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鼓励外商投资奖励办法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解决吸引外资“盲点”

“痛点”“难点”促进外资增长的意见》（云政发〔2019〕20

号）文件要求，鼓励外商投资云南，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奖励对象  

在云南省内完成企业登记注册和税务登记，符合产业政策导

向，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依法经营的外商投资企

业。  

第二条 奖励标准  

(一)外资新项目  

年实际利用外资 3000 万美元（含）以上的新项目，省财政按

项目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2%的比例（折合人民币）予以奖励，

最高奖励 5000万元人民币。  

(二)外资增资项目  

年实际利用外资 1000 万美元（含）以上的增资项目，省财政

按项目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2%的比例（折合人民币）予以奖

励，最高奖励 5000万元人民币。  

第三条 申报条件  



（一）外资新项目和外资增资项目是指 2019年 1月 1 日后新

登记注册和新增注册资本金的外商投资项目，设立时间及增资时间

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时间为准，不含住宅房地产、金融业

及类金融业项目。  

（二）合资企业的新项目和增资项目，以外方股东的投资额为

准，中方股东投资额不纳入奖励范围。  

（三）年实际利用外资指企业在一个会计年度内（1月 1日-

12 月 31日）到位并已纳入省商务厅统计输机的实际利用外资，不

含外方股东贷款。  

（四）同一投资主体在我省投资的不同项目可视为一个项目，

其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由该投资主体不同项目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加和

计算，并由该投资主体选择其中一家在我省注册投资企业作为奖励

申报企业申报奖励。  

（五）申报奖励的外资企业经营行为必须合法合规，在产品安

全、企业诚信、缴纳税收、环境保护、金融监管等方面无不良记

录。  

第四条 申报材料  

（一）《云南省引进重大外资项目奖励资金申报表》，内容包

括项目单位基本情况、项目利用外资规模以及申报企业申报承诺

等，需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  



（二）申报企业批准文书复印件:外商投资企业批准文书(或外

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备案回执)、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三）由具备法定资质的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申报年度验

资报告的复印件。  

（四）申报年度实际外资到资证明的复印件(任一即可):外汇

主管部门业务登记凭证、银行入账业务回单、银行收汇客户回单等

法律认可的入资证明。  

（五）同一主体投资不同项目，需提供投资主体与各项目之间

的股权关系等证明材料。  

第五条 申报时间  

奖励金申报时间为 1月 1 日至 3 月 1 日。  

第六条 申报程序  

（一）网上申报。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按照网上申报要求，

登录阳光云财一网通网站（网址：

http://222.172.224.40:8080），进行注册、申报。  

（二）州市初审。企业开展网上申报的同时，向所属州、市投

资促进部门提交纸质申报材料一式四份，纸质申报材料与网上录入

的申报内容必须一致。州、市投资促进部门会同当地商务、市场监

管、外汇管理等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核实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和真实性，将审核意见连同企业提交的基础材料一式三份，于网上

申报截止后 7个工作日内报送至省投资促进局。  

（三）省级部门审核。州市初审后，由省投资促进局组织第三

方机构或专家对项目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资料的完整性等

进行复审，并根据州市投资促进部门初审及第三方机构复审意见，

会同省商务、市场监管、外汇管理等部门进行最终审核，审核结束

后，在阳光云财一网通网站对审核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7

日。对公示有异议的项目，由省投资促进局会同相关部门调查核

实，核实后符合条件的予以奖励。不符合条件的，取消申报资格，

不予奖励。  

第七条 资金拨付  

省投资促进局依据审核及公示结果，拟定奖金拨付申请报省财

政厅，经省财政厅审核后，在 7 个工作日内将奖励金拨付省投资促

进局，由省投资促进局将奖励金拨付受奖企业，并在奖金拨付后的

7 个工作日内，将办理结果进行公开，受奖企业需在接受奖金后 5

个工作日内向省投资促进局开具收款凭据。  

第八条 监督管理  

（一）享受本办法政策规定奖励的企业需承诺 5年内不迁离云

南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任

何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财政奖励资金的企业，一经查处，限期收回



奖励资金，记入企业信用信息档案，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涉嫌

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营私舞弊、

弄虚作假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二）省投资促进局牵头做好项目跟踪服务工作，督促企业项

