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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上海进一步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建设的政策 

 

 

 
 

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坚持全球视野、国际标

准，更好地服务外资研发中心集聚发展，进一步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发

展的环境，上海市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发布了《上海市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7]79 号，以下简称“《若干意

见》”）。 

 

政策背景 

 

早在 2012 年，上海市商务委、科委、发展改革委颁布了《上海市关于鼓

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干意见》（沪商外资[2012]490 号，现已

失效）；此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又于 2015 年发布了关于印发

《上海市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

[2015]42 号）。 

 

近年来，外资研发中心已逐步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数

量、规模，以及人才输送质量方面均位于全国领先，上海外资研发中心

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最新《若干意见》的出台是对原有政策的补

充和升级，也反映出上海市政府进一步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全面参与上海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积极态度。 

 

观察与评论 

 

较 2012 年和 2015 年版本而言，《若干意见》提出了进一步支持外资

研发中心参与科创中心建设的 16 条措施，在政策扶持力度上再次加码，

具体主要围绕在以下四个方面： 

 

 聚焦促进创新要素全球配置和跨境流动，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投资

贸易环境； 



 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和落地，进一步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聚焦集聚高端人才，进一步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 

 聚焦更好服务外资研发活动，进一步营造良好研发环境。 

 

《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支持外资在沪设立研发中心的具体资助政策

的同时（具体扶持政策主要新增变化参见附表），首次提出支持外商投

资设立各种形式的开放式创新平台，有效对接跨国公司和中小微企业、

创新团队的创新资源，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很大程度地扩大外资

研发中心扶持政策的覆盖范围，鼓励外资研发中心以更多元形式参与上

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若干意见》中提出的 16 条措施，均明确各条款所对应的具体职能部

门，细化分摊责任及财政支出到局、委或区级政府，下放部分审批、管

理权力，为每一项扶持政策的落地性提供了保障。 

 

我们建议外商投资研发中心应该在积极了解上述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对

其现有研发中心情况进行梳理。若已符合相关扶持政策条件的，可以考

虑尽早准备资料，以确保扶持政策的应享尽享。在未来扩大研发中心投

入的计划中，也可以考虑将上述扶持政策纳入方案设计的考量因素，作

出合理的商业安排。 

 

附表：2017 年版《若干意见》在具体扶持政策上的主要新增变化 

 

主要方面 2017 版 

聚焦促进创新

要素全球配置

和跨境流动，

进一步营造良

好的投资贸易

环境 

• 支持外国投资者在沪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中心，支持外

资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心，其中： 

 对研发人员超过 100 人的全球研发中心和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研发中心，参照《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

部的规定》，给予 500 万元人民币开办资助；以不超过

1000 平方米办公面积、每平方米每天不超过 8 元人民币

的标准，按照租金的 30%给予三年租房资助； 

• 支持外商投资设立各种形式的开放式创新平台，其中： 

 对开放式创新平台由平台设立所在区，以不超过 1000 平

方米办公面积、每平方米每天不超过 8 元人民币的标准，

按照 30%给予三年场地资助； 

• 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建设国家级、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其中： 

 对参与特定工程的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参照相关法规给予不

超过项目相关投入 50%，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的

专项支持； 

• 对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大研发类项目

等，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对采用投资补助方式给予支持的重大项

目，根据项目性质对应的支持比例一般不超过新增投资的 10%或

30%； 

• 简化具备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研发用样本样品、试剂等进口手

续，对外资研发中心优先办理报检资质审批，优先考虑提升信用及

分类管理等级； 

•外资研发中心创新研发成果在本市实现技术转移，进行产业化可

享受相关支持性政策； 

• 支持外资研发中心通过开立自由贸易账户，享受跨境金融服务政

策便利。鼓励符合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参保。 

聚焦知识产权

保护和落地，

进一步营造良

好法治环境 

• 加大对专利创造与运用的支持力度，其中： 

 对每项通过 PCT 途径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给予总额不

超过 25 万元人民币的资助（每个国家资助金额不超过 5

万元人民币，不超过 5 个国家）； 

 对获得授权的高质量国内发明专利，每项最高可资助 1.5

万元人民币 

• 通过专利优先审查和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途径，探

索开展集专利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

务。结合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健全法治

环境； 



• 鼓励外商投资知识产权服务业，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提升服务实力。 

聚焦集聚高端

人才，进一步

营造良好的人

才环境 

• 出入境手续便利化，签证有效期放宽，对符合条件的外籍人才可

签发长期（5 年至 10 年）多次往返签证，同时为外籍人才申请办

理 R 字（人才）签证/长期居留/永久居留提供停居留便利； 

• 外籍研发人员采用“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等方式，简便

办理工作许可； 

• 对在本市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外资研发中

心聘用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根据本市人才政策，给予一定的资

助； 

• 各区开展外籍高层次人才服务“一卡通”试点，建立安居保障、

子女入学和医疗保健服务通道。 

聚焦更好服务

外资研发活

动，进一步营

造良好研发环

境 

• 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参与本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运用“科技

创新券”等优惠政策开展科创活动；支持加入政府计划项目和参与

本市科技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并可享受相关鼓励政策； 

• 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外资研发中心服务机制。畅通政府部门与

企业沟通渠道；整合各方资源，为外资研发中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

务和专业服务；鼓励各区出台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上海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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