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政策申报指南
（2022 年版）

申报资格：
1、在东湖高新区办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公司正常经营纳税，经营行为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2、重点支持互联网+、物联网+、软件及信息服务等为代表的“四新经济”。
3、本次申报针对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已发生且符合规定的相关事项，其他政策已支持的事项不得重复申报。
4、同一企业因同样或类似原因可同时享受高新区多项政策时，按从高不重复原则落实。
5、单个企业同一年度因本政策享受各类补贴、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6、享受本政策的支持对象应承诺至少 5 年内不迁离东湖高新区、不改变在东湖高新区的纳税义务、不减少注册资本，如违反,承诺退回已给予的所有支持。
7、采取“一事一议”办法支持的企业不再享受本政策。
共性申报材料：
1、承诺书。
2、资金申请报告。
3、工商营业执照。
4、2021 年度完税证明。
5、2021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6、企业相关资质、获奖证明及媒体宣传等资料。
各申请项目附加申报材料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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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编号

A01

编号

资助事项

对应用场景建设
给予房租补贴

资助事项

支持标准和方式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

按实际租金的 50%给予房租补贴，补
贴 标准不超 过 70 元/平方米 /月 ，补
贴总面积不超过 300 平方米。事后一
次性支持。

1、申报主体需拥有 100 名及以上员工。
2、申报项目需为建成或在建项目，在建项目应
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3、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线下实体店、体验店
等形式。

1、2021 年 12 月份的在职员工社保证明（100
名及以上）。
2、位于高新区范围内的应用场景（实体店、
体验店等形式）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加盖公
章）及发票、现场图片。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

B02

对其自用 办公场所租金给予补贴，补贴
对准独角兽企业， 面积最高不超过 3000 平方米，补贴金额
给予房租补贴。
最高不超过 70 元/平方米/月。事后一次
性支持。

1、申报 主体需为上 一 轮融资达 5000 万元且
估值达 5 亿元的互联网企业 ，或互联网上市
企业。
2、申报主体需拥有 30 名及以上员工
4、第 一年 （初 次起租日起 12 个月 ）人均面
积最高不超过 25 平方米，第二、三年（13-36
个月）人均面积最高不超过 15 平方米。
3、一个融资达标主体按一个企业总部（区域
总部）申报房租补贴。

1、房屋租赁合同。
2、房租发票。
3、2021 年 12 月份的在职员工社保证明（不少
于 30 人）。
4、投资协议（在协议中标 注出显示融资和估
值的部分）。
5、实际到款证明（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B03

对 其通勤 车 给予 50%租赁费用补贴 ， 单
个企业年补贴 金 额最高不 超过 100 万
元。
对自用办公场所租金进行补贴，补贴面
积最高不超过 3000 平方米，补贴金额最
高不超过 35 元/平方米/月。
事后一次性支持。

1、申报主体注册地址需在 武 汉 软件新城或
数字经济产业园内。
2、申报主体需拥有 30 名及以上员工
3、第 一年 （ 初次起租日起 12 个 月） 人均面
积最高不超过 25 平方米，第二、三年（13-36
个月）人均面积最高不超过 15 平方米。

1、房屋租赁合同。
2、房租发票。
3、2021 年 12 月份的在职员工社保证明（不少
于 30 人）。
4、与服务方签订的通勤车租赁合同及发票。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房 租
通勤
补贴
对入驻武汉软件
新城、数字经济产
业园的企业，给予
入驻补贴。

支持标准和方式
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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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编号

C04

资助事项

带宽资费补贴。

支持标准和方式
给予年宽带资费 50%补贴，单个企业
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事
后一次性支持。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
1、互联网接入服务协议合同（如是长期合作

1、宽带需为自用，且单条带宽在 100M 以上。 无续签合同，请出具加盖公章的说明）。
2、年宽带费用应不低于 5 万元。

2、服务收费发票。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1、云服务合同（如是长期合作无续签合同，

