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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成 都 市 财 政 局文件

成经信财〔２０１７〕８９号

关于印发贯彻 《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

国家中心城市产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

意见》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成都高新区、成都天府新区、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财政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创

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业能级若干政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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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意见》（成委发 〔２０１７〕２３号），经研究，特制订本申报指

南，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成都市财政局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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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 《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

国家中心城市产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

意见》项目申报指南

一、加强高端人才激励

（一）年收入５０万元以上人员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１）对引领带动作用强或新经济领域的企业家 （不包括国

有企业）进行补助。

（２）原则上按申报人上一年度个人年收入 （税后）的５％补

助，从引进时计算，但补助资金不超过申报人相应年度缴纳的个

人所得税在我市的留存部分。

（３）政策执行３年，个人享受１次。

２．申报条件

申报人应具备如下基本条件：

（１）从市域外新引进到我市企业从业，不包括企业内部调

整调动；

（２）与所在企业签订了３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每年在我市工

作时间不少于６个月；

（３）所在企业在我市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４）所在企业代表我市产业发展先进水平，投入产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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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能力强、市场前景好、对本行业辐射带动强的重点发展

产业和新经济领域的重点企业的人才；

（５）从所在企业获得的税后年收入达５０万元以上；

（６）没有受到刑事处罚，或刑事处罚已经结束。

３．申报材料

提交 《成都市实体经济新经济领域人才补助资金申报书》，

申报书应包含以下材料，且应按顺序装订好。

（１）年度人才补助资金申报表；

（２）企业逐月支付申报人收入证明；

（３）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４）企业所得税完税证明；

（５）申报人任职文件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

（６）所在企业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

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

（７）与所在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

（８）新引进人才真实性声明 （加盖企业鲜章）；

（９）其它补充支撑材料。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凡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 （机构），在自愿基

础上，按照申报条件进行自我评价后报所在地相关主管部门，所

在地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初审，初审后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签署推荐

意见报送市经信委。市经信委汇总后报市人才办，由市人才办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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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相关部门复核。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党政工作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２３。

二、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二）企业创新能力奖励项目

１．支持标准

（１）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中国质量奖、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示范区给予

３００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２）国家 “质量标杆”称号企业给予 １００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

２．申报条件

申报期内新获得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中国质量奖认定的企业，新获得全国产业集群

区域品牌建设示范区的产业园；新获得国家 “质量标杆”称号

的企业。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奖励专项资金申报表》；

（２）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

三证合一证 （复印件）和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３）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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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企业、中国质量奖、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示范区、国家

“质量标杆”称号的企业批复认定 （核定）文件 （复印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企业服务处，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５７４，６１８８１５８７。

（三）成都市制造业创新示范中心建设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依据制造业创新示范中心在固定资产、创新平台建设投入的

１０％可享受最高１００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２．申报条件

成都市开展创新示范中心建设的制造业企业。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制造业创新示范中心建设补助资金申报表》；

（２）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

三证合一证 （复印件）和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３）“成都市制造业创新示范中心”建设方案 （应包括建设

目标、建设内容、进度安排、经费预算等）；

（４）在固定资产、创新平台建设的投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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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产业生态规划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５９７。

（四）支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奖励项目

１．支持标准

对获国家、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分别给予最高 １００万元、

５０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２．申报条件

获得国家、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称号的企业。

３．申报材料

（１）《支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奖励项目申请表》；

（２）获得国家、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的批复认定 （核定）

文件 （复印件）；

（３）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

三证合一证 （复印件）和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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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５８７。

（五）工业设计中心自身能力建设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工业设计中心，按上一年度新增设计设备和软

件投入的２０％给予最高１００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２．申报条件

获得市级 （含）以上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的企业，通过购置

设备、软件实现工业设计能力提升。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工业设计中心自身能力建设项目补助专项资金

申报表》；

（２）市级 （含）以上工业设计中心认定证书或批复认定文

件 （复印件）；

（３）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

三证合一证 （复印件）和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４）设备及软件采购清单、发票、银行付款凭证 （复印

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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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５８７。

（六）工业设计大奖奖励项目

１．支持标准

（１）对获得德国红点奖、德国 ＩＦ奖、美国 ＩＤＥＡ奖、日本 Ｇ

－Ｍａｒｋ设计奖等四大国际工业设计奖顶级奖的企业给予最高 ５０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获得国际工业设计奖项的企业给予最高 １０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２）对获得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的企业给予最高 １０万元的

一次性奖励。

２．申报条件

上一年新获得德国红点奖、德国 ＩＦ奖、美国 ＩＤＥＡ奖、日本

Ｇ－Ｍａｒｋ设计奖、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的工业设计企业。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工业设计获奖项目奖励专项资金申报表》；

（２）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

三证合一证 （复印件）和企业法定代表人、获奖人员身份证

（复印件）；

（３）获奖人员与所在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 （复印件）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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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缴交凭证 （复印件）；

（４）工业设计大赛获奖证书 （复印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５８７。

（七）组织设计大赛奖励项目

１．支持标准

对工业设计大赛组织方单项给予最高 ２００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

２．申报条件

行业商 （协）会等组织的以 “太阳神鸟杯”命名的全国性、

国际性工业设计大赛等活动。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组织设计大赛奖励专项资金申报表》；

（２）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

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３）工业设计大赛方案及经费预算。

４．申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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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２月底前，由行业协会组织申报，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

市财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５８７。

（八）工业设计中心及示范园区 （基地）认定奖励项目

１．支持标准

对新创建的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给予最高３００万元的一次性

奖励；国家级、省级工业设计示范园区 （基地），分别给予最高

３００万元、１５０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２．申报条件

上一年度新获得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工业设计示范园区 （基

地）及新获得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的企业。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工业设计中心及示范园区 （基地）项目认定奖

励专项资金申报表》；

（２）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国家级及省级工业设计示范园

区 （基地）认定文件、证书 （复印件）；

（３）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示范园区 （基地）所属企业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证 （复印件）

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４．申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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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５８７。

三、支持企业创新创造

（九）促进军民融合技术创新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促进军民融合创新，对军民融合企业在蓉独立或联合实施的

军民两用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按企业技术研发投入的２０％

给予最高３００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２．申报条件

经认定的军民融合企业 （军民融合企业包含军工单位，“民

参军”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为立项主体，在成都市独立

或联合实施的军民两用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军民融合技术

研发投入１００万元以上、设备投入占研发总投入２０％以上，产业

化项目已实施完成。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军民融合技术研发投入补助资金申报表》；

（２）技术协议或者技术研发合同 （复印件），以及证明军民

两用技术创新成果来源的材料 （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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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项目立项 （审批、核准、备案等）文件 （复印件）；

（４）项目报告 （复印件）；

（５）技术研发投入或技术合同付款凭证，包括相关清单、

发票、银行付款凭证 （复印件）；

（６）产品销售合同、销售发票、收款凭证等证明产业化成

果已经实现销售的材料 （复印件）；

（７）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注：军工单

位、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军民融合推进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１３，６１８８１５７７。

（十）技术改造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１）对固定资产投入达到 １０００万元 （含）的技改项目，按

