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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普陀区加快发展生命健康产业实施意见》（试

行）申报指南

各有关单位：

根据《普陀区加快发展生命健康产业实施意见（试行）》，

我委会同相关部门即日起至 8月 31 日启动 2021 年下半年生

命健康产业政策申报受理。请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按照本

《申报指南》进行申报。

一、申报主体

工商税务注册登记在普陀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信用

记录良好、符合区域产业导向的生命健康领域企业和与之相

关的配套服务企业，以及经区生命健康产业相关工作部门认

定后列入支持范围并在本区实施的生命健康产业相关项目。

二、资助领域和标准

（一）优质企业落户（责任单位：区投促办、区商务委）

1、对新落户本区生命健康重点园区的优质企业，经认

定，根据实际到位注册资本的 3%给予开办费补助，总额不超

过 500 万元，自注册本区的年度起，分三年按 30%、30%、40%

比例兑现。

申报材料：

①认缴出资凭证；

②银行基本户开户证明。

2、对新落户本区重点园区的优质企业租赁用房的，根

据实际租赁面积，按照租房合同金额，给予最高 50%租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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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单个企业年度补贴金额最高 100 万元，年限不超过三年。

申报材料：

①办公场所租赁协议或合同；

②上年或当年连续 3 个月租金支付凭证；

③所在地区（含两镇）实地核实后，加盖公章的核准说

明。

3、对新引进企业在区内新购置自用办公用房的，按新

购房款的 1.5%给予补贴，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自注册本区

的年度起，分三年按 30%、30%、40%比例兑现。

申报材料：

①房产证；

②购房合同；

③契税发票。

（二）鼓励研发创新型企业集聚（责任单位：区商务委、

区投促办、区科委）

对新引进的研发服务外包（CRO）、研发生产外包（CMO、

CDMO）等研发创新型重点企业，经认定，按照引进后两年创

新研发费用的 30%，给予一次性不超过 500 万元支持。

申报认定：

区商务委会同区科委、区投促办对研发服务外包（CRO）、

研发生产外包（CMO、CDMO）研发创新型重点企业、研发费

用进行认定。

申报材料：

企业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或者研发费用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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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企业规模化发展（责任单位：区商务委）

对年主营收入首次突破 1 亿元、5 亿元、10 亿元、30 亿

元的创新型生命健康企业，分别给予 20 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申报材料：

①企业申报年度当年一季度财会报表及前两年度财务

报表。

（四）支持研发服务平台建设（责任单位：区科委、区

商务委）

鼓励在本区建设实验室等功能性研发服务平台，经认

定，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 万一次性资助。

具体标准如下：

（1）对获得国家、上海市认定的新建重点实验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专业技术服务平

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应用研究中心等研发公共服务

平台，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的资助。

申报条件(除项目申请书规定外):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获

国家或上海市认定。

申报材料(除项目申请书规定外):

①《普陀区支持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申请表》（右上角加

盖财务三排章）；

②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③上级部门发布的相关申报通知、立项证明；

④项目申请书或与上级部门签订的项目任务书、项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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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

⑤申报单位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⑥普陀区科技研发平台项目计划任务书、项目合同；

⑦申请政府专项资金项目信用承诺书（在信用普陀网上

上传）。

（2）对经认定的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获得上海市平台

能力提升项目的，按照市有关规定要求，可最高按 1:1 比例

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的区级资金匹配。

申报条件(除项目申请书规定外):

①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获得国家或上海市认定；

②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获得上海市平台能力提升项目。

申报材料(除项目申请书规定外):

①《普陀区支持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申请表》（右上角加

盖财务三排章）；

②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③上级部门发布的相关申报通知、立项证明；

④项目申请书或与上级部门签订的项目任务书、项目合

同等；

⑤申报单位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⑥普陀区科技研发平台项目计划任务书、项目合同；

⑦申请政府专项资金项目信用承诺书（在信用普陀网上

上传）

（3）对经区科委认定的新建科技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可

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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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条件(除项目申请书规定外):

①依托单位应是工商税务注册登记在普陀区，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企业信用记录良好的企业；

②依托单位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上年度研发经费比例达

到主营业务收入的 5%左右.具有筹措资金的能力和信誉，有

一定的自有资金；

③平台实际运营地应在普陀区；

④平台符合生命健康产业导向，有明确的研发方向和研

发内容，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技术水平与能力，主导的技

术在行业内具备竞争优势；

⑤平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技术成果转化，人才引进培养、开放交流等技术或信息服务，

