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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促进会会员准入

退出管理细则 

 

一、 目的 

为加强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促进会生态系统的经营，

规范服务机构准入退出过程；积极整合外部资源，激励和发动

机构、顾问为企业提供专业优质服务，进一步促进本地科技服

务业的良性发展。 

二、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促进会及其协会

内所有会员。 

三、 会员服务领域 

1. 财税服务：审计服务、会计服务、税务服务、财税咨询、

代账代理； 

2. 法律服务：资本市场、公司治理业务、劳动人事、知识产

权、涉外事务； 

3. 人力资源：人才招聘、人事外包、培训服务； 

4. 管理咨询：经营咨询、信用服务、科技咨询； 

5. 金融服务：股权投资、银行、保险、证券、信托、融资租

赁、商业保理、融资咨询、资本市场、上市挂牌、其他； 

6. 知识产权：咨询及代理、知识产权法律、价值评估、情报

服务； 

7. 专业技术服务：产学研、委外加工设计、检验检测服务、

高新技术产品检测服务、检定校准服务、管理体系认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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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自愿性产品认证服务、服务认证服务、质量品牌服务。 

8. 认证评估：信用服务、资格认证、有形资产评估服务。 

9. 供应链服务：报关咨询、代办服务、物流服务； 

10. 综合服务：综合服务平台、办公场地、创业孵化、科技载

体网、IT 数据服务、宣传推广、广告策划、媒体服务、众

创空间、联盟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 

四、 入会资质要求及申请入会提交文档 

（一） 普通会员机构准入基本要求： 

1. 依法注册的机构、成立时间不少于 1 年； 

2. 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 

3. 有专业的服务团队（服务顾问不少于 5 人）； 

4. 必需有其他机构、企业或主管部门实名推荐，推荐单位需

出具书面说明并盖公章； 

5. 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无不良记录、无行业劣迹曝光，3

年内没有因为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分或行业惩戒。 

6.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与积极的合作态度，与客户过往合作

无重大违规记录，与客户无有效投诉或法律纠纷。 

（二） 普通会员顾问准入基本要求： 

1. 必须是会员/待入会机构的全职工作人员； 

2. 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从业资格证； 

3. 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4.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执业声誉，3 年内没有因为执业行

为受到行政处分或行业惩戒。 

（三） 专业服务机构及顾问各领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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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 机构资质要求 顾问资质要求 

财税 

1. 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证书》或《税务师事务所执业

证书》； 

2. 2A级（含）以上事务所； 

3. 专职执业注册会计师、税务师不少于

5人； 

4. 园区会计示范基地成员机构、苏州市

注册会计师协会或相关行业主管部

门推荐的优先。 

1. 具备会计中级以上职称

（含中级）、或《注册会

计师证》、或《注册税务

师证》从业资格； 

2. 从业年限不低于 5年。 

 

法律 

1. 法律服务机构必须是经司法行政部

门许可成立的律师事务所，持有《律

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2. 须通过上一年度检查考核； 

3. 合伙人中至少 1人从业资历在 15年

以上;专职执业律师不少于 15人（执

业经验 5年以上人员不低于 5人）； 

4. 苏州市律师协会推荐的优先。 

1. 持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

《律师执业证》，并且通

过上一年度律师年检； 

2. 从业年限不低于 5年。 

 

人力资源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有

“人力资源服务”等内容，且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 

2. 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必须持有省、市人

社厅核实批准颁发的《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证》，并且通过上一年度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年检； 

3. 专职工作人员不少于 10人； 

4.  获得省、市人社厅人力资源行业诚

信单位或苏州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

协会、园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推

荐的优先。 

1. 持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

《国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师三级》以上（含三级）、

或《职业指导师》等从业

资格证书； 

2. 从业经验不低于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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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有

“企业管理咨询”等内容，且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 

2. 专职咨询顾问不少于 3人； 

3. 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上年度营业收

入在人民币 300万元及以上； 

4. 有服务园区企业的案例或项目经验

不少于 5个； 

 

1. 持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

《国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师二级》以上（含二级）、

《国际教练认证》、《职

业指导师》、《心理咨询

师》、MBA等相关行业资格

证书； 

2. 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企业

中层以上职业经验，相关

工作年限不低于 10年； 

3. 有园区企业服务的项目经

验或案例。 

科技咨询 

1. 营业范围包含科技咨询服务，机构成

立三年以上，近三年内无不良记录； 

2. 具有专职的项目咨询师团队，项目咨

询师占比达 40%以上，项目咨询师理

工科背景占 70%以上； 

3. 需经苏州市自主创新服务超市科技

服务机构备案； 

4. 具有固定办公场所且面积达 100㎡

及以上. 

