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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新區簡介

2

廣東省唯一國家級新區

廣東自貿試驗區面積最大片區

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

綜合保稅區

國家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

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主要承載區

國內為數不多同時享受
QDLP 和 QFLP 兩個試點政策的地區

全國首個國際化人才特區

聯合國「全球最適宜居住金獎」城市

「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區」

地處粵港澳大灣區地理中心，面積803平方公里

經由廣深港高鐵半小時可通達香港，是廣州市距
離香港最近的行政區

2012年，南沙獲國務院批准成為全國第六個國家
級新區（上海浦東為第一個），承擔國家重大發
展和改革開放戰略任務

2022年6月，國務院發佈《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
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支持廣州南沙
打造成為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
戰略性平台，南沙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戰略地位
不斷躍升

廣州南沙優勢及產業政策簡易版

南沙官方
微信公眾號

南沙政府
門戶網頁

產業政策
彙編

南沙投資
促進局
官方微信

南沙新區簡介

*文中金額單位均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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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地區生產總值突破
2000 億元

跨境電商保稅進口貨值占
全國五分之一，助力廣州
跨境電商零售進口連續 8
年位居全國第一

擁有華南地區最大集裝
箱樞紐港、全國規模
最大國際郵輪母港

全國第三大造船中心，僅
次於上海、大連

落戶大灣區科學論壇永久
會址、國際金融論壇（IFF）
永久會址

落地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民心港人子弟學校，建設港
式國際化社區

山、城、田、江、海交相輝映，水鄉文化、嶺南文化、
海洋文化韻味獨特，麒麟舞、鹹水歌、香雲紗納入非
物質文化遺產

汽車產業集群產值超千億，集聚 620 多家人工智能和
生命健康企業，海洋科技、航空航天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蓬勃發展

廣州期貨交易所等金融平
台加快建設，私募基金管
理規模超 2000 億，世
界 500 強企業投資項目達
230 個

廣州南沙優勢及產業政策簡易版

全國規模最大國際郵輪母港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南沙濕地公園

廣州期貨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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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方案》新機遇
科技支撐

深度融合

內聯外通

制度創新

安居樂業

《南沙方案》新機遇 《南沙方案》新機遇

* 上述政策實施細則正在制定，即將推出
*更多創新內容請掃碼瀏覽政策全文

政
策
全
文

政
策
解
讀

廣州南沙優勢及產業政策簡易版

對先行啟動區鼓勵類產業企業減按 15%稅率
征收企業所得稅

允許港澳科研機構因科研、測試、認證檢查所
需的產品和樣品免於辦理強制性產品認證

對具有香港協會（學會）資格的香港建築師、
結構工程師、建築測量師與內地相應協會會員
資格互認

支持香港私募基金參與南沙港資創新型科技
企業融資

建設引進港澳現代化管理模式的大型綜合性
公辦醫院

加快建設南沙（粵港澳）數據服務試驗區，
建設國際光纜登錄站

通過華南技術轉移中心、港科大科創成果內地
轉移轉化總部基地等平台，積極轉化香港電子
工程、計算機科學、海洋科學、人工智能和智
慧城市等創新成果

對在南沙工作的港澳居民，免征其個人所得稅
稅負超過港澳稅負的部分

符合條件的港澳居民到南沙創業的可同等享受
創業擔保貸款和貼息等當地扶持政策

支持符合條件的港澳投資者依法申請設立證券
公司、期貨公司、基金公司等持牌金融機構；
支持粵港澳三地機構合作設立人民幣海外投貸
基金

推動粵港澳三地加強社會保障銜接，擴大香港
「長者醫療券」使用範圍

建立健全與港澳之間食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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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一批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每年給予最高
100 萬元補貼。給予獲得港澳特區政府或廣州
市級及以上政府部門授牌的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

