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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宝山邮轮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更好地引领中国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邮轮产业政策

创新，推动宝山迈向更富魅力的国际邮轮之城，打造千亿规模邮

轮产业集群，推动建设首个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特提出如

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

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及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

略，落实“三大任务”、打响“四大品牌”、强化“四大功能”、

推进“五个中心”要求，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以“打

造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为目标，聚焦关键领域和关

键环节，综合施策，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邮轮企业集聚高

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邮轮母港运营高地、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

邮轮产业集群高地、具有魅力和活力的区港联动示范高地以及具

有最高服务水平的营商环境高地。

二、基本原则

坚持制度创新，强化政策引导。践行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

区的创新使命，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引领中

国邮轮经济创新发展。

坚持功能完善，打造产业集群。推进产业链不断延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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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企业加快发展，持续增强示范带动效应，加快形成产业集群，

有效提升邮轮经济发展能级。

坚持区港联动，推进城市更新。对标上海卓越全球城市定位，

全面推进邮轮经济发展和邮轮滨江带建设，加快实现从“邮轮码

头”到“邮轮港”再到“邮轮城”的联动发展。

坚持质量引领，提升服务品质。为邮轮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

体验，为邮轮企业提供更优的发展环境，积极建立标准体系，着

力打造服务品牌。

三、政策措施

（一）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邮轮企业集聚高地

加大邮轮企业总部落户支持力度，引导邮轮企业总部向宝山

集聚，打造服务体系完善、政策优势明显的邮轮企业总部基地。

1、对落户宝山的邮轮产业相关公司地区总部或总部型机构、

外资研发中心，经认定，按照《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

部的规定》、《上海市鼓励跨国地区总部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

办法》等有关政策给予奖励扶持。

2、对落户宝山的邮轮产业民营企业总部，经市商务委认定

民营企业总部，给予 300 万元的资金支持；经市商务委认定民营

企业总部型机构，给予 200 万元的资金支持。

3、对不完全符合上海市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认定条件，但实

际具备地区总部职能的邮轮产业相关公司总部或运营中心等机

构，经认定，按照不同等级，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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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落户宝山的邮轮产业相关公司总部，经认定，首次在

宝山购置自用办公用房的，按照不超过实际购房总价的 10%给予

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600 万元；首次在宝山租赁自用办公用

房的，根据实际租赁面积，按照不超过年租金的 60%给予一次性

补贴，最高不超过 600 万元。

5、对其他邮轮产业相关企业，经认定，首次在宝山购置自

用办公用房的，按照不超过实际购房总价的 5%给予一次性补贴，

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首次在宝山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根据实

际租赁面积，按照不超过年租金的 60%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

超过 500 万元。

（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邮轮母港运营高地

对标世界一流邮轮母港，深化与世界主要邮轮公司合作，强

化邮轮运营能力提升，打造世界一流邮轮母港。

6、对邮轮公司在邮轮旅游淡季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为母港

运营的邮轮按以下标准给予奖励：最大载客量在 4000 人以上的

邮轮每航次奖励 2 万元，最大载客量在 2500-4000 人之间的邮轮

每航次奖励 1.5 万元，最大载客量小于 2500 人的邮轮每航次奖

励 1 万元。

7、对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为母港且连续两年运营母港航次

在 80 航次以上的邮轮公司，从第二年起按以下标准给予奖励：

首先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同时按照就高不兼得的原则，航

次较上一年增加 0-10%（含）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较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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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10%-30%（含）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较上一年度增

加 30%-60%（含）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较上一年度增加

60%-100%（含）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80 万；较上一年度增加 100%

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 万。

8、对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为母港、单船全年运营母港航次

在 30 次及以上，且母港邮轮数比上一年度有所增加的邮轮公司，

每增加 1 艘邮轮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如新增的邮轮是首次

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为母港运营的邮轮，则额外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

9、对邮轮公司新开发的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为母港的邮轮

航线，且当年累积运营不低于 10 个航次的，经认定，给予邮轮

公司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10、对组织入境非大陆游客的邮轮公司给予每航次每人 10

