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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武府〔2012〕  号                   签发人：林   丽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武侯区促进健康产业发展 

若干扶持政策（试行）》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武侯区促进健康产业发展若干扶持政策（试行）》已经七

届区委第 40次常委会议和区政府第 2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       

2017 年 12 月 4日         

成武府发〔2017〕24 号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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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促进健康产业发展若干扶持政策（试行） 
 

为促进武侯区健康产业发展，加快健康产业生态圈建设，按

照党的十九大对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发展健康产业的总体要求，

根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府发〔2014〕14

号）、《成都市武侯区关于实施产业立区战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

武府发〔2017〕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政策。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政策所指健康产业为健康服务业及健康相关产

业，健康服务业包含医疗卫生服务、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健康

保险和保障服务、其他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健康相关产业包含健

康养老、互联网医疗、健康大数据、精准医疗、医药研发、转化

医学、医疗旅游等细分产业。 

第二条  本政策扶持对象为工商注册、税收登记和统计关系

均在武侯区的健康服务业机构及健康相关产业机构。 

 

第二章  扶持政策 

 

第三条  鼓励健康产业引进的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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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新引进落户武侯区实现年度经济贡献在 50 万元以

上的健康产业优质企业，经区健康产业主管单位认定，自企业正

常经营之日起，以其对武侯区实际经济贡献为参照数，前两年按

100%给予产业扶持，后三年分别按 80%、60%、40%给予产业扶持。 

（二）对新引进落户武侯区的健康养老、互联网医疗、健康

大数据、精准医疗、医疗旅游及第三方医学检验中心、医疗影像

中心、病理诊断中心等健康服务新业态企业，经区健康产业主管

单位认定，对其当年项目建设经费的 3%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的补贴。 

（三）支持发展健康产业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对行业协会、

产业联盟在开展行业自律、制定行业标准、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促进产业发展等方面有较大贡献的，获得国家、省、市认可，经

区健康产业主管单位认定，给予每年最高不超过 30万元的年度工

作补贴。 

（四）鼓励企业举办各类健康产业展会、论坛等活动，对企

业在武侯区举办的国家级、国际性行业展会、论坛等活动的，经

区商务主管部门及区健康产业主管部门认定，按活动实际投入的

30%给予补贴，同一企业全年补贴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五）支持健康产业创新创业载体建设，发挥创新创业载体

对引进和培育成长性企业、促进企业集聚发展的作用。对健康产

业创新创业载体按照《成都市武侯区促进创新创业若干政策（试

行）》相关规定进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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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鼓励健康产业招大引强的扶持政策。 

（一）“六类 500 强”企业（世界 500 强、美欧日 500 强、

中国 500 强、中国服务业 500 强、中国民营 500 强、新经济 500

强）、上市公司、中央企业新办健康产业独立法人机构，且年度经

济贡献在 10万元以上的，经区投资促进主管部门认定，给予一次

性开办奖励 50 万元；此类企业在武侯区设立省级以上区域总部

的，一次性开办奖励可提高至 80万元。自企业正常经营之日起，

以其对武侯区实际经济贡献为参照数，前两年按 100%给予产业扶

持，后三年分别按 80%、60%、40%给予产业扶持。 

（二）国内排名前 10位或国际排名前 20位的细分行业龙头

企业、商务部认定或备案的跨国公司，落户武侯区新办区域总部

型健康产业独立法人机构，且年度经济贡献在 100 万元以上的，

经区投资促进主管部门认定，给予一次性开办奖励 50万元。自企

业正常经营之日起，以其对武侯区实际经济贡献为参照数，前两

年按 100%给予产业扶持，后三年分别按 80%、60%、40%给予产业

扶持。 

（三）本条（一）（二）款企业在武侯区购置办公用房的（不

包括经营用房），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最高不超过 1000 元/平方

米，补贴面积不超过 2000 平方米。租赁办公用房的，给予一次性

租房补贴，最高不超过 30元/月/平方米，在 1000 平方米内据实

补贴，时限两年。若上述企业被认定为市级重大项目的，则一次

性租房补贴可提高至 60元/月/平方米，时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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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鼓励健康产业做大做强的扶持政策。 

（一）对符合武侯区健康产业发展方向的处于种子期、初创

期的企业，经区健康产业主管单位认定，给予企业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优先股股权（无投票权）支持，适时以市场价退出。 

（二）对研究方向明确、项目成熟度较高的初创型企业，经

区健康产业主管单位认定，给予 10 万元—50 万元不等的启动资

金支持。 

（三）武侯区的健康产业相关企业，销售额首次突破 1亿元、

2 亿元、5 亿元、10 亿元的产品，经区健康产业主管单位认定，

分别给予企业 10 万元、20 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的奖励（不

同的产品可进行累加）。 

（四）鼓励企业并购重组，对“六类 500 强”企业、上市健

康企业股权并购、资产收购我区健康类企业的，经区商务主管部

门及健康产业主管部门认定，按照并购交易金额（以上市公告或

第三方审计为准）的 2%—5%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 

（五）鼓励企业引进境外先进技术，对区内健康企业单纯引

进境外先进技术的项目，或通过收购兼并境外企业和研发机构获

得相对控股权的项目，经区商务主管部门及健康产业主管部门认

定，按不超过其引进和收购兼并投入总额的 5%给予补贴，最高不

超过 500 万元。 

（六）鼓励医疗机构申请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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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I）等国际认证，对通过认证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50万元的一