地一次性最高 100 萬元的 1:1配套獎勵

對在南沙、港澳地區主辦或承辦粵港澳青少年大
型交流活動的境內外企業、社會組織、機構給予

每年最高 50 萬元活動補貼。對為南沙引進粵
港澳青少年活動或組織港澳青少年來南沙研學交
流考察的境內外企業、社會組織、機構，給予每

年最高 30萬元獎勵

解決港澳青年住房之憂，為符合條件的港澳青年提

供港澳青年公寓或給予每人每年最高 2萬元住宿
補貼。支持符合條件的港澳青年購買共有產權房

符合條件的持卡者在南沙可享受居留、住房、子
女入學、就醫、工商、稅務等全方位綠色通道服務，
實現「一卡走南沙」。給予在南沙創業就業的港

澳青年每人每年最高 2萬元生活補貼和每人每
年最高 5000 元醫療保險補貼

建立首席服務官制度，為來南沙遊學、實習、就
業的港澳青年提供全流程一對一定向管家式服務，
及時為港澳青年提供適應性輔助

給予到南沙就業執業的港澳青年一次性最高 12
萬元就業獎勵和每月最高5000元薪金補貼。
給予聘用港澳青年的用人單位最高 20 萬元招
聘錄用獎勵。給予促成港澳青年南沙就業的人力

資源服務業企業、組織、機構最高 10 萬元促
進就業獎勵

每年提供不少於 1000 個區內實習崗位，提供
食宿、交通、保險等保障服務，並設立不少於
200 萬元專項實習補貼

鼓勵在南沙的港澳青年參與各類職業技能培訓，
給予獲取職業資格、技術職稱和執業資格證書的

港澳青年最高 8萬元補貼

開辟港澳青創企業落戶綠色通道，提供登記注冊、
場地租賃、人才招聘、法律援助等全方位支持和

最高 370 萬元創新創業獎補資金

發起設立 10 億元規模的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
金。鼓勵風投基金投向區內港澳青創項目，按照

投資額度累計予以最高 1000 萬元獎勵。鼓勵
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區內港澳青創項目予以信貸支

持，給予最高 250 萬元貸款風險補償

港澳青年創業就業「新十條」 港澳青年創業就業「新十條」

政
策
解
讀

港澳青年
創業就業「新十條」

廣州南沙優勢及產業政策簡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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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案
例

政
策
全
文

政
策
解
讀

給予最高 2000 萬元的並購支持，企業貸款
按貨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的 50%給予貼息
扶持，發行「雙創債」、「綠色債」等新型債

券融資按照發行票面利率的 30%給予扶持，
企業投保科技保險按保費支出的最高 60%
給予支持

租賃辦公用房、廠房、倉庫等載體享受 100%
租金扶持，購置自用辦公房產最高一次性扶持

1000 萬元

成功引進一家獨角默企業總部落戶給予最高
500萬元引薦獎勵，支持搭建獨角獸企業交流
平壹並按活動場地租賃支出給予 100%支持

組建政府、企業、專業服務機構三位一體協同
對接平台和服務團隊，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獨
角獸企業給予「一事一議」方式支持

獨角獸企業落戶認定給予最高 1000 萬元，
上市最高 1000 萬元，提升至總部最高
3000 萬元的獎勵

獨角獸企業及高管最高享受「100%」三重
經濟貢獻獎勵：企業經營、高管人才地方經濟
貢獻和因股權激勵行權後產生的地方經濟貢獻

企業高層次人才可享受「團隊 +項目」最高 1
億元獎勵；企業自主推薦認定南沙區高層次人
才，每人 300 萬元獎勵；每年提供不少於
300 張廣州市人才緣卡和 600 套人才公寓

最長 3年按企業研發經費投入的 20%給予
累計最高 1 億元的研發投入補助

每年安排不低於 10 億元資金支持應用場景
及示範性項目建設，優先推廣獨角獸企業產品
及服務

獨角獸企業「黃金牧場」九條 獨角獸企業「黃金牧場」九條

獨角獸企業「黃金牧場」九條

廣州南沙優勢及產業政策簡易版



12 13

企業案例 科創產業地圖

暗物智能獲
5 億元戰略投資

南沙科創
產業地圖

詳
細
案
例

詳
細
內
容

對新引進及認定的總部型企業給

予最高 2000 萬元的落戶獎勵，
連續 5 年給予企業對南沙經濟
貢獻 95%的獎勵

對總部型企業租用辦公用房連續
3 年每年給予最高 300 萬元
的補助，購置辦公房產的最高
1000 萬元的購置辦公房產補助

對總部型企業升級為全球、亞

太、全國總部或首次被評為世界
1000 強、中國 500 強給予
1000 萬元獎勵，首次被評為世
界 500 強的給予 2000 萬元
獎勵

總部經濟

科技創新

政
策
全
文

企
業
案
例

政
策
全
文

對境內外 (含港澳 )高端領軍人才創新創業團隊給予

最高2000萬元資助，連續資助5年

對高層次人才給予最高1000萬元安居補貼

給予每個重大科技創新平台最高2億元的資金支持 ,
對經國家、廣東省、廣州市立項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項目，按廣州市扶持標準給予 1：1配套資金支持