5. 机构近一年营业收入≥500万元； 

6. 机构服务园区企业案例不少于 50

家； 

7. 需有《项目申报可行性评估》等类似

过程文件。 

 

1.具有丰富的项目申报经验，

从事相关工作 3年以上； 

2.能够对企业进行项目辅导

和宣讲，实施产品、政策、流

程等培训； 

3.能独立完成申报材料的撰

写、立卷、装订等工作,具有

3年及以上的科技项目申报、

中期检查、验收全流程经验； 

4.具备对项目技术难题的解

答能力； 

5.相关人员应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了解国家科技、经济

及产业政策，熟悉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工作有关要求； 

6.辅导企业成功案例数不少

于 10家。 

知识产权 

1. 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有行业主管部门

颁发的《专利代理机构注册证》；专

职专利代理人不少于 3人，并且持有

《专利代理人执业证》； 

2. 知识产权评估机构：有行业主管部门

1. 持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

《专利代理人执业证》、

《外审员证》、《资产评

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科

技查新资格证》、《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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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并且

具有进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能力

和执业案例；专职的资产评估师不少

于 5人，持有《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

证书》； 

3. 信息服务机构：1)查新机构：科技查

新机构应当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

的查新机构资质证书；或者与拥有资

质的查新机构为合作单位，有能力开

展查新业务并且协助出具查新报告；

不少于 3人取得国家科技查新资格

的专职人员；不少于 2人具有情报学

相关学科背景的专职人员；具有查新

专业范围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资源数

据库，具备国际联机检索系统。2)

其他信息服务机构：拥有独立开发的

数据库系统，专利数据库建设，专利

管理系统建设，能够提供相应的配套

服务等。 

审核师证书》、《专利代

理人资格证》并同时持有

《律师执业证》等知识产

权从业资格； 

2. 从业年限不低于 3年； 

3. 资格及执业证书需通过上

一度年检。 

专业技术服务 

1. 检验检测检定校准机构：1）通

过 CMA或 CNAS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2）在苏州地区注册 5年以上，在行业

内有一定的知名度；3）上年度销售额

500万元以上；4）近三年无不良处罚记

录； 

2. 高新技术产品检测机构：1）通

过 CMA或 CNAS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2）在苏州地区注册 8年以上，高新技

术企业或者高新技术入库企业，具有发

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不少于 10项；3）

上年度销售额 500万元以上，在行业内

有一定的知名度；4）申请机构须获得

省级中小企业三星级以上公共服务示

范平台；5）申请机构须通过苏州科技

1.本科及以上学历，工程师及

以上职称，相关工作年限不低

于 8年； 

2.有园区企业服务的项目经

验或案例。 

3.从事如下领域的人员需持

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证书：

农产品检验、纤维检验、机动

车检测、贵金属首饰与宝玉石

检测、检定校准、特种设备检

验检测、认证、环境评价工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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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机构入会文档清单： 

类型 加盟文档清单 

机构 

1. 网上申请：机构在“企业服务超市平台”完成机构注册、所有机构顾

问员工注册，提交加盟申请。 

超市入口：http://sme.sipac.gov.cn/ssm/ 

2. 提交电子文档： 

《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促进会入会申请表》（附件 1） 

3. 纸质文档： 

《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促进会入会申请表》（附件 1） 

服务机构备案；6）近三年无不良处罚

记录； 

3. 认证及认证技术服务机构 1）认

可委认可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或者技术

服务机构；2）在苏州地区注册 3年以

上或设有办事处，在行业内有一定的知

名度；3）认证机构上年度销售额 2000

万元以上，技术服务机构上年度销售额

500万元以上；4）近三年无不良处罚记

录； 

4.技术服务机构 1）具有专业领域的科

研机构或者管理咨询服务机构；2）具

有 5年以上从业经验； 3）具备高级工

程师 2人以上，工程师 5人以上，总人

数不少于 8人； 

5.质量品牌服务机构 1）具有 3名以上

卓越绩效自评师资格，提供过 10次以

上服务的管理咨询服务机构；2）在苏

州地区注册 3年以上，在行业内有一定

的知名度；3）上年度销售额 500万元

以上；4）近三年无不良处罚记录。 

其他 参考普通会员机构准入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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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情况记录表》超市注册系统打印 