C05

云服务资费补贴。

信息
类服
务补
贴

1、申报主体年服务费用应不低于 5 万元。

请出具加盖公章的说明）。

对使用经认定的高新区内云计算服

2、单轮融资达 500 万、估值达 5000 万及以

2、云服务消费账单。

务的互联网企业，按实际费用的 50%

上且融资主体在高新区的申报企业，按照每

3、云服务发票。

给予补贴，单个企业年补贴金额最高

人每 年 不高 于 4000 元的标准给予云服务补

4、2021 年 12 月在职员工社保证明。

不超过 100 万元。事后一次性支持。

贴 ； 其它申报企业 ，按 照每人每年不高于

5、达到融资标准的企业需提交投资协议、资

2000 元的标准给予云服务补贴。

金到账证明。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1、网络信息安全服务提供方的工商营业执照

对使用高新区内网络信息安全企业
C06

网络信息安全服务
补贴

相关服务的企业，对其服务费用的
50%给予补贴，每家企业年补贴金额
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事后一次性支
持。

1、申报主体年服务费用应不低于 5 万元。

（如是长期合作无续签合同，请出具加盖公章

2、网络信息安全服务提 供 方需为注册在东

的说明）。

湖新技术开发区内的独立法人。

2、网络信息安全服务提供方在 2021 年 12 月

3、网络信息安全服务提供方需拥有 100 名

的在职员工社保证明（不少于 100 人）

及以上员工。

3、网络信息安全服务合同
4、网络信息安全服务发票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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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编号

D07

资助事项

新增人员补贴

支持标准和方式
给予新增人员 3000 元/人的培训补贴
（ 单个企业每年申请人 数 最高不超
过 500 人）。事后一次性支持。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

1、在职 员 工 社 保 证明 （ 2021 年 1 月 、 12
月两个时间点）。
互联网企业。
2、培训证明材料。
2、申报主体新增人员应不低于 30 人。
以上申报材 料 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按 序上
3、申报主体每年申请人数最高不超过 500 人。 传。
1、申报主体为拥有 100 名及以上员工规模的

1、保险服务机构在高新区注册的工商营业

人员
补贴

执照。

D08

员工商业保险补贴

按照每人每年保费的 30%，最高每人
每年 100 元的资金标准给予补贴。事
后一次性支持。

1、申 报主体 需与在高新 区设立有 子 或分 公司
的保险服务机构签订服务合同。
2、年服务费用应不低于 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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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企业 2021 年 12 月的在职员工社保
证明。
3、保险服务合同。
4、保险服务发票。
以 上申报材 料 均 需加 盖企 业 公章 ， 按 序上
传。

板块

编号

E09

资助事项

新晋 、 迁入独角兽企
业奖励

独角
兽企
业奖
励
E10

独角兽企业高管激励

支持标准和方式
对新晋为独角兽的互联网企业，给予
500 万元奖励。
对将总部迁入高新区的互联网独角
兽企业，按公司总部完成注册，并在
职员工社保人数达到 100 人后，拨付
200 万元；公司完成注册满 12 个月，
并年度整体营收和纳税额的 70%以上
迁入高新区后再拨付 300 万元。

对独角兽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按其年
薪的 一定 比例给 予最 高 15 万 元的激
励。事后一次性支持。
个人年薪 40-60 万元的，按年薪的 7%
给予激励；
个人年薪 60-80 万元的，按年薪的 8%
给予激励；
个人年薪 80-100 万元的 ， 按年薪的
9%给予激励；
个人年薪超过 100 万元的，按年薪的
10%给予激励。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

1、独角兽企业是指 入选最新一 期 长 城战略咨
询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的企业。
2、企业总部是指融资及上市主体公司。其中，
企业总部证明材料（融资到账证明等）。
VIE 架构的企业总部是指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商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独资企业（WFOE）。
3、对 曾入 选 《中 国独角兽企业 研 究报告 》，
后成功上市的企业，仍适用本政策。
1、独角兽 企业是指 入选最新一 期 长 城战 略咨
询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的企业。
2、企业总部是指融资及上市主体公司。其中，
VIE 架构的企业总部是指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商
独资企业（WFOE）。
3、单个申报主体申报的 高级管理人员人数 不
超过 10 人。
4、高 级管理人员 是指与所 属互联网 企业签 订
劳动合同，且在东湖高新区实际工作、缴纳社
保和个人所得税。
5、个 人年 薪是指所属企业 （申报主体） 以货
币形式支付的税前劳动报酬，不含股权分红、
债券期权的现金价值及福利费用等。
6、对 曾入选 《中 国独角兽 企业研究 报告 》，
后成功上市的企业，仍适用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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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总部证明材料（融资到账证明等）。
2、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聘书以及与所
属企业的劳动合同复印件）、薪资发放明细、
社保缴纳凭证、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等。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板块

