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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HD00-2020-0018

平湖市人民政府文件

平政发〔2020〕76 号

平湖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独山

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加快新业态新模式培育，促

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现代

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嘉政发〔2020〕6 号）文件精神，结

合我市实际，特制定如下政策意见。

一、鼓励楼宇经济发展

1.鼓励新建商务楼宇。对建筑面积在 2 万平方米以上、自持

物业在 70%以上且地下车库按配比要求建设，项目完成竣工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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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达到投资协议要求的，给予投资建设主体自持部分实际投资额

（含地下车库，不含土地出让金）4%、最高 300 万元奖励。奖励

分两次兑现，项目完成竣工核验后给予 50%的奖励；入驻率达到

50%以上且符合楼宇业态定位的，经认定再给予 50%的奖励。

2.鼓励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入驻。对入驻符合商务楼宇定位的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经认定，第一年按租金 20 元/平方米/月、建

筑面积 100 平方米的标准给予奖励（如实际租金、建筑面积低于

上述标准则按实计算，下同）。第二年企业综合贡献达到标准的，

按租金 25 元/平方米/月、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的标准给予房租

奖励。第三年企业综合贡献达到标准的，按租金 25 元/平方米/

月、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的标准再给予一年房租奖励。以上房租

奖励政策执行期限为自企业注册登记后的三个完整纳税年度。

3.鼓励总部企业入驻。对各类企业总部（全资或绝对控股公

司，分公司不少于 3家，市外公司不少于 2家），年度入库税收

不少于 500 万元，实缴资本 3000 万元及以上或年度净资产 6000

万元及以上或年营业收入 1亿元及以上的，经认定后，三年内市

级地方留存部分通过专项体制结算给企业所在镇街道，由镇街道

根据企业发展情况，制定相应的奖励扶持政策。

4.鼓励特色企业入驻。对数字经济服务业（软件开发、工业

设计、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服务平台、数字内容服务）以及位

列全国行业前 100 强的企业，投入运营满一年，经营指标符合存

量资源项目引进评价标准，经认定，给予企业装修费 30%、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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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最高 800 元/平方米）。企业达规纳统的，

给予纳统当年企业实际租金最高 100%的奖励（最高 25 元/平方米

/月），后两年企业年营业收入环比实现增长 20%的，再给予后两

年年实际租金 80%的奖励（最高 20 元/平方米/月）。

5.鼓励引进市外企业。引进的市外企业经营业态符合楼宇经

济发展要求的，根据企业综合贡献情况，给予连续三年 80%的奖

励。

6.鼓励专技人员集聚。对入驻商务楼宇、从事鼓励类业态的

服务业企业，聘用各类专技人员（全日制本科以上，实际在岗工

作一年以上，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达到 10 人以上的，视企业经营

情况给予最高三年的岗位奖励。其中：研发设计、软件开发、金

融服务、骨干管理人员等核心岗位员工给予 5000 元/人的岗位奖

励，本地专技人员比例达到 50%以上的，按本地专技人员数再给

予每年 2000 元/人的岗位奖励。每个企业每年奖励最高 7万元。

7.鼓励楼宇提升改造，完善功能配套。对首次获得嘉兴市五

星级、四星级、三星级楼宇称号的，给予楼宇运管单位 40 万元、

30 万元、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鼓励楼宇丰富功能、提升品质，

对配套建设楼宇社区服务中心、楼宇红色示范基地、公共服务平

台等服务机构的，经认定，给予项目实际投资额 30%、最高 50 万

元的奖励。

二、加快现代物流业发展

8.落户在独山港物流园区且不占用土地、岸线资源的贸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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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运输公司、船代货代公司、无车承运企业，根据三年内企业

综合贡献情况给予 80%的奖励。鼓励集装箱业务发展。独山港物

流园区从事集装箱业务的企业，以上年度集装箱吞吐量实绩为基

数，对增加部分给予企业每标箱 10 元的奖励，最高奖励 3年。

9.物流企业年营业收入（以纳税申报营业收入为准）首次达

到 5000 万元、1 亿元、2亿元、5 亿元的，分别给予 10 万元、20

万元、40 万元、100 万元的奖励。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新评

定为 3A 级、4A 级、5A 级的物流企业，分别给予 10 万元、20 万

元、30 万元的奖励。

三、鼓励金融业发展

10.在市金融办备案的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股

权投资企业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以上、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注册资本

