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2 年参加南京市星创天地绩效评价名单

序号 星创天地名称 运营单位 级别 所属区

1 栖霞现代农业星创天地 南京鹂岛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家级 栖霞区

2 南京江宁现代农业星创天地 南京江宁台湾农民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国家级

江宁区

3 南京新农现代农业星创天地 南京新农科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省级

4 黄龙岘星创天地 南京江宁美丽乡村建设开发集团 省级

5 江宁花卉盆景星创天地 江苏惠万家农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省级

6 南京盛庄现代农业星创天地 南京盛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省级

7 雨发生态园星创天地 南京雨发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国家级

浦口区8 南京麦浦星创天地 南京麦浦园林景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省级

9 农创园星创天地 南京农创园科创集团投资公司 省级

10 艾津新农人星创天地 江苏艾津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省级 六合区

11 南京白马现代农业星创天地
江苏南京白马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
有限公司

国家级

溧水区

12 溧水经济林果产业星创天地 南京傅家边科技园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级

13 溧水特色设施蔬菜星创天地 南京市溧水区华成蔬菜专业合作社 国家级

14 南京永阳现代农业星创天地 南京秋湖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省级

15 南京梅产业星创天地 南京溧水秦淮梅园有限公司 省级

16 溧水设施草莓星创天地 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 省级

17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和丰园 e

趣田园星创天地

南京市高淳区和丰园生态水产养殖专业

合作社
国家级

高淳区
18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帅丰现
代渔业星创天地

南京帅丰饲料有限公司 国家级

19 阳江镇电商孵化园星创天地 南京康旭科技有限公司 省级



附件 2

南京市星创天地建设与绩效评价报告表

星创天地名称：

运营主体名称（公章）：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022 年 月 日

南京市科学技术局制

二 O二二年



信用承诺书

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金）申请（承担、获得）单位信用承诺书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信用承诺

本项目法人承诺严格遵守《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金）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遵守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准则，执行经费

管理等相关规定，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承诺项目实施各阶

段所提供材料真实可靠，项目组成员身份真实有效，无编报虚假预

算、篡改单位财务数据、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失信行为。

如出现违反科技项目管理规定、科研不端等失信行为，愿意根

据相关规定，承担以下责任和义务：

1. 严肃调查处理或配合相关调查机构调查处理；

2. 取消计划项目评审资格；

3. 撤销计划项目立项，并收回市拨经费和奖励资金；

4. 根据失信情况，记入市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金）信用评

价表，并报送至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省信用管理平台，列入社会

信用记录，接受相应处理；

5. 其他相关法律责任等。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金）申请（承担、获得）负责人信用承诺书

姓 名 身份证件（护照）号码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信用承诺

1. 本人承诺在市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金）申请、评估

评审、检查、项目执行、验收和绩效评估等过程中，遵守科学

道德和诚信要求，严格执行有关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规定和《科

技计划项目任务合同书》中的约定，不发生下列科研不端行为：

（1）在职称、简历以及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

（2）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

（3）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

（4）在涉及人体研究中，违反知情同意、保护隐私等规

定；

（5）违反医学伦理和实验动物管理规范；

（6）其他科研不端行为。

2. 如本人被举报在市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金）实施中

存在科研不端行为，将积极配合相关调查机构组织开展的调

查。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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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表

一、基本情况

星创天地名称

运营主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或组织机构代码

场地地址

运营主体性质

（单选）

□事业单位□国有

企 业 □ 民 营 企 业

□其他

运营主体类别

（单选）

□农业龙头企业

□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

□农业科技园区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其他

技术依托单位

星创天地

负责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认定时间 认定级别

场地面积

（平方米）

农业用地面积

（平方米）

服务团队人数 创业导师人数

入驻企业数及

从业人员数

入驻团队数及

成员人数

二、服务情况（评价期）

创新创业活动场次
对在孵企业（团

队）培训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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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平台服务