固定资产投入的５％给予补助；

（２）对固定资产投入达到 １０００万元 （含） －２亿元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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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项目，给予最高３００万元补助；对固定资产投入达到２亿元

（含）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最高５００万元补助；

（３）若设备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大于或等于 ５０％，按

固定资产投入的５％核定相应补助；若设备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

比重小于５０％，按设备投资额２倍的５％核定相应补助。

２．申报条件

（１）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政策且固定资产投入达到 １０００万元

（含）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

（２）申报当年前两年内备案且已竣工的技术改造项目。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补助专项资金申请表》；

（２）项目备案 （审批或核准）文件 （复印件）；

（３）项目竣工报告 （或计划竣工报告）；

（４）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

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５）《固定资产投资发票明细汇总表》 （含全部土地、设备

购置及厂房建设等）；

（６）购置设备、土地及厂房建设的发票及银行付款凭证

（复印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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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工业投资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２０。

（十一）支持重大工业和信息化建设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对市外新引进协议投资１亿元 （含）以上且在签约一年内开

工建设的重大工业和信息化项目，按两年内实际固定资产投入的

３％给予最高５００万元补助；

对市外新引进或龙头企业新增我市产业链关键缺失和延伸的

制造业生产性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５亿元 （含）以上的，再按

照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２‰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限额 ２００万

元。

２．申报条件

经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审批或核准），从市外新引进协议投

资１亿元 （含），且在签约一年内开工建设的重大工业和信息化

项目。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重大工业和信息化建设补助项目专项资金申请

表》；

（２）项目备案 （审批或核准）文件 （复印件）；

（３）项目投资协议 （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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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５） 《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发票明细汇总表》 （含全部土地、

设备购置及厂房建设等）；

（６）购置设备、土地及厂房建设的发票及银行划款凭证

（复印件）；

（７）企业承诺书。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工业投资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１８。

（十二）大企业大集团培育奖励项目

１．支持标准

对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１００亿元、５０亿元、３０亿元

的企业，分别给予企业经营者 １００万元、５０万元、３０万元奖励；

以后每跨越一个百亿元台阶，相应给予１００万元奖励。

２．申报条件

纳入我市大企业大集团培育范围，年度内依法经营，未发生

重大违规违法行为或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及群体性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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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企业。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大企业大集团奖励专项资金申报表》；

（２）企业申请报告。（企业概述、奖励种类，要求正式红头

文件、鲜章）；

（３）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４）上年度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 （注册，复印

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企业服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８７６９。

（十三）规模企业上台阶奖励项目

１．支持标准

经认定的企业给予２０万元奖励。

２．申报条件

已列入年度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培育计划，年主营业务收入首

次突破１０亿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 17 —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规模企业上台阶奖励专项资金申报表》；

（２）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３）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原件 （注册）；

（４）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名录库证明文件及最近两个月

的统计报表 （由统计部门证明）。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企业服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８７６９。

（十四）企业上规奖励项目

１．支持标准

经认定的企业给予１０万元奖励。

２．申报条件

纳入年度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培育名单，首次进入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名录库的企业。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新上规模企业奖励专项资金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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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３）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名录库证明文件及最近两个月

的统计报表 （由统计部门证明）；

（４）近两年年末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企业服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８７６９。

（十五）支持企业自建１１０千伏及以上专用变电站

１．支持标准

按申报当年专用变电站建设 （扩建）近两年内总投入的５％

给予最高５００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２．申报条件

自建１１０千伏及以上专用变电站的企业。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自建１１０千伏及以上专用变电站补助专项资金

申报表》；

（２）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 19 — 



合一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３）供用电合同 （复印件并加盖企业鲜章）、用户专用变电

站竣工验收报验申请、供电公司出具的验收意见 （复印件）；

（４）专用变电站工程建设审计决算 （复印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电力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５８２７。

（十六）支持１１０千伏及以上公共地下变电站建设

１．支持标准

按企业近三年实际投入的５％给予最高２０００万元的一次性补

助。

２．申报条件

投资建设１１０千伏及以上公共地下变电站并运营的企业，且

该项目实行独立核算，相关资料完备。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１１０千伏及以上公共地下变电站补助专项资金

申报表》；

（２）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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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３）公共地下变电站建设项目审批立项批复文件 （复印

件）；

（４）公共地下变电站竣工报告 （复印件）；

（５）相关部门立项备案材料；

（６）１１０千伏及以上公共地下变电站建设的相关发票、付款

证明等原始资料 （复印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电力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５８２７

四、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十七）科技成果转化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按项目技术研发投入的 １５％给予最高 ２００万元的一次性补

助。

２．申报条件

（１）围绕新产品开发和工艺改进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并实

现产业化的技术创新项目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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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上年度 （或连续 １２个月）实现项目销售收入 ５００万元

以上。

（３）项目研发投入达到１００万元以上。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补助专项资金申报表》；

（２）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

（３）销售清单、发票、转账凭证 （复印件）；

（４）研发投入清单、发票、银行付款凭证 （复印件）；

（５）技术开发合同 （复印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５８７。

五、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

（十八）企业技术标准制 （修）订奖励项目

１．支持标准

（１）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奖励资金总额为 ６０万元。对于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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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编制单位的，其中标准制定第一承担单位奖励资金 ４０万元，

其余参编单位共计奖励资金２０万元。

（２）国家技术标准制定奖励资金总额为 ４０万元。对于有多

个编制单位的，其中标准制定第一承担单位奖励资金 ２５万元，

其余参编单位共计奖励资金１５万元。

（３）行业技术标准制定奖励资金总额为 ２５万元。对于有多

个编制单位的，其中标准制定第一承担单位奖励资金 １５万元，

其余参编单位共计奖励资金１０万元。

只奖励技术标准制定第一和第二承担单位；系列技术标准只

能申请一项标准奖励；同一技术标准，如多家企业申请的奖励额

累计超过奖励总额，则按照相应比例分配奖励资金；单户企业年

度内奖励最高１００万元。

２．申报条件

主导制 （修）定并获批国际、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的企业。

３．申报资料

（１）《成都市企业技术标准奖励专项资金申报表》；

（２）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

（３）标准发布机构批准发布的技术标准文本及复印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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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企业服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５７４。

（十九）企业取得 ＩＴＳＳ认证奖励项目

１．支持标准

上一年度获得国家 ＩＴＳＳ符合性评估认证的企业最高给予 １５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２．申报条件

上一年度新获得国家 ＩＴＳＳ符合性评估认证的企业。

３．申报资料

（１）《成都市企业取得 ＩＴＳＳ认证奖励专项资金申报表》；

（２）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３）相关认证证书或批复文件 （复印件）；

（４）与认证机构或第三方签订的合同、发票、银行付款凭

证 （复印件）；

（５）企业出具的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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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软件产业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４１。

六、大力促进产融结合

（二十）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对成都高新区、成都天府新区、近郊区 （市）县工业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按上一年度实际投入的 ３％给予补助；远郊