并带动区域企业集聚和上下游企业发展；

⑥平台具有高水平的技术带头人及结构合理、相对稳定

的技术研发和实施队伍；

⑦平台具备一定的科研试验条件和基础设施，有必要的

检测、分析、测试手段和工艺设备；

⑧平台建立了有效的投入机制、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

制定了明确的管理制度。

申报材料(除项目申请书规定外):

①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②申报单位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③普陀区科技研发平台项目申报书；

④申请政府专项资金项目信用承诺书（在信用普陀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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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

⑤项目申报书涉及内容的佐证材料。

（五）支持研发服务平台开放共享（责任单位：区商务

委）

鼓励本区实验室等功能性研发服务平台为本区企业提

供生命健康研发及生产的专业化服务，按认定实际服务额的

10%给予资助，年度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申报主体：研发服务平台

申报材料：

①服务合同；

②发票及银行转账记录；

③提供项目评估报告、审计报告、第三方测评报告等材

料，应包括成果名称、领域及分类、成果介绍等内容。

（六）支持医疗器械研发上市（责任单位：区商务委）

对取得Ⅱ、Ш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且获得市相关部门

立项的，按照市级资助金额给予配套支持，单个企业年度累

计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申报材料：

①市级批文；

②市级拨付凭证；

③《医疗器械注册证》。

（七）激励产学研医合作（责任单位：区商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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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联合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开展技术研发攻关，

经认定，按照项目研发投入 30%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资

助。

申报主体：

需由 1 家注册在区内的主体进行申报，其他单位在申报

表上盖章。

申报材料：

①申请立项（备案）的报告；

②项目合同;

③专项审计报告；

④专家验收评审报告；

⑤项目投入证明。

（八）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责任单位：区科委）

对获得 FDA、EMEA、WHO 等国际药品生产规范认证的；

对新药研究获得 FDA 突破性疗法（BDT）或再生医学先进疗

法（RMAT）资格认定的，获得 EMA 优先药物（PRIME）资格

认定的生物医药企业，获得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

展资金项目立项后，最高按 1:1 比例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区

级资金匹配。

按照《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专

项》执行。

（九）鼓励企业参办国际化论坛会展活动（责任单位：

区商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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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鼓励企业在本区举办有较大影响力的专业化、国

际化高端论坛等活动，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按照实际发生金

额的 50%，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资助。

申报材料：

①提前向区商务委申请备案。包括展会或论坛名称（涉

外展会需提供中英文名称），上级主管部门批文等佐证材料；

②展会或论坛活动总体方案（包括拟邀请的单位等）；

③经费预算方案（包括经费来源）；

④补助经费申请。需提供活动总结、经费决算等；

⑤其他相关材料。

（2）支持企业参加国际知名会展，经认定，按照注册

费、展位费、宣传推广费实际发生额的 50%，可给予最高不

超过 20 万元资助。

申报材料：

①提前 3 个月向区商务委提交参展申请。包括展会名称

（涉外展会需提供中英文名称）、展会级别佐证材料；

②展会结束 3 个月内递交补助经费申请，包括展会实际

发生费用汇总表及支付凭证等。

（十）支持绿色发展（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支持和指导生命健康研发项目完善环评手续，对微小

型、孵化类生物医药研发项目，在获得环评批文并完成验收

备案后，按照环评服务费用的 50%给予支持，最高 5 万元。

申报材料：

①资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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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环评技术服务合同、发票；

③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报告》；

④上海市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公示《验收报

告》的截屏材料；

⑤全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信息平台公示《验收

报告》的截屏材料；

⑥建设项目事后监察单（区环境执法大队提供）。

（十一）支持引进高层次人才（责任单位：区人社局）

对引进生命健康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知名或国内

顶尖高层次人才，或加快生命健康产业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

和紧缺急需人才，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申报认定：

①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等国内外顶尖人才，

给予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②引进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的高层次人才等，给予最高

不超过 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③引进入选省部级人才计划的高层次人才等，给予最高

不超过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④引进人才与申报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