编号

国家
级示
范
（百
强）
奖励

F11

板块

编号

行业
协会
运营
经费
补贴

G12

资助事项

支持标准和方式

对 当年新获批国家电 子 商务示范基
地、电子商务示范企业、新型信息消
国家级示范（百强） 费示范项目及入选中国软件企业百
奖励
强、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的企业，给
予 100 万元的奖励，对再次获批或入
选的给予 20 万元奖励。

资助事项

行 业 协会运营 经费
补贴

申报条件

申报主体为在东湖高新区办理工商注册、税
务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支持标准和方式
为进一步完善产业服务软环境，充实
武 汉东 湖新技 术 开发 区互 联网行业
协会服务职能，每年给予协会专项经
费 50 万元 ， 用于支持人员劳务 、 产
业研究、技术创新、市场推广、培训
交流等。

申报材料

无需申报材料。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

由武 汉东 湖新技 术 开发区互联网行业协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及年度经费支出情况。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申请。

板块

编号

各类
活动
运营
补贴

H13

板块

编号

科
媒
记
站
租
贴

技
体
者
房
补

I14

资助事项

支持标板块
准和方式

各类活动运营补贴

对拥有 100 名及以上员工规模的互联
网企业，在高新区举办各类产品发布
会活动的 ， 按照活动场地 租 赁费用
50%、宣传费用 30%给予补贴，单个申
报主体 年补贴 总金 额 最高不 超过 20
万元。

资助事项

支持标准和方式

科技媒体记 者 站房
租补贴

对在高新区内设立记者站的知名科
技媒体给予房租补贴，补贴面积每年
不超过 100 平方米，补贴金额每年不
超过 70 元/ 平方 米 /月 。 给予事 后 一
次性补贴。

申报条件

申报主体拥有 100 名及以上员工的互联网企
业。

申报材料

1、2021 年 12 月在职员工社保证明。
2、活动场地租赁、宣传服务合同及发票。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

申报主体为在东湖高新区办理工商注册、税

1、申报主体主要新闻产品在“西瓜数据”上
指数大于 400 的截图。
2、房屋租赁合同及发票
3、2021 年在职员工社保证明。

务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板块

资助事项
板块

编号

支持标准和方式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
1、互联网+示范应用项目申报书（见附件，
盖公章后扫描形成 1 个 PDF 文件上传）。
2、项目应用相关场景、经济效益、媒体报道
等证明材料。

互联
网 +
应用
示范
项目

J15

互联网+示范应用
项目

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碳中和、
5G、区块链、新零售等领域择优重点
支持一批“互联网+”示范应用项目。 所申报项目应是建成或在建项目，在建项目
对项目投入在 200 万元及以上的，经 应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项目实施周期：2021
评估后，按最高不超过实际投入资金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30%的标准进行后补助， 单 个 企业补
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3、项目的专项审计报告（申报项目入选公示
名单后提交）。
4、本项补贴采取专家评审择优支持，可选择
提供其他支撑材料，如企业相关资质（高新
技术企业、瞪羚企业或国家部委认定的其他
资质，其他不提供）、融资证明、发明专利
及软件著作权证明、参与省部级行业标准制
定证明、企业获得相关人才支持证明（“千
人计划”、“百人计划”、黄鹤英才、3551
人才）。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附件一:
在职员工社保证明例图
申报单位登录“武汉市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单位）”，
将以下两张例图（截图）保存为一个 PDF 格式文件上传，文件
名称为“XXX 公司 202001-202012 在职员工社保证明”。

在“单位网上业务”--“单位网申综合查询”--“单位应收
账查询”页面中，查询“险种类型：基本养老”、“台账日期
（2021 年 1 月到 2022 年 12 月）”，截图保存（上图所示，截
图范围不可小于示图范围）。

在“单位网上业务”--“单位网申综合查询”--“单位社会
保险参保缴费情况查询单”页面中，查询的参保缴费情况，截
图保存（上图所示，截图范围不可小于示图范围）。

附件二:
云服务月消费记录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