区 （市）县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按上一年度实际投入

的５％给予补助，单个工业园区年度内补助最高５０００万元。

２．申报条件

成都市统一规划布局的工业园区内的道路、供电、供水、供

气、供热、排水、园区循环改造、新建 （改造）园区环保设施

项目。

３．申报材料

（１）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行

文的申请报告；

（２）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补助项目资金申请相关文件；

（３）开发、建筑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

记证或三证合一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４）项目审批立项批复复印件 （验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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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工程概算报告、施工合同、开工报告、竣工报告、工

程进度计量表、上一年度实际支付工程款发票、银行支付凭证复

印件 （验原件）；

（６）项目布局图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园区服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１９。

（二十一）工业园区投资新建 （改造）三层及以上厂房

１．支持标准

对在上一年度投资新建三层及以上的厂房按 １００元／平方米

给予最高不超过３００万元的补助；对在上一年度将原有厂房改造

升级为三层及以上厂房的，对改造厂房 （不含原有部分）按１００

元／平方米给予最高不超过３００万元的补助。

２．申报条件

我市统一规划布局的工业园区内新建或改造面积达１万平方

米以上的三层及以上厂房建设项目。

３．申报材料

（１）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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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报告；

（２）《工业园区投资新建 （改造）三层及以上厂房补助项目

申请表》；

（３）新建 （改造）三层及以上厂房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４）项目审批立项批复复印件 （验原件）；

（５）工程概算报告、施工合同、开工报告、竣工报告、工

程进度计量表、当年工程款支付凭证复印件 （验原件）；

（６）项目布局图。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园区服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１９。

（二十二）支持工业园区升级

１．支持标准

（１）对上一年度新增的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的工业集中发

展区，分别按照国家级 １０００万元、省级 ２００万元的标准给予一

次性资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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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上一年度新创建的国家级、省级新型工业化及其他

专业化基地的工业集中发展区，按照国家级 ２００万元、省级 ５０

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

２．申报条件

新增为国家级、省级开发区，新创建为国家级、省级新型工

业化及其他专业化基地的工业园区。

３．申报材料

（１）园区所在区 （市）县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财政部

门的联合申请报告；

（２）国家 （省）级相关职能部门批复文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园区服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１９。

（二十三）吸引创业风险投资 （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补助

项目

１．支持标准

对龙头企业投资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按吸收的创业风险

投资金额给予最高不超过１０％的补助，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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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２．申报条件

（１）在我市登记注册、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主营业

务１０亿元以上的大企业大集团；

（２）管理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

无不良信用记录；

（３）自觉遵守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近

两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４）投资项目为符合我市产业规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５）投资项目须获得在各级发改委或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登记备案的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投资。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吸引创业风险投资补助项

目资金申报书》；

（２）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年度审计报告 （注册）；

（３）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

（４）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到位证明文件：投资人协议、

公司章程修正案、工商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验资报告、银行进

账单等复印件；

（５）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有关备案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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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企业承诺书 （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有从业资格的

财务管理人员，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近两年未发生重大安

全生产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主要负责人无违法违纪行为，企业

盖章并经法人签字）；

（７）真实性声明。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企业服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０４。

（二十四）重大装备首台 （套）、新材料首批次、软件首版

次市场化应用补助项目

１．重大装备首台 （套）补助项目

１．１支持标准

（１）上一年度实际销售总额小于 ２５００万元的，按年度实际

销售总额的１０％减去已获得的四川省重大装备首台 （套）研制

与应用奖励资金 （以下简称省奖励资金），给予补助；

（２）上一年度实际销售总额大于２５００万元 （含２５００万元），

按照２５０万元减去已获得的省奖励资金，给予补助。

１．２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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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产品获得四川省首台套认定证书，并获得上一年度省

奖励资金支持；

（２）研制单位 （用户单位）获得上一年度省奖励金额小于

实际销售总额的１０％，并且获得上一年度省奖励金额不超过２５０

万元；

（３）重大装备首台 （套）产品研制单位在成都市内，重大

装备首台 （套）市场化应用补助资金项目由研制单位负责申报；

（４）重大装备首台 （套）产品研制单位在成都市内，用户

单位在成都市外的，只对研制单位进行补助。

１．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重大装备首台 （套）市场化应用补助项目申报

表》；

（２）产品获得四川省首台 （套）认定证书 （复印件）；

（３）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

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４）上一年度四川省省级首台 （套）研制与应用奖励资金

下达文件 （复印件）；

上述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复印件均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按顺

序胶装成册。

１．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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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

１．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航空航天产业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１２。

２．新材料首批次市场化应用补助项目

２．１支持标准

（１）获得首批次认定的新材料产品，按照上年度销售总额

的１０％给予新材料生产 （研制）单位不超过 ２５０万元补助；按

照上年度采购金额的１０％给予新材料应用单位不超过２５０万元补

助。

（２）同时获得四川省、成都市新材料首批次认定的产品，

若所获省级奖励资金低于市级标准，按市级标准给予一次性差额

补助；若所获省级奖励资金高于市级标准，不再补助。

２．２申报条件

（１）在成都市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

（２）产品获得四川省、成都市新材料首批次认定的有效证

明，并在认定有效期内开展推广应用；

（３）新材料首批次产品生产 （研制）单位和应用单位均在

成都市内的，由生产 （研制）单位牵头申报；新材料首批次产

品生产 （研制）单位在成都市内，应用单位不在成都市内的，

仅对生产 （研制）单位进行补助；新材料首批次产品生产 （研

制）单位不在成都市内，应用单位在成都市内的，不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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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新材料首批次市场化应用补助项目申报表》；

（２）四川省新材料首批次认定证书或成都市新材料首批次

认定证明 （复印件）；

（３）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

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４）经认定的新材料首批次产品上年度销售／采购合同、清

单及发票 （复印件）、货款到账凭证 （复印件），发票上的产品

名称须与认定的产品名称一致 （若不一致须提供说明及证明材

料）；

（５）用户应用报告；

（６）获得四川省新材料首批次认定的企业，须提供认定有

效期内的四川省首批次研制与应用奖励资金下达文件 （复印

件）；

（７）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２．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２．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新材料产业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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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软件首版次市场化应用补助项目

３．１支持标准

经认定的市级 “首版次”软件，按照其项目产品开发支出

１０％的比例，给予研发企业总额不超过 ２５０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按照采购金额１０％的比例，给予用户单位总额不超过２５０万元的

一次性补贴。同时获得省、市两级 “首版次”认定且获得省级

奖励资金支持的软件产品，若省级奖励资金低于市级奖励标准，

按市级奖励标准扣除省级奖励资金额度后给予一次性补贴，各级

奖励资金累计总额不超过２５０万元。

３．２申报条件

（１）在成都市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

（２）产品获得四川省、成都市首版次软件认定的有效证明，

并在认定有效期内实现推广应用；

（３）单项首版次软件产品开发支出不低于１００万元；单项首

版次软件产品采购金额不低于１００万元；

（４）用户单位为研发企业认可的首次采购使用其软件产品

的单位，仅限一家。

３．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首版次软件产品研制／采购专项资金申报表》；

（２）产品获得四川省／成都市首版次软件认定证书 （复印

件）；

（３）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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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

