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平台

企业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

大和省市党代会精神，全面落实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

和新经济发展大会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平台企业发展，根据市委

市政府《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业

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成委发〔2017〕23 号）、《关于

营造新生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意见》（成委发〔2017〕32

号），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促进初创型平台企业加快发展

（一）支持企业开展平台研发。对开展平台功能完善升级的

企业，按照研发实际投入的 30%，择优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一次

性补助。（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二）支持企业品牌营销推广。对开展产品和品牌市场营销

推广的企业，按照营销推广实际投入的 30%，择优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补助。（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三）支持企业对外融资发展。对获得私募股权投资、创业

投资机构投资的企业，按照年度实际到位投资额的 8%，择优给

予最高 100 万元的奖励。对新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

企业，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补助。（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科

技局）

二、促进成长型平台企业提升发展

（四）支持企业拓展国内市场。对在省外国内开设线下体验

店（须在 3 个及以上的省份建设 5 个及以上线下体验店）的企业，

按照实际投入的房租费、装修费、运营推广费（人工成本除外）

的 30%，择优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在省内开设的

线下体验店的企业（须建设 10 个及以上线下体验店），按照实

际投入的房租费、装修费、运营推广费（人工成本除外）的 30%，

择优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五）支持企业积极参会参展。对参加省外国内市级以上（含

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举办的展会活动的企业，按照展位费、装修

费实际投入的 50%，择优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补助。（责任单位：



市商务委）（六）支持企业对外融资发展。对获得私募股权投资、

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企业，按照年度实际到位投资额的 5%，择

优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奖励。对新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的企业，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补助。（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市科技局）

三、促进规模型平台企业壮大发展

（七）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对首次被评为世界 500 强的企业，

给予一次性 2000 万元奖励；对首次被评为中国 500 强的企业，

给予一次性 1000 万元奖励；对首次被评为民营企业 500 强、服

务业 500 强和新经济 500 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 300 万元奖励。

对在境内外主要证券市场首发上市融资的企业，给予最高 500 万

元奖励。对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发债融资的企业，给予最

高 100 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金融工作局）

（八）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对开设海外仓及线下体验店的

企业，按照实际投入的 50%，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补助；对参加

境外知名的展销会、投资推介会的企业，分别给予最高 50 万元/

次、100 万元/次的补助。对建设 O2O 跨境电商消费体验中心、

进口商品直销中心、进口商品体验中心、出口商品集散中心的企

业，按照实际投入的 30%，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补助。对在蓉举



办线上线下一体的大型国际行业博览会的企业，按照实际投入的

30%，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补助。（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九）支持企业开放数据服务。支持企业建设面向行业应用

的数据资源库和专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对公共数据和行业数据进

行采集、整合、清洗、加工，对外开放数据并提供数据服务，形

成以数据平台为核心的产业加速器，聚合产业链企业。对重点加

速器按投资额的 30%一次性给予最高 300 万元的补贴，每年按照

运营费用的 20%给予最高 100 万元补贴。对打造全国性或区域性

的大宗商品交易指数发布中心、商品交易数据中心、结汇中心、

行业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等功能平台的企业，按照实际投入的

30%，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奖励。（责任单位：市经信委、市商

务委）

（十）支持企业开展金融服务。对自主或联合金融机构、社

会资本、财政资金等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面向产业链企业、

创业团队、创新项目开展供应链融资、风险投资等业务的企业，

按照年度投向企业（注册地在成都）的实际投资额的 1%，给予

最高 300 万元的奖励。落实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税收政策，对公

司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

科技型企业满 2 年的，依法可以按照投资额的 70%在股权持有满



2 年的当年抵扣该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责任

单位：市商务委、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十一）支持企业共享专业服务。对开放共享人才智力、实

验平台、科研成果、专业设备等创新资源与生产能力，面向企业

提供基于物流仓储、研发设计、测试验证、行业资讯、人才培训

等专业化服务的企业，按照服务收入的 5%，给予最高 200 万元

的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四、促进平台企业创新发展

（十二）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对在蓉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市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开展科技成果工程化研究开发，最高给