企业（团队）数（个）

帮助企业引进人

才数（个）

企业（团队）获得

投资数（个）及金

额（万元）

企业（团队）获得

融资数（个）及金

额（万元）

新入驻企业数（个）
新入驻团队数

（个）

知识产权授权数

（个）

注册新商标数

（个）

培育农业科技型企

业数（个）

培育科技型中小

企业数（个）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数（个）

帮助获得支持政

策数（个）

年运营收入（万元）

及增长比例

年运营利润（万

元）及增长比例

三、绩效报告

一、星创天地基本情况（限 200 字）

（包括运营单位和人员情况、服务运营模式等）

二、服务能力建设情况（限 800 字）

（包括场地设施建设情况；服务管理情况和相应制度即内部管理制度、企业（团队）入

驻及退出制度、投资资金（基金）管理制度、创业导师制度的情况；线上线下创新创业

服务平台投入、服务及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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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成效（限 1000 字）

（包括通过组织创业培训活动、技术集成示范、创业培育孵化、科技金融服务、政策集

成服务，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情况。提供成功孵化农业创业企业案例 1-2 个）

以上内容确保真实无误。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经审核确认，材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区科技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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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装订顺序及附件材料要求

1、目录。

2、南京市星创天地建设与绩效评价报告表。

（1） 运营主体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 孵化场地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须提

供公共服务场地及设施现场图片。

（3） 技术依托单位清单，星创天地与技术依托单位合作

协议复印件。

（4） 内部管理制度、项目入驻及退出制度、投资资金（基

金）管理办法、创业导师制度等文件复印件。

（5） 服务管理人员劳动合同及2021年12月份社保清单；

创业导师清单（姓名、工作单位、服务领域、联系方式）、服

务活动现场照片及聘书（协议）复印件。

（6） 线下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提供设备清单、现场照片等；

“互联网+”网络电商平台线上交易、宣传等提供照片或截图。

（7） 评价期内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如创业培训、融资路演、

宣传推介等活动方案、人员签到表和活动现场照片。

（8） 评价期内形成的适用农业技术成果包和应用示范推

广成果的证明材料。

（9） 评价期内帮助企业（团队）获得财税、金融、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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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和人才引进等支持政策的证明材料。

（10） 评价期内入驻企业清单、营业执照和入驻协议；入

驻团队清单及入驻协议。

（11） 评价期培育认定的农业科技型企业、科技型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等资质的企业清单。

（12） 评价期获得的有效知识产权指已授权的专利、品种

权、软件著作权、注册商标等证明材料。

（13） 评价期投融资企业投融资协议及银行进账单复印件。

（14）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报表附注等）；税款所属期为 2021 年度

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汇算清缴）主表、附表；税款所属期 2021

年度的增值税月度申报表主表、附一、附二表。

（15） 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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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南京市星创天地建设与绩效评价指标（试行）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指标

类型
指标说明

服 务

能 力

30%

1.1 软硬件建设 5% 定性
为创业企业（团队）提供免费或低成本场地，
具备公共服务场地和设施，并建立完善的管
理制度。

1.2 服务队伍建设 10% 定性
有专业、稳定的创业服务团队和创业导师队
伍，为创业企业（团队）提供创业辅导，并
解决实际问题。

1.3 公共服务情况 15% 定性 评价期线上与线下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投
入，为企业（团队）提供服务情况。

服 务

绩 效

70%

2.1 技术集成示范 10% 定性 评价期形成适用的农业技术成果包，示范推
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等科技成果。

2.2 政策集成服务 5% 定量
评价期帮助入驻企业（团队）获得财税、金
融、工商、知识产权和人才引进等支持政策。

2.3 创业培训活动 5% 定量
评价期组织在孵企业（团队）参加技术培训、
创业培训、投融资路演等活动情况。

2.4 知识产权情况 5% 定量 评价期入驻企业（团队）获得有效知识产权
数。

2.5 科技金融服务 5% 定量 评价期入孵企业（团队）获得投融资情况。

2.6 运营效率 5% 定量
评价期运营机构运营收入和利润及增长比
例。

2.7 企业引进孵化 35% 定量
评价期新增入驻企业（团队）数；评价期在
孵企业认定为农业科技型企业、科技型中小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高成长性企业情况。

加分项 特色工作情况 5% 定性
开展创新创业大赛、项目对接、投融资、市
场开拓等特色服务活动，对区域优势和主导
产业集聚，农民脱贫致富，发挥较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