（４）上年度首版次软件产品研制／采购的销售合同、销售清

单及发票、货款到账凭证 （复印件），购买保险保单及发票、货

款到账凭证 （如有请提供），发票上的产品名称须与认定的产品

名称一致；如若不一致，须单独说明；

（５）用户应用报告 （须用户单位盖章）；

（６）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３．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３．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软件产业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２５。

七、提升信息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二十五）第三方数据中心，工业云、互联网和大数据服务

平台使用互联网带宽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经认定，第三方数据中心按租用的互联网带宽每 Ｇｂｐｓ每年

２０万元、每个企业每年最高１００万元的标准给予数据中心运营方

补贴；工业云、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按每 １００Ｍｂｐｓ每年 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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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企业每年最高５０万元的标准给予服务平台运营方补贴。

２．申报条件

（１）第三方数据中心：在本市运营、达到一定规模 （机柜

设计规模在 ２００个以上）、且使用互联网带宽大于 １Ｇｂｐｓ（电信

企业和其他单位自用的数据中心除外）；

（２）服务平台：在本市运营、达到一定规模 （服务企业达

到５０个以上、或服务个人达到１００００个以上、或使用机柜超过５

个、或使用云服务主机超过 ３０台），且使用互联网带宽超过

１００Ｍｂｐｓ。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重点数据中心和服务平台使用互联网带宽专项

资金补贴申报表》；

（２）达到相应规模且建成投用的证明材料；企业租赁互联

网宽带的合同复印件；企业支付互联网宽带费用的发票复印件；

（３）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

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４）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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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信委信息安全与基础设施管理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６３６５。

（二十六）国际直达数据专用通道建设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经认定，按每新建或每扩容 １Ｇｂｐｓ每次 ２０万元、每个企业

每年最高２００万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２．申报条件

电信运营企业新建或扩容国际直达数据专用通道 １Ｇｂｐｓ以

上。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重点数据中心和服务平台使用互联网带宽专项

资金补贴申报表》；

（２）国际直达数据专用通道建成投用的证明材料，工业和

信息化部或电信运营企业集团公司相关批复材料复印件；

（３）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

（４）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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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信息安全与基础设施管理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６３６５。

（二十七）针对产业园区的互联网带宽专项优惠套餐补助项

目

１．支持标准

经认定，电信运营企业针对产业园区的互联网带宽等专项优

惠套餐年度综合优惠达到 １００万元、３００万元、５００万元的，分

别给予电信运营企业 ２０万元、６０万元、１００万元的补助，每个

企业每年最高补助３００万元。

２．申报条件

电信运营企业以产业园区为单位、为本市产业园区内企业提

供优惠套餐资费，年度综合优惠达到１００万元及以上。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重点数据中心和服务平台使用互联网带宽专项

资金补助申报表》；

（２）针对产业园区的互联网带宽专项优惠套餐证明材料

（分园区说明套餐设计、优惠实施和综合优惠情况，及相关合同

复印件）；

（３）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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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信息安全与基础设施管理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６３６５。

八、推进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

（二十八）工业大数据加速器发展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统计周期内建成或投入运营项目，按照周期内项目投资额或

运营费用的３０％给予最低 １０万元，最高 ３００万元的补助。项目

投入包括硬件、软件研发投入 （含系统设计、软件开发、硬件开

发、系统集成、技术服务、系统软件及工具软件购置、外购或委

托他人开发的软件费用）和研发、运营人力投入 （含工资、社

保、公积金，不超过项目总投入的３０％）

２．申报条件

（１）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行

业组织；

（２）围绕数据资源搭建平台并落地在我市，投入在１００万元

以上，由非政府资金建设且已投入运营，主动采集、加工、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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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政务、互联网、物联网等多源异构

数据，并通过数据整合，面向行业大数据创新应用提供专业大数

据服务而形成的产业加速器。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大数据产业加速器发展补助专项资金申报表》；

（２）项目实施方案 （应包括建设目标、行业需求分析、建

设内容、系统设计、人员和进度安排、验收报告、效益评估等）；

（３）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注：行业组织提供法人登记证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４）企业或行业组织近两年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 （经四川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报备）；

（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明细表；

（６）项目执行期内企业或行业组织对该项目的投入证明材

料 （含发票、合同、银行转账凭证、与该项目相关的人力资源投

入及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

（７）其他材料 （含企业或行业组织参与国家／省／市级项目

情况、品牌知名度证明文件、资质、发明专利情况、企业信用证

明等）。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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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５８１８。

九、促进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二十九）建设运营工业云、工业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制

造业 “双创”等面向制造业的云平台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按照项目建设 （运营）投入的２０％给予最低 １０万元，最高

３００万元支持。项目建设 （运营）投入包括硬件、软件研发投入

（含系统设计、软件开发、硬件开发、系统集成、技术服务、系

统软件及工具软件购置、外购或委托他人开发的软件费用）和研

发、运营人力投入 （含工资、社保、公积金，不超过项目总投入

的３０％）。

２．申报条件

（１）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２）平台落地在我市，且投入在１００万元以上，具有一定数

量的活跃用户，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

管理、测试验证、供应链协同等资源聚合和共享，具备生产设备

感知与远程诊断维护、网络化控制、工业大数据动态监控、预测

预警等功能的工业云、工业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制造业 “双

创”等云平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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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项目应具备较成熟的盈利模式和示范推广作用。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制造业云平台项目补助资金申请表》；

（２）项目建设与运营方案；

（３）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

（４）项目执行期内企业对该项目的投入证明材料 （含发票、

合同、银行转账凭证、与该项目相关的人力资源投入及其他证明

材料）复印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３９７５。

（三十）支持智慧园区建设奖励项目

１．支持标准

经认定的智慧园区给予２００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２．申报条件

获批的智慧园区的产业园区、产业新城管理运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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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智慧园区示范项目奖励资金申请表》；

（２）园区管理机构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

证或三证合一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非

企业的，提供法人登记证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３）省经信委、或市经信委对智慧园区的批复文件 （复印

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３９７５。

（三十一）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制造 （两化融合）示范项目建

设补助项目

１．支持企业开展两化融合示范项目建设补助项目

１．１支持标准

按项目软件、硬件等信息化投入及工业机器人、数控车床、

自动化生产线等设备投入的１５％给予最高５００万元支持。鼓励企

业采用我市企业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对采用我市企业产品、服务

超过５０％的，按项目投入的２０％给予最高５００万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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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申报条件

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制造业企业实施

的，投入达到３００万元以上的，实现智能排产与调度、物料智能

识别与跟踪、多机器协同作业与检测、装配过程信息自动采集、

生产作业实时管控等要素的数字化车间项目，实现产品全要素设

计与工艺仿真、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感知、基于工业物联网的

实时智能管控、ＥＲＰ／ＰＬＭ／ＭＥＳ／ＳＣＡＤＡ等系统纵向集成、面向信

息物理融合的工厂全流程网络化制造等要素的智能工厂项目。项

目应具备两化融合典型示范作用。

１．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两化融合示范补助项目资金申请表》；

（２）项目建设方案；

（３）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

（４）项目执行期内企业对该项目的投入证明材料 （含发票、

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

１．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１．５政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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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３９７５。