元奖励，对于年度累计组织输送入境游客达到 2.5 万人次以上的

邮轮公司，额外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奖励。

11、对组织达到一定数量的游客到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乘邮轮

且入住宝山区内符合条件的宾馆酒店 1 晚以上的企业和组织，经

审核，视其入住酒店的价格水平，分别给予 20-50 元/人次不等

的奖励。

12、对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展母港邮轮航线，并购买“邮

轮取消延误综合保险”的邮轮公司，按照企业实际支付保险费用

的 5%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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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对以宝山为邮轮物资配送中心的邮轮公司，经认定，按

在中国采购货物的总价值进行奖励。业务范围为上海地区的,在

中国年采购货物的总值在 6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按超出部分

总货值的 2%给予奖励；根据配送区域货值占比的不同，经认定，

供应货物辐射中国、亚洲其他港口的，奖励比例按每档次各提高

0.5%，最高奖励每家邮轮公司全年不超过 100 万元。

14、对于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展国际货柜转运业务的邮轮

公司，全年货柜量在 50 只以上（含）-100 只以下的邮轮公司，

给予每年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全年货柜量在 100 只以上（含）

-200 只以下的邮轮公司，给予每年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全年货

柜量在 200 只以上（含）的邮轮公司，给予每年一次性奖励 40

万元。

15、鼓励深化邮轮船票试点，对落户宝山的船票平台运营单

位投入的公共性运维、宣传等服务性支出，采取一事一议，给予

资金扶持。

16、对进行受电设施改造且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成功使用岸

电的邮轮，经认定，给予 10%的改造费用补贴，每艘邮轮补贴最

高不超过 60 万元。

17、对支持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提升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运营水平，保障大型邮轮顺利靠泊、提高邮轮游客满意度

的口岸联检及保障部门，给予适当奖励。

（三）打造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邮轮产业集群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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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新引领，做强邮轮制造产业，着力打造邮轮建造配套

产业集群，提升邮轮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能力，加快形成新动能。

18、对落户宝山的企业开展邮轮船级认证给予扶持。企业自

主开发的邮轮设计项目通过船级社原则性认证的，按照支付给船

级社总费用的 25%，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给予扶持。其中项目完

成预审给予扶持额度的 50%，取得船级社原则性认证证书给予

50%。

19、对落户宝山的邮轮建造配套企业，开展船用设备指令

（MED）认证给予扶持。单个项目按其发生金额的 20%，最高不

超过 50 万元予以支持。

20、支持落户宝山的邮轮制造及配套企业开展技术改造。设

备投资额达到 500 万元及以上且形成先进生产能力的在建技改

项目，按项目设备固定资产投资的 10%给予资金扶持，最高不超

过 500 万元。

21、鼓励落户宝山的邮轮制造及配套企业进行产业创新。研

发项目按研发设备投入的 50%、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资金扶持；

中试线按设备投入的 30%、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资金扶持。

22、鼓励落户宝山的企业开展邮轮相关技术自主研发，对获

得省部级以上邮轮科技创新资金扶持的项目，按照项目在宝山的

投资总额，结合其产出水平，给予 5%-8%的补助。

23、鼓励落户宝山的邮轮制造及配套企业在宝山购买或租赁

厂房，其中，研发项目建筑面积达 150（含）平方米以上、中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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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筑面积达 300（含）平方米以上的，产业化项目建筑面积

达 500（含）平方米以上的，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500 元给予一

次性资金补贴，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

（四）打造具有魅力和活力的区港联动示范高地

立足沿江滨海协同创新带定位，结合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邮

轮城建设，对标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的建设标准和要求，优化提

升区港联动规划，打造更多眼前一亮的城市景观亮点及更多可供

市民休憩的生活岸线、生态岸线、景观岸线。

24.支持优化提升区港联动规划，鼓励立足产业发展需求、

游客服务需要，加快建设一批各具特色、功能互补的邮轮服务经

济园区、产业发展载体和休闲娱乐设施，建立若干邮轮服务经济

集聚发展高地，打造宝山城市形象新地标和功能提升新引擎。

25.支持推动“三游”经济发展，鼓励在邮轮产业发展的基

础上，积极发展游艇、游船、帆船项目，做好长三角一体化的水

上文章，打造独具魅力的邮轮滨江公共空间，让滨江地区更有活

力，更具魅力。

26.支持开展示范区公共空间统筹管理，对滨江公共空间开

放使用、公共空间品质维护、城市精细化管理研究给予扶持，力

争将滨江地区建设成为城市管理示范区。

（五）打造具有最高服务水平的营商环境高地

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持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营造更具吸引力的邮轮发展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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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支持落户宝山的邮轮产业相关企业制定标准和实施品牌

