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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亜市人民政府

美子印友三亜市促逃患部経済友展

暫行亦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政府立属各単位 :

《三工市促逃恙部4済友晨哲行亦法》己姿七届市委常委会

第 77次会洪和七届市政府第 28次 常券会洪常洪通辻,現 印友分

休佃,情遵照仇行。

(此件主功公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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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亜市促逃恵部径済友展暫行亦法

第一章 忠只1

第一条 力仝面貫御落実《中共中央 国券院美子支持海南仝

面深化改革升放的指早意見》(中友 〔2018〕 12号 )和 《海南省人

民政府亦公斤美子促逃恙部4済友展的工作意几》(球府亦

〔2018〕 37号 ),カロ快推逃自由貿易区 (港 )建浚,カロ快三工変済

劣杓特型升象和杓建現代化盗済体系,鼓励内外資企立わ国昧俎

鉄 (机杓 )在三工浚立恙部,カロ張各炎恙部楽集,促逃恙部4済

友晨,現第合三工共昧,制定本亦法。

第二条 本亦法所称恙部企立包括新落声恙部企立和現有恙

部企立。新落声恙部是指 2018年 1月 1日 (合 )以后在三工市没

立或it入三正市的跨国公司地区恙部、家合型 (区域型 )恙部、

高成長型恙部、国昧姐鉄 (机杓 )地区恙部。現有′こ部足指 2018

年 1月 1日 以前在三工市疱国内浚立ユ存象至今的跨国公司地区

恙部、家合型 (区域型)恙部、高成長型恙部、国際俎鉄 (机杓 )

地区恙部。

第二条 本か法造用子在三工市疱国内没立,工商注肝和税

券登泥地在三工市井取得海南省促逃恙部4済友晨咲席会決依据

《海南省恙部企立決定管理亦法》飯友決定江ギ的恙部企立。自

《海南省恙部企立決定管理亦法》出合后,海南省内恙部企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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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変更注冊地在三工市的,不幼入本亦法扶持対象,不 享受本扶

持政策。

第二章 政策支持条款

第四条 牙亦ネト助 姪初次決定的新落声跨国公司地区恙

部、宗合型 (区域型 )恙部、高成長型恙部実昧至1位注川資本在

5000万元以内的部分,接 1%分予ネト助;超お 000万元至2化元

的部分,接 2%分予ネト助;超せ 2化元的部分,接 3%分予ネト助,

恙部企止落声升亦ネト助資金累十最高不足迪2000万元。4初次汰

定的新落声国昧俎鉄 (机杓 )地区恙部分子ネト助 200万元。升赤

ネト助分五年支付,毎年支付 20%。

第五条 経菅貢献奨励

(― )基触テ敲実励

姪初次決定的新落声恙部企立,自 決定当年起 5年内按照毎

年対三工地方財力貢献 (不合企人所得税及均房地声4El美 的財カ

貢献,下 同)分予火励支持,前 3年接 70%分予火励支持,后 2

年接 40%分予火励。

多初次決定的現有恙部企立,自 決定当年起 5年内接照毎年

対三工地方財力貢献的不じヒ増量部分分予 60%火励支持。

(二 )上台除テ訳芙励

対決定力旅落立、現代服券立等第二声立的埜初次決定的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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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企立,享受本扶持政策期日,毎年実昧対三工地方財力貢献 2000

万元-4000万元,在享受基拙貢献火励基袖上,火励林准提高 3

企百分点;毎年美昧対三工地方財力貢献4000万元-8000万元,

在享受基拙貴献動 基拙上,火励林准提高 5今百分点;毎年実

昧対三工地方財力貢献8000万元以上,在享受基拙貢献火励基拙

上,火励林准提高 8企百分点。

対決定力高新技木声立等第二声立的盗初次決定的恙部企

立,享受本扶持IEX策期同,毎年実昧対三工地方財力貴献3000万

元-5000万元,在享受基拙貢献失励基袖上,失励林准提高 3企

百分点;毎年実膵対三正地方財力貢献 5000万元-10000万元,

在享受基拙貢献美励基拙上,火励林准提高 5企百分点;毎年実

昧対三正地方財力貢献 10000万元以上,在享受基拙貢献火励基

袖上,火励林准提高 8今百分点。

対決定力熱帯特色高残水立等第一声立的笙初次決定的恙部

企立,享受本扶持政策期同,毎年実昧対三工地方財力貢献 1000

万元-3000万元,在享受基拙貢献火励基拙上,火励林准提高 3

企百分′点;毎年実隔対三工地方財力貢献3000万元-5000万元,

在享受基拙貢献火励基拙上,笑励林准提高 5企百分点;毎年実

昧対三正地方財力貢献5000万元以上,在享受基拙貢献美励基拙

上,火励林准提高 8企百分点。

(二 )増量貪訳美励

笙初次決定的′も部企立自決定当年起 5年内逹紋 2年姪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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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対三正地方財力貢献呈増K且叱上年度増K率不低千 30%,

