技术、管理输出与服务 

有证据表明，企业有对外技术、管理输出与服务的，得 1分。 

8.2.3 资本化： 

1) 毛利率 

企业毛利率在 15%~30%之间得 2分，30%以上得 4分。 

2) 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 

营业收入 3年复合增长率在 10%~30%之间得 2分，30%以上得 4分。 

3) 私募轮次及总规模 

私募 2 轮次以上或私募金额在 1亿到 5亿之间得 2分，5亿元以上得 4分。 

8.3行业引领 

8.3.1 行业地位： 

1) 企业主营产品市场占有率 

企业主营产品市场占有率 20%~50%之间得 4分，超过 50%得 7 分。 

2) 营收在细分行业的占比 

企业营收在细分行业的占有率 20%~50%之间得 4分，超过 50%得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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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客户品质： 

1) 客户数量 

以对公为主的企业，用户数量大于 1小于 10的，得 1分，大于 10得 2分；以个人

客户为主的企业，用户数量大于 10万小于 100万得 2分，大于 100 万得 4分。 

2) 客户质量 

以对公客户为主的企业，客户属于国际知名企业、十大重点产业链和工业四基等产

业链配套企业得 2分。以个人客户为主要业务的企业此项不得分。 

8.4 强链补链 

8.4.1 产业链作用： 

1) 十大重点产业 

属于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得 3分。 

其中十大重点产业领域是指：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高档数控机床

和机器人、新材料、航空航天装备、电力装备、农业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海洋工

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2) 工业“四基”等产品 

属于工业“四基”的得 2分。 

其中工业“四基”指的是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

料、产业技术基础。 

8.4.2 产业链地位： 

核心企业。满足核心企业的条件之一，可得 5分： 

a）有产品的定价权； 

b）研发产品独特，不可替代； 

c）牵头起草行业标准； 

d）产值在产业链某一个节点占比 30%以上。 

8.5 社会责任 

8.5.1 纳税责任： 

1) 正常纳税申报 

正常纳税申报得 2分。 

2) A级纳税人 

A级纳税人得 2分。 

8.5.2 公益参与： 

公益活动。三年内 10万元以上（含）公益活动次数，一次得 1分，最高得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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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风险控制 

8.6.1 自身风险： 

1) 指标内容 

企业自身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债券违约、延期披露、异动停牌、评级异常、行政

处罚、其他重大风险事件、诉讼、经营异常、股权冻结、股权变更、环保处罚、负面舆

情等。 

2) 计算方法 

企业自身风险控制的计算公式如下： 

𝐿 = 𝑚𝑎𝑥(0,4 −∑𝑦𝑖)

𝑛

𝑖=1

 

式中： 

L---企业自身风险控制得分； 

𝑦𝑖---不同类型的风险的扣分值，风险类型包括但不限于债券违约、延期披露、异

动停牌、评级异常、行政处罚、其他重大风险事件、诉讼、经营异常、股权冻结、股权

变更、环保处罚、负面舆情等，详细扣分值参见附录 A； 

n---风险的种类 。 

8.6.2 传导风险： 

1) 指标内容 

企业传导风险，指由于股权、对外投资、担保、重大合同等关联企业传导的企业风

险。 

2) 计算方法 

无传导风险得 2 分，传导风险数大于 0 小于 30 得 1 分，传导风险数大于等于 30

得 0分。 

9  结果计算 

按照表1中的指标，分别计算一级指标的分值，所有一级指标之和为总分。 

10  评价结论 

根据评价总分，按照表2划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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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创新旗舰小巨人等级 

分值 等级 

80分及以上 旗舰小巨人 

70到 80分间 备选旗舰小巨人 

11  分析与改进 

通过分析评价，对所发现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改进措施与建议，以期帮助企业实现更高

水平的创新发展。 

 

  



10 

 

 

附  录  A 

（规范性） 

表A.1 自身风险评价指标赋值 

表A.1自身风险评价指标分值指标项 指标值 分值 

债券违约 
半年内有债券违约 4 

半年前到三年内有债券违约 2 

延期披露 
半年内有延期披露 2 

半年前到三年内有延期披露 1 

异动停牌 
半年内有异动停牌 1次以上 2 

半年前到三年内有异动停牌 1次以上 1 

评级异常 
半年内有评级异常 1次以上 2 

半年前到三年内有评级异常 1次以上 1 

行政处罚 
半年内有行政处罚 1次以上 2 

半年前到三年内有行政处罚 1次以上 1 

其他重大风险事件 
半年内有其他异常 3次以上 2 

半年前到三年内有其他异常 3次以上 1 

诉讼-裁判文书一年内数量 ≥5 1 

诉讼-裁判文书一年以前数量 ≥20 1 

诉讼-失信信息一年内数量 ≥1 4 

诉讼-失信信息一年以前数量 ≥2 2 

工商-近 1 年内法人变更次数 ≥3 1 

工商-经营异常一年内次数 ≥1 2 

工商-经营异常一年前次数 ≥2 1 

司法股权冻结金额（有效期内） ≥1000 万 1 

司法股权变更金额 ≥1000 万 1 

环保处罚 ≥1 1 

企业负面舆情数（一年内）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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