同且工作满 1 年及以上，按照申报单位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

度给予奖励。

申报材料：

①申请报告:企业的基本情况，引进人才专业水平、管

理能力、工作业绩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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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普陀区生命健康产业高层次人才引进奖励申请表》；

③人才劳动合同、荣誉证书、相关工作业绩证明材料；

④人才本人在本市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证明；

⑤与申请条件相关的其他材料。

三、时间要求

申请资助的各项目，新引进企业指 2021 年 1 月 1 日后

注册在普陀的企业，各类项目应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后发生。

其他情况由相关领域区主管部门认定。

四、申报受理

符合条件的企业和机构，可以在项目申报指南规定的申

请期内向各重点地区投资促进分中心申请扶持。

（一）申报受理

1、申报时间
申报领域 序号 申报事项 申报时间 实施部门

优质企业落户
1 开办费 3 月份、7月份 区投促办

区商务委2 租房、购房补贴 3 月份、7月份

研发创新型企业集

聚

3 研发服务外包（CRO）、研发生

产外包（CMO、CDMO）等研发创

新型重点企业研发费用支持。

3 月份、7月份

区商务委

区投促办

区科委

规模化发展 4 主营收入首次突破奖励 3月份 区商务委

研发服务平台建设 5
建设研发服务平台资助 7月份

区科委

区商务委

研发服务平台共享 6 研发服务平台提供服务资助 3 月份、7月份 区商务委

医疗器械研发上市
7 市级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

立项资金配套
市认定后

区商务委

产学研医合作 8 联合开展技术研发攻关资助 3 月份、7月份 区商务委

企业国际化发展 9 张江专项区级匹配 待市发布通知 区科委

参办国际化论坛会

展

10 参办国际化论坛会展活动资助
3 月份、7月份

区商务委

绿色发展 11 环评服务费支持 3 月份、7月份 区生态环境局

引进高级人才 12 人才引进奖励 全年 区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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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受理：
受理单位 受理范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长寿投促中心
长寿街道、曹杨街道、宜川

街道
黄海荣 52920057 花溪路 430 号

长风投促中心 长风街道 董 敏 62237998—3103 云岭东路 89 号

真如投促中心
真如镇街道、石泉街道、甘

泉街道、万里街道
祝芙蓉 13761520753 铜川路 568 号 2 楼

长征投促中心 长征镇 吴奉頲 52585566 梅川路 1255 号

桃浦投促中心 桃浦镇 谭费文 52847135 武威路 789 号

（二）咨询联系人

（三）申报材料

1、《普陀区支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项目申请书》（详

见附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其他佐证材料。

（四）结果反馈

区商务委会同区相关领域主管部门按照《普陀区加快发

展生命健康产业实施意见（试行）》规定程序对申请资助项

目开展审核，经区政府同意后，由各重点地区投资促进分中

心向申报单位反馈申报结果。

五、附则

扶持对象应接受区生命健康产业扶持政策评审小组及

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各重点地区投资促进分中心应配合审

核小组做好项目管理服务工作。扶持对象如存在弄虚作假、

单位 联系人 咨询电话

区商务委 杜庆丰 52564588-7038

区科委 姚 亮 52564588-7164

区人社局 茅影逖 52564588-2532

区生态环境局 邬 弘 52564588-7649

区投促办 王俊杰 5282088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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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扶持资金，经查实立即取消一切扶持资格并追缴资金，

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并根据市有关规定纳入公共信用信息数

据平台。

本通知由区商务委会同区相关领域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附：1、普陀区支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项目申请书

2、普陀区生命健康产业高层次人才引进奖励申请

表

上海市普陀区商务委员会

2021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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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支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项目申请书

填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注册地址 证照编号

联系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职务 电 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年度总税/区税（万元）

银行账号 开户行

申请项目名称

项目基本情况

初审部门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小组

审核意见 （牵头单位代盖章）

审核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区领导审

核意见
分管区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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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生命健康产业高层次人才引进奖励申请表

（ 年）

申

请

企

业

情

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实际经营地址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E-mail

上年度总

税/区税（万元）
基本账户名

开户账号 开户银行

人才

类型

□ 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等国内外顶尖人才

□ 引进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的高层次人才等

□ 引进入选省部级人才计划的高层次人才等

引进

人才

情况

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各投

促分

中心

审查

意见

该企业 年度区级税收为 万元。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人才

服务

中心

初审

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

部门

复核

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区人

才办

审核

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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