次性奖励。 

（七）对首次获得药品、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

药品、医疗器械非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LP）认证的企业或研发机

构，按实际发生金额的 20%，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 50万元的奖

励。对实现与发达国家双边或多边互认的 GLP、GCP 技术平台，按

实际发生金额的 30%，再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 50万元的奖励。 

（八）鼓励区内医疗机构与药品、医疗器械类企业开展符合

产业发展方向的医药研发合作，对经过临床试验等合作最终落户

武侯区实现生产或销售的，按实际投入研发合作资金的 20%，给

予医疗机构的合作团队一次性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奖励。 

第六条  鼓励健康产业集聚发展的扶持政策。 

（一）对精准医疗、健康大数据、智慧医疗、高端医疗、健

康新业态等企业，在“环华西国际智慧医谷”、“大合仓—金阳智

能医药带”、“环城西部智创健康融合区”和经武侯区认定或重点

培育的健康专业楼宇自建或购买办公用房的，按建房核算成本或

购买合同价格的 5%给予一次性补贴，不超过 100 万元；租赁办公

用房的，三年内每年按房屋租金的 30%给予补贴，累计不超过 100

万元。 

（二）与武侯区签订打造“健康专业楼宇”协议，并确定为

“武侯区健康专业楼宇孵化基地”的相关楼宇，租售给武侯区健

康企业用作办公场地的，每租售 5000 平方米给予楼宇业主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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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企业 50 万元补贴，依次递增，对同一楼宇补贴累计不超过

500 万元。经武侯区验收认定为“健康专业楼宇”的，再给予楼

宇业主或运营管理企业 50万元一次性补贴。 

第七条  鼓励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的扶持政策。 

（一）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经区经济和科技信息化主

管部门认定，给予 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经区经济和科技信息化主管

部门认定，对获得国家重点实验室认证的企业，给予 50万元的一

次性奖励；对获得国家、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

技术中心、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证的企业，分别给予 50万元、

10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获得省、市级院士（专家）创

新工作站和市级产学研联合实验室认证的企业，分别给予 10 万

元、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三）对武侯区健康产业企业的自主创新项目，在获得国家、

省、市科技项目支持后，经区健康产业主管单位和区经济和科技

信息化主管部门认定，按获得支持额的 50%给予最高不超过 50万

元的产业扶持（按各级项目支持经费最高额度作为标准，不重复

享受）。 

（四）对企业研发项目通过第三方专业科技成果评价机构评

审的科技成果鉴定，且项目技术水平为国内先进及以上的，经区

经济和科技信息化主管部门认定，按每项 2万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对获得上级技术标准认定补助的市级项目，给予市级资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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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的补助。 

（五）鼓励区内高校院所依托医疗技术、临床实验、医药研

发、医疗数据、医疗管理等优势，与我区健康产业企业开展技术

合作、企业孵化、科技成果转化等各类合作。经区健康产业主管

部门和区经济和科技信息化主管部门认定，按照实际投入的项目

合作金额的 1%，给予高校院所合作团队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奖

励。 

（六）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新药，完成临床前研究并获得临床

试验批件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补贴；完成Ⅱ期药物临

床试验并经国家药审中心认可同意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的，给予最

高不超过 200 万元的补贴；获得国家新药证书、中药保护品种证

书和生产批件，并在区内实行销售结算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企业研发的仿制药，各阶段参照新药的 50%

进行补贴（奖励）。 

第八条  鼓励健康产业融资发展的扶持政策。 

（一）设立总规模不低于 50 亿元的产业发展基金。由武侯

发展集团出资 2亿元建立母基金，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在股权投

资、债权投资、并购引导等方面为武侯区健康企业发展提供支持。 

（二）对武侯区健康企业成功上市或挂牌，按首发融资额中

投资武侯区金额的 0.1%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三）对武侯区已上市健康企业通过配股、增发、发行公司

债券、可转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区域集优票据等进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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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的，按融资额中投入武侯区的 0.1%给予补贴，单户企业每年

补贴不超过 50万元。 

（四）对武侯区非上市健康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

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及集合债等方式直接融

资成功的，单笔融资额在 2000 万元以上的，每笔给予 10万元补

贴，单户融资企业每年补贴不超过 50万元。 

（五）加大对符合健康产业发展方向的中小微企业获得政策

性债权资金支持力度，中小微企业获得的资金贷款（含小额贷款

公司贷款），经区健康产业主管部门和区金融主管部门认定，按当

年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70%给予企业利息补贴，按担保费的

70%给予保费补贴，补贴金额不超过 50万元。 

第九条  鼓励健康产业人才引进的扶持政策。 

对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健康产业高层次人才，按照《成都市

武侯区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实施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享

受相应的奖励和扶持政策。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条  对我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健康项目，采

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给予特别优惠补贴。 

第十一条  享受本政策的健康产业企业，承诺在我区存续期

10年以上，如确需迁离本区的，须提前告知并退还享受的补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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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自建或购买办公用房获得补贴的，在经营期内不得将办公用

房对外租售和改变用途。因违规违法造成不良后果的，取消其享

受本政策的资格，已享受的补贴须全额追还。 

第十二条  对相关企业在资金申请中弄虚作假、骗取扶持资

金的，追缴全部已拨付资金，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本政策与区内相关政策对相同或相似事项的规

定重复或冲突的，按最优政策执行，不重复享受。 

第十四条  本政策所涉及的产业奖励、补贴、扶持由武侯区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予以保障。 

第十五条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 30日后施行，有效期两年。

在执行过程中若遇国家、省、市调整相关政策，按调整后的政策

执行。 

第十六条  本政策由区卫计局及区级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

区检察院，区人武部，区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