予 50 万元补贴。支持企业建设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和制造业

创新中心，给予最高 300 万元支持。对符合标准的高新技术企业、

软件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支持，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经信委、市

发改委、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十三）支持企业模式创新。对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产

品，在全国、区域或行业形成领先性、示范性，获得国家相关部



委认定的示范企业，给予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

市商务委）

（十四）支持企业标准化建设。对主导制定与主营业务相关

联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按照完成成果发布

分别给予每一个标准 60 万元、40 万元、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围绕主营业务主导制定的团体标准的企业，按照完成成果发布

给予每一个标准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年度

累计获得该项支持资金不超过 200 万元。对获得中国质量奖、天

府质量奖和成都市市长质量奖的企业，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一次

性奖励；对获得中国质量提名奖、天府质量提名奖和成都市市长

质量提名奖的企业，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责任单

位：市商务委、市质监局）

（十五）支持企业提升经济贡献率。对营业收入达 500 万元

且同比增长达 20%，或平台交易额达 5000 万元且同比增长达

20%的初创型平台企业；对营业收入达 1亿元且同比增长达 20%，

或平台交易额达 10 亿元且同比增长达 20%的成长型平台企业；

对营业收入达 10 亿元且同比增长达 20%，或平台交易额达 100

亿元且同比增长达 20%的规模型平台企业，分别按照营业收入或

平台交易额增量部分的 1%、2%、3%，择优分别给予最高 100

万元、200 万元、300 万元的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五、促进平台企业集聚发展

（十六）支持引进大型平台企业。对新迁入的成长型平台企

业，给予 800 万元的一次性落户奖励；对规模型平台企业、成长

型平台企业新设立的功能总部，分别给予 500 万元、300 万元的

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十七）支持企业入驻重点园区。对入驻成都市重点产业园

（集聚区）且租用超甲级、甲级商务写字楼自用的新引进的平台

企业，自落户之日起连续 3 年给予租金补助，第 1 年补助年度租

金的 50%，第 2 年补助年度租金的 30%，第 3 年补助年度租金

的 20%，每年补助金额最高 300 万元。（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六、促进专业服务体系建设

（十八）支持搭建人才交流服务平台。对企业人才交流服务

平台，按照每年度实际投入的 50%，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补助，

连续补贴三年，三年后按照每年度服务收入的 5%，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奖励。按照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

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的通知》（成委办〔2017〕23

号）及其配套细则相关规定，对企业年收入 50 万元以上的高级

管理人才和核心技术人员，按其贡献给予不超过年度个人收入

5%的奖励；对企业新引进的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



才，3 年内给予每人最高 3000 元/月的安家补贴。（责任单位：

市商务委、市人社局、市人才办）

（十九）支持搭建投融资对接服务平台。对企业投融资对接

服务平台，按照每年度实际投入的 50%，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补

助，连续补贴三年。对投融资对接服务平台成功为企业（注册地

在成都）完成资本引入，按照企业年度实际到位投资额的 1%，

给予最高 300 万元的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二十）支持搭建信息资源交互服务平台。对企业信息资源

交互服务平台，按照每年度实际投入的 50%，给予最高 200 万元

的补助，连续补贴三年，三年后按照每年度服务收入的 5%，给

予最高 200 万元的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二十一）支持搭建行业公共服务平台。对企业行业公共服

务平台，按照每年度实际投入的 50%，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补助，

连续补贴三年，三年后按照每年度服务收入的 5%，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奖励。对平台企业信息数据库的建设运营，采用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给予支持。（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本实施意见支持对象为纳入成都市平台企业库的示范平台企业，

涉及人才、科技、金融、土地等未尽事宜按照成委发〔2017〕23

号文落实。对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实行“一企一策”。



本实施意见由市商务委会同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解释，共同加强

行业监管，督促企业加强自律、依法诚信经营。

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以后施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