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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行业领域单项冠军企业落户资助类
“免申即享”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及资助标准

《深圳市龙华区关于招大商招优商招好商的若干措施》

第四条 引进重点产业龙头企业。（五）引进细分行业领域单

项冠军。新引进的国家“单项冠军”示范企业、获得国家“单

项冠军”培育企业、“单项冠军”产品称号的企业，分别给

予一次性 500 万元、200 万元、200 万元的奖励。

二、“免申即享”条件

（一）2021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在龙华区依法注册登记、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商事登记地、税务登记地以及统计关系

均在龙华区。

（二）落户龙华区之日前两年内，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

1.获选国家“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称号；

2.获选国家“单项冠军”培育企业称号；

3.获选“单项冠军”产品称号。

（三）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

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免申即享”办理流程

（一）初步确定符合条件企业名单：龙华区投资推广和

企业服务中心发起主动审核，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的国家“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及“单

项冠军”产品称号企业认定结果，初步确定符合条件企业名

单。



- 2 -

（二）现场核查：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组织

两名以上人员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核实企业实

际经营情况。

（三）征求意见：由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提

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经有关部门界定属于严

重违法违规或者明确建议不予资助的，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

业服务中心将视情况予以采纳；相关部门未明确意见的，龙

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将按正常程序报批。

（四）推送“免申即享”信息：对符合条件的名单，由

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以系统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向符合

条件的对象推送“免申即享”信息。

（五）确认申领意愿：符合“免申即享”条件的对象在

收到相关通知后，按照相关指引在规定时间内确认申领意

愿，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在意愿确认时间结束后 5 个工作

日内将意愿确认情况统一归集。

（六）对外公示：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根据

申领意愿确认情况汇总形成拟资助名单，并将拟资助名单在

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

（七）资金拨付：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按有

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四、受理时间

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布的国家级“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单项冠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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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企业及“单项冠军”产品称号企业认定结果分批次办理，

集中审核。

五、附则

（一）本操作规程由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负

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与《深圳市龙华区招大

商招优商招好商的若干措施》一致，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

中心可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修订。

（二）企业应签署承诺书，需承诺在获得最后一笔专项

资金补助后三年内注册地、统计关系、纳税地不迁离龙华区，

并在龙华区正常生产经营，违反承诺的，应主动退回获得资

助金额。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采取不定期抽查方

式，对获资助企业异常情况进行排查。获资助企业存在弄虚

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查

实后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停止拨款、追回专项

资金、最长三年内不予受理专项资金申请等措施。

（三）本资助项目实行总量控制、自愿领取、政府决策、

社会公示，在每年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总预算内对各类项目

实施资助。若该项目审核资助金额超过项目预算总额，则实

际资助金额按比例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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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企业落户资助类“免申即享”
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及资助标准

《深圳市龙华区关于招大商招优商招好商的若干措施》

第四条 引进重点产业龙头企业。（五）新引进的国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省专精特新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20 万元奖励。

二、“免申即享”条件

（一）2021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在龙华区依法注册登记、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商事登记地、税务登记地以及统计关系

均在龙华区。

（二）自落户龙华区之日前两年度获选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或省专精特新企业的企业。

（三）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

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免申即享”办理流程

（一）初步确定符合条件企业名单：龙华区投资推广和

企业服务中心发起主动审核，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

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

布的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结果，初步确定符合条件企业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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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核查：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组织

两名以上人员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核实企业实

际经营情况。

（三）征求意见：由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提

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经有关部门界定属于严

重违法违规或者明确建议不予资助的，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

业服务中心将视情况予以采纳；相关部门未明确意见的，龙

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将按正常程序报批。

（四）推送“免申即享”信息：对符合条件的名单，由

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以系统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向符合

条件的对象推送“免申即享”信息。

（五）确认申领意愿：符合“免申即享”条件的对象在

收到相关通知后，按照相关指引在规定时间内确认申领意

愿，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在意愿确认时间结束后 5 个工作

日内将意愿确认情况统一归集。

（六）对外公示：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根据

申领意愿确认情况汇总形成拟资助名单，并将拟资助名单在

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

（七）资金拨付：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按有

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四、受理时间

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布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及广东省工业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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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厅公布的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结果分批次办理，集