對新型研發機構在建設期內給予最高1億元的補助

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對研發經費支出給予最高
10%、1000萬元的一次性資金獎勵

每年安排 1億元對開展核心關鍵技術攻關、企業技
術難題揭榜等研發活動給予單個項目最高1000萬
元資金支持

總部經濟 科技創新

廣州南沙優勢及產業政策簡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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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落戶的先進製造業和建築業企業，按總部和非

總部分別給予最高 2000 萬元和 1200 萬元的
落戶獎勵

新落戶先進製造業項目，給予最高 2億元獎勵

對實施總投資500萬元以上技術改造項目的企業，
連續三年按對南沙新增經濟貢獻的 80%進行獎補

對獲得國家、廣東省、廣州市扶持資金的製造業企業，

給予最高 500 萬元的配套扶持

對建築業企業，按其經營貢獻給予最高 1000 萬
元的獎勵

建築業企業提升為施工總承包特級或一級資質的，

一次性獎勵 500 萬元

對新落戶的建築業企業租用辦公用房的，連續三年

每年給予最高250萬元的補貼；購置辦公用房的，
給予最高 800 萬元的補貼

政
策
全
文

政
策
全
文

對新落戶的船公司，給予最高 2000 萬元的落
戶獎勵

對新設立的航運物流企業，前三年按其對南沙經

濟貢獻的 95%，後兩年按 50%給予獎勵

對新增貿易航線給予每條最高300萬元的獎勵。
對開通進口汽車滾裝船航線的企業每年給予最高
200 萬元的航線補貼

對外貿船公司按外貿集裝箱吞吐量給予最高300
萬元的獎勵；對內貿船公司按內貿集裝箱吞吐量
給予最高 100 萬元的獎勵

對國際船舶管理機構和國際船舶檢驗機構入駐南

沙開展業務給予每年最高 200 萬元的補貼

對國際海員培訓專業機構開展培訓業務給予每年

最高 500 萬元的獎勵。對海員外派機構開展海
員外派服務給予每年最高 200 萬元的獎勵

先進制造業和建築業 航運物流業

先進制造業和建築業 航運物流業

廣州南沙優勢及產業政策簡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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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SPV 企業給予最高地方經濟貢獻 95%獎勵。
融資租賃單個租賃服務項目給予最高 500 萬元
獎勵；開展跨境融資業務按其代扣代繳企業所得

地方經濟貢獻，給予 50%獎勵

後備上市企業上市，給予最高 800 萬元獎勵；
同一企業自新三板精選層轉板上市，最高可獲得

1100 萬元獎勵

對引入重點持牌法人金融機構，給予最高 500
萬元獎勵。對引入重點發展金融企業，給予最
高 300 萬元獎勵。對引入企業在境內外上市或
在新三板，給予最高 50萬元獎勵

對股權投資企業投資或引進非上市企業，給予最
高 1000 萬元獎勵；對所投區內企業在國內上
市或新三板，給予最高 500 萬元獎勵。對金
融科技企業給予創新獎 (500 萬 ). 卓越獎 (300
萬 )、超越獎 (100 萬 )和培育獎 (100 萬 )

對金融機構開展國家支持業務，按所獲國家級、

廣東省級、廣州市級扶持獎勵，給予最高 50%
的資金配套。每年安排最高 1500 萬元資金用
於金融服務平台辦公用房補貼、特色金融優秀服
務平台評選、特色金融創新獎評選以及對舉辦金
融行業的論壇活動給予補貼