２．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和智能化改造项目

２．１支持标准

对采用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智能仪器仪表、智能化

控制系统、自动化成套生产线等智能装备和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

案，实施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和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的企业，

按项目投入的１５％给予资金支持；购置本地企业生产的智能装备

产品超过５０％的，再增加项目投入５％的资金支持。单个项目补

助最高不超过５００万元。

２．２申报条件

项目实施在我市，项目承担单位需在我市登记注册、依法纳

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是央属、省属及其他大型企业集团在

我市依法纳税的非独立法人机构和科研单位。

申报项目符合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发展方

向和支持重点。实施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和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

工厂投入资金在 ３００万 （含 ３００万元）以上，且已经完工达效。

项目在本行业具有可复制性和一定的示范应用价值。

２．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和智能化改造项目补助资金

申请表》；

（２）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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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

（３）项目建设 （实施）方案；

（４）项目执行期内企业对该项目的投入证明材料 （含发票、

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

２．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２．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智能制造产业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５８２４。

（三十二）支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奖励项目

１．支持标准

对纳入国家、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的给予最高

１０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实现达标的企业给予最高 ２０万元的一

次性奖励；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两化融合咨询、培训等专业化服

务，对纳入国家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第三方贯标服务机构的，

给予最高２０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成为认定服务机构的，给予

最高５０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２．申报条件

经过工业和信息化部 （或授权机构）、省经信委批复的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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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 （或授权机构）

批复的达标企业、咨询服务机构和认定服务机构。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奖励资金申请表》；

（２）工业和信息化部 （或授权机构）、省经信委、市经信委

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达标企业、咨询服务机构、

认定服务机构的批复文件 （复印件）；

（３）企业或社会机构的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

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非企业的，提供法人登记证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３９７５。

（三十三）互联网 ＋重点示范应用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按照项目统计周期内投入的 ２０％给予最高 ３００万元的补助。

项目投入包括硬件、软件研发投入 （含系统设计、软件开发、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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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发、系统集成、技术服务、系统软件及工具软件购置、外购

或委托他人开发的软件费用）和研发、运营人力投入 （含工资、

社保、公积金，不超过项目总投入的２０％）。

２．申报条件

（１）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行

业组织；

（２）项目投入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由非政府资金建设且已投入

运营，体现技术创新性，并可形成行业或区域性应用示范推广作

用，且具有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和可复制性；

（３）重点支持互联网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食品饮料、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节能环保、新材

料、新能源，以及游戏娱乐、金融保险、现代物流、电信服务等

行业领域的创新示范应用；

（４）优先支持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

技术在带动传统业态与关联产业融合创新方面的示范应用。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互联网 ＋重点示范应用补助项目专项资金申报

表；

（２）项目实施方案 （应包括建设目标、行业需求分析、建

设内容、系统设计、人员和进度安排、验收报告、效益评估等）；

（３）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

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行业组织提供法

— 48 —



人登记证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４）企业或行业组织近两年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 （经四川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报备）；

（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明细表；

（６）项目执行期内企业或行业组织对该项目的投入证明材

料 （含发票、合同、银行转账凭证、与该项目相关的人力资源投

入及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

（７）其他材料 （含企业或行业组织参与国家／省／市级项目

情况、品牌知名度证明文件、资质、发明专利情况、信用证明

等）。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５８１８。

（三十四）支持移动互联网示范应用项目

１．支持标准

重点支持移动通信核心技术及重点产品的研发生产、移动智

能终端核心技术及重点产品的研发生产、数字娱乐与媒体类应

用、支付及移动电子商务类应用、移动互联网 ＋应用、产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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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等，按项目投入的 ５％给予资金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最

高不超过１００万元。

２．申报条件

在我市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研发的具有广

阔市场前景的移动通信产品或移动智能终端产品、或具有较强市

场竞争力的移动互联网产品 （年服务企业超过１００个以上、或年

服务个人超过５００００个以上、或年收入超过１０００万元以上，商业

模式较为成熟）、或服务移动互联网产业效果明显的公共服务平

台。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移动互联网示范应用项目补助资金申请表》；

（２）项目实施方案及应用推广情况报告；

（３）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

（４）项目执行期间企业对该项目的投入证明材料 （含发票、

合同、银行转账凭证、与该项目相关的人力资源投入及其他证明

材料）复印件。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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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移动互联网产业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３９７０。

（三十五）支持物联网示范应用项目

１．支持标准

按项目投入的５％给予资金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最高不

超过１００万元。

２．申报条件

推动部署低功耗广覆盖物联网，建设公共接入平台。由非政

府资金建设，在工业制造、农业生产、环保水务、食药安全、商

贸物流、交通能源、政务民生、教育医疗等领域实施的物联网产

品研发、生产制造、系统集成和应用服务项目。重点支持使用本

地物联网芯片、智能网关、智能传感器及其他智能设备的，采用

ＮＢ－ＩＯＴ接入标准的，具有盈利模式和一定可复制性的项目。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物联网示范应用项目补助资金申请表》；

（２）项目实施方案；

（３）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

（４）项目执行期间企业对该项目的投入证明材料 （含发票、

合同、银行转账凭证、与该项目相关的人力资源投入及其他证明

— 51 — 



材料）复印件。

４．申报材料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通用电子产业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３７，６１８８１６０９。

十、促进产业链垂直整合

（三十六）鼓励企业间协作配套资金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我市上一年度相互采购产品 （服务）采购额达到５００万元以

上且无关联关系的，给予采购方采购额的 ５％的奖励，采购方单

户企业最高１００万元；

其他法人单位采购我市企业产品 （服务）的，给予采购方

采购额的１％的奖励，采购方单户企业最高１００万元。

申报奖励的增值税抵扣发票只能申报我市一个项目，不能重

复申报。

２．申报条件

（１）我市企业采购无资产关联的企业的产品 （服务）金额

达到５００万元以上；

（２）其他法人单位采购我市中无资产关联企业的产品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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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达到２０００万元以上。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鼓励企业间协作配套资金补助项目申报表》；

（２）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非企业提供法人登记证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３）产品 （服务）采购合同复印件；

（４）申报采购产品的增值税抵扣发票清单 （按开票时间顺

序统计供货单位名称 （开票单位）、发票代码、发票号、采购产

品名称、开票日期、不含增值税金额、增值税额、价税合计金

额；

（５）供货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供货方加盖公章）；

（６）供需双方无关联承诺书 （双方盖章）；

（７）申报企业对材料真实性的承诺书 （由法人签名并盖法

人公章）；

（８）经第三方审计的年度企业财务报告 （以备审计查阅，

不列入申报资料装订）。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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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信委产业协作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３９６１。