目所在地政府积极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问题。  

（三）年度终了两个月内，受奖企业应将项目建设及经营情况

报省投资促进局。  

（四）受奖企业应按相关要求配合省投资促进局做好奖金绩效

评价相关工作。  

第九条 附则  

（一）奖励实施年限为 2020年—2023 年，分别兑现 2019年

—2022年实际到位外资奖金。  

（二）本办法由省投资促进局会同省财政厅负责解释,并根据

执行情况适时进行修订。  

  



云南省引进重大外资项目奖励资金申报表  

 

企业名称  

（盖章）  
   项目类别  新设项目□  增资项目□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项目地址     

设立时间     所属行业     

注册资本            美元  
外资股比及金

额  

外资股

比   %，     美元  

本年度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  

           美

元  
到资时间     

企业账户信息     

投资者信息     

经营范围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申报企业声明：  

    本人谨代表申报企业做出声明，完全明白云南省引进重大外资项目奖

励资金有关规定及本申请书表格内的所有内容，且承诺五年内不迁离云南或

减少注册资本。本人确认，本企业所提供的各项申请材料和本申报表中的内

容，均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本企业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报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须知  

   

1.项目类别在新设项目、增资项目选择打√。  

2.所属行业需要填写企业主营行业，行业名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填写规范名称。  

3.企业账户信息需要填写开户银行、户名、账号等信息。  

4.投资者信息需要填写外方投资者名称、国别（地区），如有多个投资者，可以分

条填写。  

5.年度实际使用外资是指符合前文规定的年度实际外资到资额，如有不同的出资方

式或不同的出资时间，可分条填写。  

   

   

   

   

   

  



云南省各州市投资促进局联系方式  

  序

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1  
昆明市投资促

进局  

昆明市呈贡新区锦绣大街 1号级行政

中心 3号楼 5 楼  

0871-63132132  0871-

63133053  

2  
昭通市投资促

进局  

昭通市昭阳区凤霞路 106号（市级行

政办公区）4 号楼  

0870-3188123  0870-3188123  

3  
曲靖市投资促

进局  

曲靖市文昌街 78 号  0874-3124477  0874-3124477  

4  
玉溪市投资促

进局  

玉溪市红塔区秀山西路 7号（市人民

政府办公大楼）13楼  

0877-2667999  0877-2668511  

5  
保山市投资促

进局  

保山市隆阳区永昌传媒中心二号楼 A

座 14层  

0875-2207288  0875-207169  

6  
楚雄州投资促

进局  

楚雄市团结路 198 号  0878-3396601  0878-3390206  

7  
红河州投资促

进局  

红河州蒙自市州级行政中心 C区 125

室  

0873-3732756  0873-3993758  

8  
文山市投资促

进局  

文山市七花北路 112号  0876-2138667  0876-2138667  

9  
普洱市投资促

进局  

普洱市行政中心  0879-2148349  0879-2144201  

10  
西双版纳州投

资促进局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民航路 34号  0691-2190079  0691-2138735  

11  
大理州投资促

进局  

大理海东行政中心政府大楼 3楼  0872-2125355  0872-2125355  

12  
德宏州投资促

进局  

德宏州芒市大街 14号  0692-2215318  0692-2215318  

13  
丽江市投资促

进局  

丽江市古城区太和路无线电管委会大

楼内  

0888-5192222  0888-5192222  

14  
怒江州投资促

进局  

怒江州行政中心第三办公区（向阳南

路 63号 ）  

0886-3888206  0886-3888209  

15  
迪庆州投资促

进局  

迪庆州政府 1 号楼 2楼  0887-8825987  0887-8825987  

16  
临沧市投资促

进局  

临沧市临翔区沧江路 125号  0883-2138622  0883-2138622  

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