中审核。

五、附则

（一）本操作规程由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负

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与《深圳市龙华区招大

商招优商招好商的若干措施》一致，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

中心可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修订。

（二）企业应签署承诺书，需承诺在获得最后一笔专项

资金补助后三年内注册地、统计关系、纳税地不迁离龙华区，

并在龙华区正常生产经营，违反承诺的，应主动退回获得资

助金额。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采取不定期抽查方

式，对获资助企业异常情况进行排查。获资助企业存在弄虚

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查

实后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停止拨款、追回专项

资金、最长三年内不予受理专项资金申请等措施。

（三）本资助项目实行总量控制、自愿领取、政府决策、

社会公示，在每年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总预算内对各类项目

实施资助。若该项目审核资助金额超过项目预算总额，则实

际资助金额按比例下调。



- 7 -

互联网企业落户资助类“免申即享”
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及资助标准

《深圳市龙华区关于招大商招优商招好商的若干措施》

第五条 重点引进数字经济优质企业。（二）重点引进互联网

企业。新引进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榜单”企业，给予一次性 300 万元的奖励。

二、“免申即享”条件

（一）2021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在龙华区依法注册登记、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商事登记地、税务登记地以及统计关系

均在龙华区。

（二）落户龙华区之日前两年内获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发

布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榜单”企业。

（三）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

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免申即享”办理流程

（一）初步确定符合条件企业名单：龙华区投资推广和

企业服务中心发起主动审核，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榜单”企业认定结果，初步确定

符合条件企业名单。

（二）现场核查：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组织

两名以上人员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核实企业实

际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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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征求意见：由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提

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经有关部门界定属于严

重违法违规或者明确建议不予资助的，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

业服务中心将视情况予以采纳；相关部门未明确意见的，龙

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将按正常程序报批。

（四）推送“免申即享”信息：对符合条件的名单，由

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以系统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向符合

条件的对象推送“免申即享”信息。

（五）确认申领意愿：符合“免申即享”条件的对象在

收到相关通知后，按照相关指引在规定时间内确认申领意

愿，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在意愿确认时间结束后 5 个工作

日内将意愿确认情况统一归集。

（六）对外公示：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根据

申领意愿确认情况汇总形成拟资助名单，并将拟资助名单在

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

（七）资金拨付：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按有

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四、受理时间

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布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榜单”企业认定结果分

批次办理，集中审核。

五、附则

（一）本操作规程由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负

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与《深圳市龙华区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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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招优商招好商的若干措施》一致，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

中心可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修订。

（二）企业应签署承诺书，需承诺在获得最后一笔专项

资金补助后三年内注册地、统计关系、纳税地不迁离龙华区，

并在龙华区正常生产经营，违反承诺的，应主动退回获得资

助金额。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采取不定期抽查方

式，对获资助企业异常情况进行排查。获资助企业存在弄虚

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查

实后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停止拨款、追回专项

资金、最长三年内不予受理专项资金申请等措施。

（三）本资助项目实行总量控制、自愿领取、政府决策、

社会公示，在每年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总预算内对各类项目

实施资助。若该项目审核资助金额超过项目预算总额，则实

际资助金额按比例下调。



- 10 -

数字文化产业企业落户资助类“免申即享”
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及资助标准

《深圳市龙华区关于招大商招优商招好商的若干措施》

第五条 重点引进数字经济优质企业。（五）重点引进数字

文化产业企业。对新引进的商务部发布的“国家文化出口重

点企业目录”文化企业，给予一次性 200 万元的奖励；对新

引进的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布的“深圳文化企业

100 强”文化企业，给予一次性 100 万元的奖励。

二、“免申即享”条件

（一）2021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在龙华区依法注册登记、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商事登记地、税务登记地以及统计关系

均在龙华区。

（二）落户龙华区之日前两年内获选商务部发布的“国

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文化企业或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发布的“深圳文化企业 100 强”文化企业。

（三）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

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免申即享”办理流程

（一）初步确定符合条件企业名单：龙华区投资推广和

企业服务中心发起主动审核，根据国家商务部发布的“国家

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文化企业和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发布的“深圳文化企业 100 强”文化企业认定结果，初

步确定符合条件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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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核查：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组织