（三十七）节能改造奖励项目

１．支持标准

１．１对企 （事）业单位实施的节能改造项目进行资金奖励。

（１）工业企业。对工业企业实施的节能量１００吨标准煤以上

２００吨标准煤以内 （含 ２００吨）的节能改造项目给予 １０万元奖

励；对节能量超过２００吨标准煤的项目，节能量每增加１００吨标

准煤，再给予５万元奖励。单个项目奖励最高不超过２００万元；

（２）非工业单位。对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企 （事）业单

位实施的节能量５０吨标准煤以上１００吨标准煤以内 （含１００吨）

的节能改造项目给予 １０万元奖励；对节能量超过 １００吨标准煤

的项目，节能量每增加 ５０吨标准煤，再给予 ５万元奖励。单个

项目奖励最高不超过２００万元。

１．２对首次获得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重点用能企业，

一次性给予１５万元奖励。

２．申报条件

１．１节能改造项目申报条件为：在成都市登记注册，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企 （事）业单位；近两年备案且已竣工的节能

改造项目。

１．２能源管理体系认证项目申报条件为：纳入我市重点用

能企业管理，按照国家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开展能源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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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且首次获得由国家认监委公布的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机构颁发

的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企 （事）业单位。

３．申报材料

１．１节能改造项目申报材料为：

（１） 《成都市企 （事）业节能改造项目奖励专项资金申请

表》；

（２）项目备案 （核准或审批）文件 （复印件）；

（３）项目竣工报告；

（４）企 （事）业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或三证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 （事）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 （复印件）；

（５）项目执行期间企业对该项目的投入证明材料 （含发票、

合同及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

（６）年节能量在 ３０００吨标准煤以上的项目需提供可行性研

究报告；

（７）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１．２能源管理体系认证项目申报材料为：

（１）《成都市企 （事）业能源管理体系认证项目专项资金申

请表》；

（２）企 （事）业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或三证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 （事）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 （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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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４）能源管理体系建设证明材料；

（５）获得认证证书后，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运行证明材料及

运行三个月以上的能源报表。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环境与资源综合利用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００。

（三十八）淘汰落后产能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按企业淘汰设备评估价值 （设备评

估须由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的２０％给予最高２００万元的一次

性补助。

２．申报条件

列入省、市政府淘汰落后产能年度目标任务及计划，并经县

级 （含）以上相关部门组织验收 （鉴定）已拆除落后产能主体

设备的企业。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淘汰落后产能补助专项资金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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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成都市淘汰落后产能任务 （计划）验收意见表）；

（３）企业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

合一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

件）、生产许可证 （复印件）；

（４）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设备清单；

（５）企业落后产能设备拆除前、中、后期照片 （复印件）；

（６）企业落后产能设备拆除合同或废品处理合同 （复印

件）；

（７）企业停产以及主体设备拆除申请；

（８）企业落后产能主体设备拆除和处置过程中，所在地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出具的监管证明；

（９）企业落后产能设备和生产线评估报告。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环境与资源综合利用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６２２７。

十一、拓宽企业 “走出去”渠道

（三十九）建设境外产业合作园区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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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申报条件且审核合格的企业和境外工业园区项目，按照

单个项目１００万元／年的标准，给予投资企业 （联合投资按持股

或投资比例予以支持）最长３年的补助支持，且每年补助均应满

足申报条件要求。

２．申报条件

（１）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工业

和信息化企业；

（２）申报企业在境外投资 （含企业联合投资）工业园区，

控股达到５１％以上，园区已建成厂房面积２万平方米以上，入驻

工业企业并投入生产的不少于 １０家，且成都工业和信息化控股

的园区企业不少于３家；

（３）申报企业已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核准或备案，并在项目

所在地国家 （或地区）依法注册或办理合法手续；

（４）近五年来无违法违规行为，未拖欠应缴的税款；

以上条件需同时满足。

３．申报材料

申报企业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二份，所有凭证需加盖企业鲜

章：

（１）《建设境外产业合作园区补助资金申报表》；

（２）企业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

证合一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３）申报企业赴境外投资的相关资质证书，如 《企业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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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证书》、《企业境外机构证书》等；

（４）境外属地政府对园区的相关规划评审或核准文件、境

外园区项目投资协议、征地建设有关票据、银行汇兑等有关凭

证；

（５）境外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６）申报企业投资境外工业园区的股权证明材料、境外注

册登记证明材料等；

（７）入驻园区的成都工业和信息化企业购买或租用园区厂

房的有关材料，如合同协议、当地工商注册资料、费用凭证、图

片视频资料等；

（８）已建成厂房的有关材料，如当地的确权凭证、验收合

格证明、图片视频材料等；

（９）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１０）证明申报项目真实性的其它材料。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产业协作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３９６３。

（四十）成都市企业新设境外企业补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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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支持标准

（１）符合申报条件且审核合格的企业，境外单个项目投资

额在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含）—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之间的，给予５０

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补助支持；

（２）符合申报条件且审核合格的企业，境外单个项目投资

额在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含）—１亿元人民币的，给予１００万元人

民币的一次性补助支持；

（３）符合申报条件且审核合格的企业，境外单个项目投资

额１亿元人民币 （含）以上的，给予１００万元人民币／年，最长３

年的补助支持。

２．申报条件

（１）在成都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工

业和信息化企业；

（２）申报企业已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核准或备案，并在境外

依法注册成立新的生产型企业，总投资额达 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以

上 （汇率以申报通知当日汇率为准）、持股达５１％以上，且境外

新企业正式投产的；

（３）近五年来无违法违规行为，未拖欠应缴的税款。

以上条件需同时满足。

３．申报材料

申报企业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二份，所有凭证需加盖企业鲜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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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成都市企业新设境外企业补助资金申报表》；

（２）企业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

证合一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３）申报企业赴境外投资的相关资质证书，如 《企业境外

投资证书》、《企业境外机构证书》等；

（４）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５）项目投资协议、征地建设有关票据、银行汇兑等有关

凭证；

（６）新注册成立的境外企业的股权证明材料、当地工商注

册登记证明材料等；

（７）证明境外新企业正式投产的有关材料，如当地纳税凭

证等；

（８）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９）证明申报项目真实性的其它材料。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产业协作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３９６３。

（四十一）鼓励企业拓展销售渠道补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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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支持标准

（１）按照展位面积给予２万元／９平方米 （标准展位）补助；

单户企业每次参展补贴不超过 ５０万元，全年补贴不超过 １００万

元；

（２）我市工业和信息化商 （协）会组织企业赴境外参展参

会的，按照组织参展企业 １万元／家，参会企业 ０．５万元／家，

给予单个商 （协）会最高 １００万元／次的组织费用补贴，全年补

贴不超过２００万元。

２．申报条件

（１）我市企业参加境外专业展会和知名展会 （具体展会名

单在申报通知中明确）；

（２）商 （协）会需组织１０家以上我市企业参加；参加企业

须为展会主题相关行业企业，且参展企业和参会企业比例不得小

于１：３。

３．申报材料

企业申报：

（１）《鼓励企业拓展销售渠道补助项目申报表》；

（２）企业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

证合一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３）企业与展会组委会 （或组委会指定的代理机构）签订

的展位租用协议、银行转账回单以及组委会 （或其代理机构）

开具的展位费发票 （复印件）、展位确认函等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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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参展企业派出员工名单、派出人员出入境证明材料、