战略。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的

企业，经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或上海市标准化协会认定，并正式发

布后，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承担国

家级、上海市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

奖励 20 万元、15 万元。首次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产品的企业，

给予一次性 60 万元资金支持；首次荣获上海市质量标杆企业，

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首次荣获为上海市质量金奖的企业，

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资金支持；首次通过上海品牌认证产品（服

务）的企业，给予一次性 30 万元资金支持；首次列入上海市创

新产品目录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28、支持落户宝山的邮轮相关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对完成股

改，具备上市资格的企业，给予 100 万元中介费补贴；完成上市

辅导且材料已被正式受理的，给予 100 万元中介费补贴；成功上

市后，给予 100 万元奖励。上市后 3 年内，累计将直接融资额的

50%以上（含）用于本区产业投资，且投资额超过 1 亿元（含）

的，按照实际投资额的 2‰给予奖励，最高 100 万元。

29、对新引进的落户宝山并与邮轮相关的各类协会组织、研

究院所机构、交易服务机构、资格认证机构等功能性机构，经认

定，按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分别给予最高金额不超过 100 万

元、80 万元、30 万元的一次性投资奖励。

30、鼓励宝山区内各类载体推进专业化、主题化、品牌化邮

http://www.baidu.com/link?url=F_FV8KcYAI0uMM-QaJ03v6_Z6UfoyBSn1rr92E7ay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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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招商运营服务，根据运营绩效给予运营主体一定的资金支持。

每个载体原则上年度最高扶持资金不超过 500 万元。对为宝山邮

轮产业招商引资做出重大贡献的相关主体,经相关程序审定后给

予支持。

31、鼓励开展有较大影响力的邮轮重大活动、重大会议，并

实施清单化管理，对纳入清单的项目，按实际发生金额不超过

80%的比例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支持经区委、区政

府专项批准的重大活动，按区委、区政府批准的支持金额予以扶

持。

32、对落户宝山的邮轮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等核心团队成员，经认定，可优先享受宝山高层次人才专项激励、

安居资助、人才服务樱花卡等政策，其中，专项激励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安居资助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特别优秀的人才，可

不受限制，实行“一人一策、一事一议”。

33、支持鼓励各类专业化社会力量参与邮轮产业高层次人次

引进，对引进邮轮产业顶尖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的中介机构，

经认定，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加大对邮轮产

业人才的柔性引进力度，对柔性引进的邮轮产业人才，经认定，

给予资助，最高不超过 16 万元。

34、对落户宝山的邮轮企业和机构，支持其实施开展经主管

部门批准，且具有较强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的相关邮轮人才培

养载体的建设；对提升宝山邮轮产业人才综合能力有显著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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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相关产业培训项目，经认定，给予一次性资助，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35、支持开展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重大政策及规

划论证，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支持建立示范区发展年

度评估机制，出具年度评估报告，每年安排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支持建立邮轮行业统计体系，开展邮轮发展数据统计研究，每年

安排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四、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邮轮经济发展统筹协调机制，聚焦推动邮轮经济高质量

发展，推动产业政策创新，加强上下协同，形成工作合力，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打造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为各地提供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

（二）加强落实推进

相关政策依据《宝山区关于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 推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宝府规〔2020〕2 号）流程申

请，由宝山区滨江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统一受理（除人才类补贴

外），并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实施细则予以明确。

（三）加强资金保障

宝山区每年安排不少于 1 亿元用于支持邮轮经济发展。对经

宝山区委、区政府认定的对邮轮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的

事项，经批准，可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给予政策支持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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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扶持。

（四）加强监督管理

相关政策与宝山区其他各项政策按“从高不重复、单项不重

复”原则执行，并按照《宝山区关于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 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宝府规〔2020〕2号）要求，

开展管理监督及评估工作，也可根据工作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

协助开展初审工作。

本实施意见由宝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宝山区滨江开发

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自 2020年 5月 24日起实施执行，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关于加快宝山邮轮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宝发改规〔2018〕001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