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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上海修订跨国总部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财政局于 2018 年 7 月发布修订后的《上海市鼓励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沪商外资
[2018]190 号，以下简称“专项资金办法”或“办法”），将外资研发
中心纳入专项资金的支持对象范围，并对有关的资金支持标准和条件进
行调整。办法将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政策背景
上海市政府从 2011 年起出台鼓励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的相关
措施，并于 2013 年设立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的专项资金，同时
制定办法规范该专项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为了加快总部经济的发展和科创中心的建设，上海市政府在 2017 年对
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参见沪府发[2017]9
号），同时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参见沪府发[2017]79 号），明确对
符合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参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规定享受专项资金支
持。根据上述政策，新版的专项资金办法对 2013 年版作出了相关修
订。
修订概况
较 2013 年版而言，新版办法在政策扶持力度上再次加码，主要修订包
括：




新增外资研发中心列入开办资助和租房资助的受益对象；
调整各项资助申请者需符合的条件，尤其增加了对申请对象实缴资本
的要求；
在申请专项资金的复审环节引入第三方评审机构。

具体内容可参见下表

新规摘要
开办
资助

主要变化

• 2008 年 7 月 7 日以后在上海注册或迁入上海
的投资性公司形式地区总部，同时符合以下条
件的，给予 500 万元人民币资助：

• 对享受资助的地
区总部增加实缴
资本要求

实缴注册资本超过 3000 万美元；
员工数在 10 人以上。

• 新增外资研发中
心享受开办资
助、租房资助的
规定




资助分三年按 40%、30%、30%的比例发
放。
• 2017 年 10 月 10 日以后认定，研发人员超
过 100 人的外资全球研发中心和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外资研发中心参照同等标准享受资助。
租房
资助

• 2008 年 7 月 7 日以后在上海注册或迁入上海
的地区总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在规定标
准内按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租金的 30%给予三年
资助：



实缴注册资本超过 200 万美元；
员工数在 10 人以上。

购建自用办公用房的，按租房资助的同等标准
的三年总额给予一次性资金资助。
• 2017 年 10 月 10 日以后认定，研发人员超
过 100 人的外资全球研发中心和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外资研发中心参照同等标准享受资助。
享受资助期间，不得将自用办公用房出租或转
租，不得改变办公用房的用途；否则应退还已经
获得的资助。
总部
奖励

2008 年 7 月 7 日以后在上海认定的地区总部，
实缴注册资本超过 200 万美元，年营业额达到
5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其中：

• 对享受奖励的地
区总部增加实缴
资本要求

• 年营业额 5-10 亿元部分，奖励 500 万元；
• 年营业额 10-15 亿元部分，奖励 300 万元；
• 年营业额超过 15 亿部分，奖励 200 万元。

• 不再划分总部类
型，统一以年营
业额 5 亿元为
标准，分级给予
奖励

奖励分三年按 40%、30%、30%的比例发放。
高能
级资
助

2012 年 1 月 1 日以后在上海新设的亚洲区、亚
太区或更大区域的总部或已在上海设立的地区总
部 2012 年 1 月 1 日以后升级为亚洲区、亚太区
或更大区域总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获得
300 万元人民币一次性资助：
• 实缴注册资本超过 200 万美元；
• 员工人数不少于 50 人；
• 母公司任命的负责人及与总部职能相关的主要
高级管理人员常驻上海工作。

申报
审核

区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区财政局共同对申请专项资
金的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通过的报市
商务委，市商务委会同市财政局及第三方评审机

• 对享受资助的地
区总部增加实缴
资本要求
• 不再区分新设和
升级，将资助金
额统一为 300
万元

• 首度引入第三方
机构参与复审

构共同对初审材料进行复审，必要时会商其他相
关部门，并提出最终评审意见。

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上海市商务委等有关部门也将对新版
办法作进一步解读。德勤政府及公共事务服务团队将会密切关注上海市
政府的后续举措，并将及时地从实务的层面与企业保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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