派出人员与派出企业社保缴纳证明 （需包含护照资料页、签证页

和出入境验讫章复印件）；

（５）参展绩效报告；

（６）参展人员在企业展位前的合影等图像、视频资料；

（７）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法人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８）其他证明活动真实性需增补的材料。

商 （协）会申报：

（１）《鼓励企业拓展销售渠道补助项目申报表》；

（２）商 （协）会的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

证或三证合一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３）参加活动企业的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

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证 （复印件）；

（４）活动实施情况报告、活动绩效报告 （含参加活动企业

的绩效自评说明、订单情况等）、实际参展参会企业名单；

（５）参加活动企业派出员工名单、派出人员出入境证明材

料、派出人员与派出企业社保缴纳证明 （需包含护照资料页、签

证页和出入境验讫章复印件）；

（６）商 （协）会、参加活动企业与展会组委会 （或组委会

指定的代理机构）签订的展位租用协议、银行转账回单以及组委

会 （或其代理机构）开具的展位费发票 （复印件）、展位确认函

等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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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商 （协）会和参展人员在其展位前的合影 （需包含楣

板和公司名称），团队集体合影 （需包含本届展会全体背板），

参展视频等图像证明材料；

（８）商 （协）会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９）其他证明活动真实性需增补的材料。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产业协作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３９６３。

（四十二）支持企业融入全球产业核心供应链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我市企业向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提供产品、加工和服务，年度配

套额达到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按照配套额的２％给予单户企业

最高不超过１００万元补助。

２．申报条件

我市企业向无关联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提供产品、加工和服务，

年度配套额达到 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以外币结算的按申报通知当

日汇率换算）以上。

３．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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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支持企业融入全球产业核心供应链补助项目资金申报

表》；

（２）企业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

证合一证 （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３）产品、加工、服务采购合同复印件；

（４）为世界５００强国内企业提供产品、加工和服务的企业，

需提供增值税抵扣发票清单 （按开票时间顺序统计供货单位名称

（开票单位）、发票代码、发票号、采购产品名称、开票日期、

不含增值税金额、增值税额、价税合计金额；

（５）为世界５００强境外企业提供产品、加工和服务的企业，

需提供发票 （或交易凭证）、银行交易凭证、海关报关清单等证

明交易真实性材料；

（６）经第三方审计的 ２０１７年度企业财务报告 （以备审计查

阅，不列入申报资料装订）；

（７）其他证明交易真实性需增补的材料；

（８）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９）非关联企业承诺书。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 65 — 



市经信委产业协作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３９６３

十二、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服务能力建设

（四十三）成都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成长工程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固定资产项目、信息化项目分别按实际投资额不超过１０％的

比例给予最高１００万元补助，管理咨询项目按照实际投资额不超

过５０％比例给予最高３０万元补助。

同一企业只能申报其中一个项目；中小企业为融入龙头企业

供应链而实施的固定资产项目，按实际投资额不超过１２％的比例

给予最高１２０万元补助。

２．申报条件

全市微型企业和纳入年度成长工程培育计划的中小企业 （包

括小巨人、成长型、拟上规企业）。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中小 （微型）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 （成长

工程项目）》；

（２）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

（３）项目补助申请报告；

（４）项目资金支出凭证汇总明细表；

（５）项目投入发票、付款凭证 （扫描电子版）。

４．申报时间

— 66 —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企业服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５８４０。

（四十四）成都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小企业创业基

地、服务型制造平台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支持为我市产业发展提供服务的成都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小企业创业基地实施的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和服务活动，按实

际投资金额不超过３０％给予最高２００万元的补助；支持引进建设

服务型制造平台，按平台上年度实际固定资产及软件投入的３０％

给予最高不超过１００万元的补助。

２．申报条件

经认定的成都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小企业创业基地；

国家、省、市服务型制造平台称号的服务型制造平台。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小企业创业基地项目

专项资金申报表》 《成都市服务型制造平台补助专项资金申报

表》；

（２）项目补助申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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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项目支出凭证汇总明细表。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平台、基地：

市经信委企业服务处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１５

服务型制造平台：

市经信委工业创意与设计处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５８７

（四十五）支持企业融资贴息项目

１．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实际支付利息中按中国人民银行

当期基准利率计算利息金额不高于５０％的比例给予贴息，单户企

业最高不超过８０万元。

２．申报条件

支持对象在成都市中小企业培育名单或省中小企业培育名单

内，并满足下列条件：

（１）在成都市域内注册或地税解缴关系在市内。

（２）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具有从业资格的财务管理人

员，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

（３）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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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企业近两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企业主要负责人无违法违纪行为。

（５）取得期限一年 （含）以上、金额在 １５０万元 （含）以

上的融资借款 （含银行贷款、票据贴现、融资租赁）的中小微

企业。

３．申报材料

（１）《成都市中小微企业融资贴息项目资金申报书》；

（２）《成都市中小微企业融资贴息项目资金申报汇总表》；

（３）营业执照及地税解缴回执单复印件；

（４）企业财务三表；

（５）企业承诺书 （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有从业资格的

财务管理人员，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近两年未发生重大安

全生产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主要负责人无违法违纪行为，企业

盖章并经法人签字）；

（６）企业已经取得的期限一年以上的融资借款相关证明材

料 （含银行贷款、票据贴现、融资租赁，要求和 《汇总表》一

一对应）；

（７）真实性声明。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 69 —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企业服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０４。

（四十六）支持担保机构担保代偿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对担保机构形成的我市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代偿，按不超过

１５％给予补助。单个机构最高限额不超过３００万元。

２．申报条件

担保机构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１）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公司开展担保业务２年以上，实收

资本在８０００万元以上，为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提供的贷款担保

责任额占其机构担保责任总额的７０％以上；

（２）内部管理制度健全，运作规范，按规定提取、管理和

使用各项准备金，纳入市经信委担保项目库并及时报送相关信

息，无违规失信记录；

（３）新增担保业务总额达平均净资产２倍以上，或新增中小

企业担保业务总额１５亿元 （含）以上，平均年担保费率不超过

３％，信用等级在 Ａ－级以上；

（４）已履约代偿了中小微企业贷款担保业务，同时扣除反

担保物变现额和代偿回收额；

（５）申报当年发生担保业务书面证明材料。

３．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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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成都市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申报表》；

（２）担保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税务登记证、有

效期内的信用等级证书；

（３）担保公司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

表、利润表、担保余额变动表，包括报告附注）；

（４）经合作银行盖章的中小微企业贷款担保业务明细表；

（５）年度中小微企业贷款担保代偿统计表；所代偿企业营

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担保合同及代偿履行凭证。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企业服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１６０４。

（四十七）小微企业生产运营场地租金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企业租用成都市小企业创业基地内生产经营场地费用，按照

实际支出不超过 ５０％的标准，最低 １万元，最高 ３０万元进行补

助。

２．申报条件

近三年内在成都市域内登记注册的小微型企业，入驻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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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创业基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３．申报材料

（１）《小微企业生产运营场地租金补助项目申报表》；

（２）小微企业认定证明 （所属地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出具）；

（３）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复印件）；

（４）企业租赁生产经营场地合同、租赁费用发票 （复印

件）；

（５）相关部门出具的近两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

环境污染事故的证明。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企业服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８７６９。