100 万元以上），自工商登记之日起 5 年内，根据企业综合贡献

情况给予 70%的奖励。对股权投资企业中个人投资者获得投资收

益部分，根据个人综合贡献情况给予 70%的奖励。员工持股平台

享受本条政策不设注册资本门槛。对企业副职以上高管根据个人

综合贡献情况给予 80%的奖励，每人连续奖励最高 3 年，每个企

业每年奖励人员总计不超过 5人。

四、鼓励电子商务发展

11.对获得国家、省级和嘉兴市级电子商务示范产业园荣誉的

运管主体，分别给予 50 万元、25 万元和 5 万元的奖励；获得国

家、省、嘉兴市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荣誉的，分别给予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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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元、5万元的奖励；对评定为浙江省电子商务产业基地 4A、

5A 级的，分别给予 5 万元、10 万元的奖励。根据电子商务产业

园、楼宇内入驻的所有电商企业综合贡献情况，分别给予运管主

体 10 万元、20 万元的奖励。

12.对经省商务厅认定的电子商务专业村，给予村级组织 2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省、嘉兴市商务部门认定的电子商务示范

村，分别给予村级组织 5万元、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3.支持电子商务培训。对我市取得相关资质的培训机构开展

公益性电子商务教育培训，给予主办方单次最高 3万元的奖励。

同一培训机构每年奖励最高 6万元。对于我市企业通过社会培训

机构，为其员工开展电子商务培训，给予培训费 50%的奖励，每

家企业每年合计奖励最高 1万元。

14.支持电子商务教学实践基地建设。我市大专院校、职业高

中、技工学校等与经省商务厅认定的电子商务实践基地签订合作

协议，其在校学生参加电子商务实践性培训的，给予实践基地每

年人均 1500 元奖励，单个实践基地最高奖励 5万元。

15.电商企业通过第三方电商平台（自建电商平台）或采用直

播方式销售的，销售收入首次达到 1000 万元、5000 万元、1 亿

元的，分别给予 5万元、10 万元、1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五、提升商贸业发展

16.鼓励连锁经营。国内外知名连锁品牌落户我市的，根据三

年内企业综合贡献情况给予 50%的奖励，每年最高 200 万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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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统一管理、统一核算，企业年销售额达到 2000 万元以上，直

营门店达到 10 个（含）以上的连锁企业，经营期满 1 年，经认

定，给予每个门店 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年销售额首次分别达到

8000 万元、1.2 亿元、1.6 亿元以上的，分别给予 20 万元、30

万元、4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获得“嘉兴老字号”以上称号的企

业，在本市范围开设直营门店 3个以上(含)，经认定，给予每个

新开门店 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7.鼓励“夜间经济”发展。对获评嘉兴市级夜间经济特色街

区（高品质步行街）的，给予运管主体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

获评嘉兴市级夜间餐饮、购物、文体休闲等示范名店的，按照实

际营业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上、100-300 平方米（含）、100 平方

米（含）以内分别给予 5万元、3万元、1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8.对获得由政府机构评定的省级及以上、嘉兴市级餐饮业名

师（名厨）、名店的，分别给予 3万元、1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9.对开发数字化智能营销系统并能准确统计入驻商户经营

业绩的大型商超、专业市场、特色街区等运管主体，给予其实际

投资额 30%、最高 30 万元的奖励。实施统一管理、统一核算或统

一反映销售数据的专业市场、商贸综合体、家宴中心和特色街区，

年销售额分别达到 5000 万元、8000 万元、1.5 亿元（其中专业

市场须达到 5 亿元、10 亿元、15 亿元），经认定，分别给予运

管主体 10 万元、15 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六、培育高质量服务业企业

20.实施服务业“兴平工程”。在科技信息、现代物流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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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重点行业，通过综合评估方式遴选一批龙头企业作为服务业“兴

平工程”重点培育对象，给予全方位的政策扶持和引导服务，发

挥龙头企业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

21.鼓励制造业企业将物流运输、科技服务、批零贸易等非主

营业务分离，对分离出的服务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

2000 万元、5000 万元、1亿元的（其中批发类企业须超过 5亿元、

10 亿元、20 亿元），分别给予 10 万元、20 万元和 50 万元的奖

励。对上述企业，从次年起主营业务收入增幅超过 15%的，给予

企业 10 万元的奖励，连续奖励最高 3年。

22.鼓励服务业企业首次纳统或提升发展。

（1）对首次列入规（限）上服务业统计的，给予企业 5万元

的一次性奖励。

（2）对首次纳统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根据升限上当

年企业综合贡献情况给予两年 80%的奖励。年销售额首次突破

5000 万元的零售企业、年营业额首次突破 2000 万元的住宿餐饮

企业，分别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年销售额（营业额）达到

1000 万元以上的限上零售、住宿餐饮企业（销售额 1亿元以上的

限上批发企业），年增速分别达到 10%、20%以上，经认定，根据

企业综合贡献情况，分别给予 50%、80%的奖励。

（3）对首次纳统的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以及商务服务业

企业，根据升规上当年企业综合贡献情况给予三年 80%的奖励。

对库内企业连续两年营业收入增幅分别达到 10%、20%、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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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认定，根据企业第二年综合贡献情况，分别给予 50%、60%、80%