《营业执照电子档》 

入会申请

材料提交 

以上材料一式两份加盖公章递交至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企服会秘书处：0512-67068048 

服务邮箱：sipsmesu@sipac.gov.cn 

五、 入会流程 

服务机构入会流程及流程说明如下： 

序号 步骤 执行角色 流程说明 输出 

01 企业服务超市注册 意向机构 
在线申请：完成企业服务超市

机构及顾问账户注册 
 

02 提交入会资料 意向机构 
并提交《入会申请表》电子档

材料；线下纸质材料盖章归档 

资质文档等

入会材料 

03 入会资料审核 协会秘书处 

审核机构提交的资质文档齐备

性、文档内容完整性，如无问

题则通知面谈；不符合要求机

构入会申请资质审批不通过 

入会资料审

核 

04 机构面谈 协会秘书处 

对符合入会资质要求的机构邀

约面谈时间，了解机构具体情

况，确认入会意向 

 

06 会费缴纳 
意向机构、协

会秘书处 

按照协会章程会费标准按时缴

纳会费 
会费收据 

07 

 
批准入会 协会秘书处 

双方确认合作意愿，确认入会，

完成企业服务超市资质入会审

批流程 

企服会会员

机构资质证

书 

六、 退会标准及规范 

（一） 服务机构退会标准： 

1. 机构因自身原因，申请退出超市； 

2. 入会审核通过后，一个月之内不在科技服务超市上注册； 

3. 注册后一个月之内不维护完整的机构信息； 

4. 半年之内未登陆； 

mailto:sipsmesu@sipa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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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上架产品和无业务合同备案的； 

6. 因违规行为被曝光的； 

7. 客户对该机构的差评率累计达 20%； 

8. 无故不参与企服会年度会员大会的。 

（二） 服务顾问退会标准： 

1. 顾问因其自身原因，申请退出协会。 

2. 顾问账户注册后一个月之内不维护个人详细信息； 

3. 半年之内未登陆； 

4. 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分或严重的行业惩戒行为被曝光

的； 

5. 客户对该顾问的差评率累计达 20%。 

（三） 退会流程及流程说明如下：  

序号 步骤 执行角色 活动描述 输出 

01 提出退会申请 
服务机构/顾问

/秘书处 

机构/顾问根据自身需求提出退

会申请；符合退会标准 

《退会申请

表》 

02 受理退会申请 协会秘书处 
了解机构/顾问的退会原因；处理

争议 
 

03 完成退会 协会秘书处 

完成企业服务超市退会流程，企

业服务超市机构/顾问会员权利

解除 

 

七、 会员机构权利及义务 

(一) 会员权利： 

1. 可参与企服会发展事项讨论； 

2. 可依托企业服务超市，搭建会员机构第二门户网站，通过

线上平台，实现与企业的供需对接； 

3. 优秀服务事迹、重大创新举措、重要荣誉资质等信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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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园区相关政府及公益平台，进行宣传推广； 

4. 可围绕企业关注的需求或疑问，依托自身专业力量，承办

企业发展服务沙龙活动及相关专业培训；  

5. 可参与区域性服务产业调研，参与相关政策讨论。 

(二) 会员义务： 

1. 申请单位向企服会提交的资料必须真实、有效；不得借用、

冒用其它名义或使用其它不正当方法成为企服会会员； 

2. 按时缴交会费，认可并遵守企服会章程及各项管理制度； 

3. 与企服会保持紧密联系，积极为企服会良性发展建言献策； 

4. 及时关注企服会发展动态，积极参加企服会组织的各类会

议活动； 

5. 实时更新会员信息（服务信息、荣誉信息、不良信息），

相关重要信息及时反馈给秘书处； 

6. 不断创新服务业务，提升服务能力，积极推动上下游服务

链整合，共同推动行业良性发展。 

八、 联系方式 

服务热线：0512-67068000、67068048 

服务邮箱：sipsmesu@sipac.gov.cn 

 

 

 

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促进会秘书处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mailto:sipsmesu@sipac.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