（四十八）中小企业培训补助项目

１．支持标准

围绕产业发展开展的中小企业素质提升短期培训，按照每期

最高１５０元／人的标准对培训机构给予补贴。

２．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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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小企业创业基地运营单位，

市级商 （协）会类机构，区 （市）县工信部门认定的服务机构。

３．申报材料

（１）培训服务项目补助申请汇总表；

（２）培训通知；

（３）培训签到表；

（４）培训现场照片；

（５）每期培训课件；

（６）真实性承诺。

４．申报时间

每年２月底前，由各区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信委和市财

政局。

５．政策咨询

市经信委企业服务处

联系电话：６１８８８７６９。

十三、其它

（一）本申报指南所述 “申报材料”是指申报政策扶持所需

提供的基本材料，申报时政策主管部门可在申报受理通知中要求

申报单位 （企业）提供其他必要的申报材料；复印件均须加盖

申报单位 （企业）公章，各区 （市）县对上报项目申报资料的

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申报材料的原件在项目审核、审计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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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申报指南所述 “申报时间”的具体时间截点由市经信委

会同市财政局商定，另行通知。

（二）本申报指南所述 “支持标准”与我市其他相关政策不

一致的，按照本申报指南执行；同一项目不能重复享受同类政策

补助 （奖励），可就高享受最高补助 （奖励）政策；补助类项目

投入金额不含增值税 （进项税）。

（三）除中小企业和补差类项目外，其余项目补助 （奖励）

资金低于１０万元 （不含）以下不纳入补助 （奖励）范围；

（四）本申报指南具体操作方式，每年初由市经信委会同市

财政局联合印发政策性项目申报通知，符合政策条件的项目均在

市经信委的政府门户网站上公示 （不少于 ３个工作日），可通过

（网址：，ｗｗｗ．ｃｄｇｙ．ｇｏｖ．ｃｎ）下载通知，查询结果；

（五）本申报指南由市经信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自发

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

附件：《贯彻 〈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

市产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项目申报指南》

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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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项目申报指南》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咨询处室 联系电话 

1 
加强高端人

才激励 
1 

年收入 50 万元以上人员补

助项目 
党政工作处 61881623 

2 

支持产学研

协同创新平

台建设 

2 企业创新能力奖励项目 
企业服务处         

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61881574 
61881587 

3 
成都市制造业创新示范中

心建设补助项目 
产业生态规划处 61881597 

4 
支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奖励项目 
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61881587 

5 
工业设计中心自身能力建

设补助项目 
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61881587 

6 工业设计大奖奖励项目 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61881587 

7 组织设计大赛奖励项目 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61881587 

8 
工业设计中心及示范园区

（基地）认定奖励项目 
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61881587 

3 
支持企业创

新创造 

9 
促进军民融合技术创新补

助项目 
军民融合推进处 61881613 

61881577 

10 技术改造补助项目 工业投资处 61881620 

11 
支持重大工业和信息化建

设补助项目 
工业投资处 61881618 

12 
大企业大集团培育奖励项

目 
企业服务处 61888769 

13 规模企业上台阶奖励项目 企业服务处 61888769 

14 企业上规奖励项目 企业服务处 61888769 

15 
支持企业自建 110 千伏及

以上专用变电站 
电力处 61885827 

16 
支持 110 千伏及以上公共

地下变电站建设 
电力处 61885827 

4 
促进科技成

果就地转化 
17 科技成果转化补助项目 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61881587 

5 

加强知识产

权运用和保

护 

18 
企业技术标准制（修）订奖

励项目 
企业服务处 61881574 

19 企业取得ITSS认证奖励项目 软件产业处 61881641 

6 
 

 
20 

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补

助项目 
园区服务处 6188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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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咨询处室 联系电话 

 

 

 

 

大力促进产

融结合 

21 
工业园区投资新建（改造）

三层及以上厂房 
园区服务处 61881619 

22 支持工业园区升级 园区服务处 61881619 

23 
吸引创业风险投资（战略性

新兴产业方向）补助项目 
企业服务处 61881604 

24 
重大装备首台（套）、新材料首批次、软件首版次市场化应用补助

项目 

24.1 重大装备首台（套）补助项目 
航空航天产业处     

 

61881612 

 

24.2 
新材料首批次市场化应用

补助项目 
新材料产业处 61881644 

24.3 
软件首版次市场化应用补

助项目 
软件产业处 61881625 

7 

提升信息基

础设施保障

能力 

25 

第三方数据中心，工业云、

互联网和大数据服务平台

使用互联网带宽补助项目 

信息安全与基础设施管

理处 
61886365 

26 
国际直达数据专用通道建

设补助项目 

信息安全与基础设施管

理处 
61886365 

27 
针对产业园区的互联网带

宽专项优惠套餐补助项目 

信息安全与基础设施管

理处 
61886365 

8 
推进数据资源

的开发利用 
28 

工业大数据加速器发展补

助项目 
信息化推进处 61885818 

9 

促进互联网

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发

展 

29 

建设运营工业云、工业大数

据、工业互联网、制造业“双

创”等面向制造业的云平台

补助项目 

信息化推进处 61883975 

30 
支持智慧园区建设奖励项

目 
信息化推进处 61883975 

31 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制造（两化融合）示范项目建设补助项目 

31.1 
支持企业开展两化融合示

范项目建设补助项目 
信息化推进处 61883975 

31.2 
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和智能化改造项目。
智能制造产业处 61885824 

32 
支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

标试点奖励项目 
信息化推进处 61883975 

33 
互联网+重点示范应用补助

项目 
信息化推进处 61885818 

34 
支持移动互联网示范应用

项目 
移动互联网产业处 6188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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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咨询处室 联系电话 

35 支持物联网示范应用项目 通用电子产业处 
61881637 

61881609 

10 
促进产业链

垂直整合 

36 
鼓励企业间协作配套资金

补助项目 
产业协作处 61883961 

37 节能改造奖励项目 环境与资源综合利用处 61881600 

38 淘汰落后产能补助项目 环境与资源综合利用处 61886227 

11 

拓宽企业“走

出去” 

渠道 

39 
建设境外产业合作园区补

助项目 
产业协作处 61883963 

40 
成都市企业新设境外企业

补助项目 
产业协作处 61883963 

41 
鼓励企业拓展销售渠道补

助项目 
产业协作处 61883963 

42 
支持企业融入全球产业核

心供应链补助项目 
产业协作处 61883963 

12 

支持中小企

业创新创业

服务能力建

设 

43 
成都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成长工程补助项目 
企业服务处 61885840 

44 
成都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小企业创业基地、服务型制造平台

补助项目 

44.1 
成都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小企业创业基补助项目 
企业服务处 61881615 

44.2 
成都市服务型制造平台补

助项目 
工业创意与设计处 61881587 

45 支持企业融资贴息项目 企业服务处 61881604 

46 
支持担保机构担保代偿补

助项目 
企业服务处 61881604 

47 
小微企业生产运营场地租

金补助项目 
企业服务处 61888769 

48 中小企业培训补助项目 企业服务处 61888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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