的奖励。

七、鼓励平台经济发展

23.对新建或提升改造的园区型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产品服务

型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以及现有物流企业实施智能化、信息化技术

改造的，经认定，给予投资者实际投资额 10%、最高 100 万元的

奖励。

24.对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年交易额突破 3000 万元（含）且

平台营收在 50 万元（含）以上的电子商务网络类零售平台，经认

定，给予每个平台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新建或已建实施改造提

升的我市服装、箱包、童车等行业性电商交易平台，年网络交易

额超 5000 万元的，给予运管主体设备、技术投资额 10%、最高

30万元的奖励。

25.支持市场主体打造直播电商孵化器（基地、园区），对获

得知名直播平台授牌的直播电商孵化载体（基地、园区）、自有

直播数量 5 间（含）以上、签约本地品牌数量 10 个（含）以上、

合计年直播服务营收分别达到 500 万元、1000 万元以上的，分别

给予直播电商孵化器（基地、园区）运管机构一次性 10 万元、

20万元的奖励。

26.对服务业企业在科技、物流、信息、商务、金融等领域新

增投资或采用融资租赁方式新购单价在 5 万元以上的重要设备

（不含交通工具），竣工验收后给予投资额 5%、最高 200 万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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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

27.鼓励举办以拉动消费或与我市重点产业紧密结合的政府

鼓励引导类展销会、专业展会、论坛等活动，对活动组织者给予

实际支出额 50%、最高 50万元的奖励。

八、鼓励物业服务提质创优

28.对所服务项目获国家、省、嘉兴市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

（大厦、工业区）称号的物业服务企业，分别给予 10 万元、5万

元、3 万元的奖励。所服务项目获得“浙江高标准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小区”称号的物业服务企业，给予 3万元的奖励，所服务项

目获得“嘉兴市市级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称号的物业服务企

业，给予 2万元的奖励。

29.对物业服务企业在年度省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中获得

AAA、AA、A的，给予当年企业 10 万元、5万元、2 万元的一次性

奖励。

30.对物业服务企业实施年度星级评定，一星级奖励 2 万元、

二星级奖励 5万元、三星级奖励 8万元。

九、鼓励服务业品牌创建

31.新评定的国家、省、嘉兴市级特色商业街，分别给予街区

运管主体 20 万元、10 万元、5万元奖励。新获得“中华老字号”

“浙江老字号”、省知名商号、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的，分别给

予 10 万元奖励；新获得“嘉兴老字号”的企业，给予 5 万元奖

励。新获得平湖市市长质量奖的企业，给予 15 万元奖励。企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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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主导制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级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嘉兴市级地方标准的，分别奖励 30 万元、20 万元、20 万元、15

万元、15 万元，参与制定上述标准的分别奖励 8 万元（参与前五

的奖励 8万元、非前五的奖励 5万元）、5万元、5万元、3万元、

3万元。同一品牌先后获得相同级别品牌产品的，奖励一次。

32.新评为“星级文明规范市场”的，给予五星级 50 万元、

四星级 30 万元、三星级 20 万元、二星级 10 万元、一星级 5 万

元的奖励。新评为省“放心农贸市场”的，给予 10 万元奖励。获

评省放心肉菜超市并通过年度跟踪评价的，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

奖励。

十、附则

33.本意见奖励对象均为独立法人单位。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科

技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和批

发业；楼宇经济条款要求纳入嘉兴市楼宇信息管理系统，不包括

裙楼等商业面积，鼓励类业态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数字经济、电

子商务三大类。会展经济、品牌创建、小升规项目不与企业综合

贡献挂钩。

34.本意见所涉奖励政策起算时间为 2020 年 1月 1 日。享受

本意见的企业（个人）必须严格遵守国家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35.同一事项符合我市其他奖励政策的，或者同一事项符合本

政策意见多项条款的，不得重复享受，但可按最优惠的条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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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项目尚未享受本级奖励政策的，可按上级要求给予一定的配

套奖励；除列举外，同一项目晋档升级，属定额奖励的给予两档

之间的差额奖励；按年限奖励的，按更高年限减已享受年限奖励。

36.本意见自 2020 年 10 月 4日之日起施行。本意见出台后，

原政策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关于加快现代服务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平政发〔2018〕120 号）、《关于进

一步加快楼宇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平政发〔2017〕

98 号）同时废止。

平湖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9月 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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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及各部门，市人大、政协，市纪委，市人武部，市法院、

检察院，各群团组织。

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9月 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