两名以上人员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核实企业实

际经营情况。

（三）征求意见：由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提

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经有关部门界定属于严

重违法违规或者明确建议不予资助的，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

业服务中心将视情况予以采纳；相关部门未明确意见的，龙

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将按正常程序报批。

（四）推送“免申即享”信息：对符合条件的名单，由

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以系统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向符合

条件的对象推送“免申即享”信息。

（五）确认申领意愿：符合“免申即享”条件的对象在

收到相关通知后，按照相关指引在规定时间内确认申领意

愿，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在意愿确认时间结束后 5 个工作

日内将意愿确认情况统一归集。

（六）对外公示：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根据

申领意愿确认情况汇总形成拟资助名单，并将拟资助名单在

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

（七）资金拨付：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按有

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四、受理时间

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根据国家商务部发布

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文化企业和深圳市文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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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旅游体育局发布的“深圳文化企业 100 强”文化企业认定

结果分批次办理，集中审核。

五、附则

（一）本操作规程由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负

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与《深圳市龙华区招大

商招优商招好商的若干措施》一致，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

中心可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修订。

（二）企业应签署承诺书，需承诺在获得最后一笔专项

资金补助后三年内注册地、统计关系、纳税地不迁离龙华区，

并在龙华区正常生产经营，违反承诺的，应主动退回获得资

助金额。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采取不定期抽查方

式，对获资助企业异常情况进行排查。获资助企业存在弄虚

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查

实后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停止拨款、追回专项

资金、最长三年内不予受理专项资金申请等措施。

（三）本资助项目实行总量控制、自愿领取、政府决策、

社会公示，在每年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总预算内对各类项目

实施资助。若该项目审核资助金额超过项目预算总额，则实

际资助金额按比例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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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企业落户资助类“免申即享”
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及资助标准

《深圳市龙华区关于招大商招优商招好商的若干措施》

第七条 引进优质服务业企业。（二）引进电子商务企业。新

引进的商务部发布的“数字商务企业名单”企业，给予一次

性 200 万元的奖励。

二、“免申即享”条件

（一）2021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在龙华区依法注册登记、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商事登记地、税务登记地以及统计关系

均在龙华区。

（二）落户龙华区之日前两年内获选商务部发布的“数

字商务企业名单”企业。

（三）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

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免申即享”办理流程

（一）初步确定符合条件企业名单：龙华区投资推广和

企业服务中心发起主动审核，根据国家商务部发布的“数字

商务企业名单”企业认定结果，初步确定符合条件企业名单。

（二）现场核查：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组织

两名以上人员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核实企业实

际经营情况。

（三）征求意见：由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提

出拟资助名单，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经有关部门界定属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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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违法违规或者明确建议不予资助的，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

业服务中心将视情况予以采纳；相关部门未明确意见的，龙

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将按正常程序报批。

（四）推送“免申即享”信息：对符合条件的名单，由

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以系统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向符合

条件的对象推送“免申即享”信息。

（五）确认申领意愿：符合“免申即享”条件的对象在

收到相关通知后，按照相关指引在规定时间内确认申领意

愿，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在意愿确认时间结束后 5 个工作

日内将意愿确认情况统一归集。

（六）对外公示：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根据

申领意愿确认情况汇总形成拟资助名单，并将拟资助名单在

龙华政府在线等网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

（七）资金拨付：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按有

关规定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四、受理时间

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根据国家商务部发布

的“数字商务企业名单”企业认定结果分批次办理，集中审

核。

五、附则

（一）本操作规程由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负

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与《深圳市龙华区招大

商招优商招好商的若干措施》一致，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

中心可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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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应签署承诺书，需承诺在获得最后一笔专项

资金补助后三年内注册地、统计关系、纳税地不迁离龙华区，

并在龙华区正常生产经营，违反承诺的，应主动退回获得资

助金额。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采取不定期抽查方

式，对获资助企业异常情况进行排查。获资助企业存在弄虚

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龙华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查

实后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停止拨款、追回专项

资金、最长三年内不予受理专项资金申请等措施。

（三）本资助项目实行总量控制、自愿领取、政府决策、

社会公示，在每年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总预算内对各类项目

实施资助。若该项目审核资助金额超过项目预算总额，则实

际资助金额按比例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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