分予企立対三工地方財力貢献増量的 30%美励,増量火励毎年最

高不超也 000万元。

第六条 管理人員実励 対盗初次決定的恙部企並的高管、

決定力三工市高晨次人オ的′意部企立人員在前 5年中毎年根据其

対三工地方財力貢献分予失励,前 3年接 60%分予美励,后 2年

接 40%分予美励。

恙部企立享受三工市相美人オ服券政策,包括高晨次人オ落

声、医庁、子女教育、人事楷条管理、取称坪定、社会保障等。

第七条 亦公用房租房ネト貼 在三工市元自有声枚亦公用房

的,4初次決定的′も部企立租用商券写字楼用千自用亦公用房的,

自荻得決定姿格え日起根据亦公用房租賃合同金叡 (若実昧租賃

介格高子房屋租金市場指早介的,ス1接市場指早介十算租房ネト貼 )

分子租金ネト貼不超ホ 年,前 3年ネト貼年度租金的50%,后 2年

ネト貼年度租金的30%,毎年ネト貼金叡最高不超辻 120万元。

第八条 助房ネト貼 在三工市元自有声枚亦公用房的,4初
次決定的′も部企立自荻得決定姿格え日起 5年内殉畳恙部自用亦

公用房的,接照殉場合同金額 (若実昧殉共介格高子市場指早介

的,ス1接市場指早介汁算殉房ネト貼 )的 8%分予ネト貼,在其取得房

屋声枚近后分五年支付,毎年支付 200/。 ,累十ネト貼金額最高不超

辻2000万元。

殉房ネト貼、亦公用房租房ネト貼可以同時申清,但荻得的累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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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公用房ネト貼資金不超ミ最高一項ネト貼。享受ネトル期同,自 用亦

公用房不得対外出告、出租或改交用途,因特殊原因必須対外出

告、出租或茨交用途,恙部企立己頷取的赤公用房ネト貼資金泣予

退迩。

第九条 培育企立友展実励 対盗決定的恙部企立首次被坪

力世界企立500張的,分予一次性2000万元美励,首次被坪力中

国企立 500張 的,分予一次性 500万元火励,首次被坪力中国民

菅企立500張的,分子一次性 200万元笑励。

第十条 集衆区突励 対形成恙部4済集衆的国区近菅管理

机杓,根据国区内企並形成的三工地方財力貢献予以一定しヒ例失

励。

第十一条 録色服努 在市攻券中′む没立′ζ部企立緑色服券

省口,多決定的1感 部企立需要亦理行IEX常 批手象的,免決定文件

可享受仝程代亦わ仇先月民券。

第十二条 特男」支持 対新重点引逃対三工市姿済社会友晨

具有重大帯功作用的企立,可按 “一事一次"分子政策支持。

第二章 狙象実施

第十三条 建立三工市促逃恙部4済友晨咲席会決 (以 下筒

称 “咲席会")制度,銃箸仝市恙部4済友展工作,久責研究解決

工作推逃中的重大同題和重人事項。咲席会亦公室 (以下筒称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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咲席亦")浚在市商券会展局,承担咲席会洪日常工作。

第十四条 `も部企立政策党現流程:火ネト資金毎年申扱和常

核抜付一次。市咲席亦毎年負貴俎鉄IFA策党現工作,4決定的恙

部,需准各下夕1材料:

1.恙部企立決定申清表;

2.公司菅立仇照、納税IIE明 材料、法定代表人身分江、股末信

息近明、お姿扱告;

3.恙部承瑳提供全部材料真実性及逹反承瑳泣承担的法律責

任的承透函;

4.省咲席亦飯友的恙部決定近ギ;

5。 申清扶持群炎、叡度及相美江明材料;

6.主要股末或申清企立変常汁的上年度財券報告;

以上材料一式ム分,附屯子版光盈,扱送市咲席か。由市咲

席亦作出常核意見上扱咲席会政常決,常洪通辻后由市咲席亦負

責姐鉄実施。

第十五条 企立聰噛真実情況或提供虚仮材料荻得姿格決定

利火ネト的,除接照規定取消′も部企立姿格和冬止享受仇恵IEX策外,

貴今其退口火ネト所得,杵其列入市信用信
`息共享平合 “黒銘単"。

第十六条 享受本亦法支持政策的′意部企立須ギ面承透自享

受三工市′意部企立火ネト資金え日起,10年内工商注Fll地和税券登

泥地不辻高三工市,女口搬高或更茨的,泣仝叡退迩已接本方法享

受至1的火ネト資金。

-7-

一

　

　

　

　

・
”



第十七条 本亦法萄三工市其化同炎型仇恵支持政策,恙部

企立可接就高原只1申 清享受,但不得重夏享受。本亦法的扶持攻

策毎企
`こ
部企立最多享受 5年。

第十八条 恙部企立 (国昧俎鉄 (机杓 )地区恙部除タト)年

度荻得的市財政美ネト資金恙叡,最高不足ミ恙部企立当年対三工

地方財力貢献和対省鉄財力貴献省象火励三工部分的恙板,超せ  ‐

部分可劣紫至1享受政策年度期同内再相泣予以抜付。

第四章 附興J

第十九条 本亦法中所称 “以内"“不足址"“不低千"均合

本数,数値区同中的前一企不合本数、后一介合本数。

第二十条 本亦法由市商券会展局久責解粋。

第二十一条 《三工市培育促辻′意部4済友展暫行規定》(三

府 〔2011〕 131号 )和 《三工市促逃海棠湾恙部4済和現代服券並

友晨仇意政策暫行亦法》(三府 〔2013〕 140号 )自 本亦法施行え

曰起疲上。

第二十二条 本方法自飯友え日起施行。

抄送:市委亦,市人大亦,市政協か。

三正市人民政府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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