對重點持牌法人金融機構給予最高1800萬元落
戶獎勵。對重點發展金融企業給予最高 1200 萬
元落戶獎勵

重點持牌法人金融機構，前 3年 100%獎勵；重
點發展金融企業，前 3年最高 95%獎勵；給予金
融企業地方經濟貢獻獎勵，連續 5年 95%獎勵

金融企業首次被評為世界企業 1000 強、500 強或

中國企業 500 強，一次性給予最高 2000 萬元
獎勵；對重點持牌法人金融機構和重點發展金融企

業，按其新增實繳資本規模，給予最高 1000 萬
元獎勵

對股權投資有限合夥企業的自然人有限合夥人，按
投資性收益及股權轉讓收益的地方經濟貢獻，給予

80%的獎勵

對金融企業給予為期 3年每年最高 300 萬元辦
公用房補貼，給予最高 1000 萬元的購置辦公
房產補貼。按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引進企業對南沙貢

獻，一次性給予交易平台 10%獎勵

金融服務業 金融服務業

金融服務業
政
策
全
文

Q
DLP

政
策

Q
FLP

政
策

廣州南沙優勢及產業政策簡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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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案
例

政
策
全
文

政
策
解
讀

政
策
全
文

政
策
全
文

新落戶商貿企業給予最高200 萬元獎勵

商貿企業按其對南沙經濟貢獻給予最高40%獎勵

獲認定為國家級、廣東省級、廣州市級電子商務示範
企業、園區，按照獲得的扶持資金給予1:1配套扶持

跨境電子商務交易平台落戶，給予最高500 萬元
獎勵

（批發零售、住宿、餐飲、跨境電商等）

進口貿易
促進創新示範區

商貿業

現代服務業

對國際及港澳臺專業服務業企業給予最高 500
萬元的落戶獎勵

服務業企業按年度收入情況給予其對南沙經濟貢

獻 30%的獎勵

新設的服務業企業給予每年最高 100 萬元的辦
公用房補貼

每年安排 2000 萬元資金用於服務業類論壇、
賽事等獎勵

國際及港澳臺專業服務專才，經評定給予每人每

年一次性 10 萬元獎勵

給予經評定的服務業行業協會、人才培訓和實驗

基地每年最高 50萬元補助

對新註冊的進口企業給予最高200萬元的落戶獎勵

對年進口額 5000 萬美元以上的企業給予最高
300萬元的增長獎勵

對進口生鮮冷鏈產品、藥品和醫療器械的企業給予最
高200萬元獎勵

對通過南沙航空貨站進出口貨物的企業給予最高
200萬元獎勵

對完成倉庫智能化升級改造的企業給予最高 1000
萬元獎勵

對開展保稅燃油業務的企業給予最高150萬元的
租賃儲油罐補貼，對安裝保稅燃油供應監控設施和信

息化管理系統的給予最高100萬元的補貼

對使用全球溯源中心標識的企業給予最高30萬元
的補貼

（專業服務、會展、文創、教育醫療等）

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 商貿業 &現代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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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落戶及認定的人工智能企業一次性給予最
高 2000 萬元的開辦獎勵

對經認定的人工智能企業，按其建設實際總投

入的 30%予以最高 1000 萬元的科研建設
補助

重點支持落戶南沙區人工智能企業參與南沙區
示範性項目建設

對經認定的人工智能企業，自落戶當年起 4 年
內，給予區級經濟貢獻 95%的獎勵

對由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創業投資等基金投
資入股的人工智能企業，按照基金實際投資南

沙人工智能企業資金的 3%給予基金管理公司
獎勵，單個項目獎勵最高 200 萬元，並按基
金投入資金的 7%給予該人工智能企業落戶支
持，最高 1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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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硬件設施投入符合條件的生物技術企業，按投

資額的 10%給予獎勵

對獲得新藥證書且符合產業化條件的，最高獎
勵 2000 萬元

對取得醫療器械詿冊證且符合產業化條件的，

最高獎勵 300 萬元

對通過國際權威認證的藥品和醫療器械，最高
獎勵 200 萬元

對通過開展國際多中心臨床研究取得境外上市的

新藥，最高獎勵 500 萬元

對符合條件的生物技術企業給予 50%、每年
最高 200 萬元的場地租金補貼；對重要生
物技術公共服務平壹，給予 50%、每年最高
1000 萬元的場地租金補貼

對符合條件的生物技術企業，給予區級經濟貢獻

50%的獎勵

人工智能產業 生物技術

人工智能產業 生物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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