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融合政策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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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办公 1 年及以上，正常经营纳税、纳入文化企业统计范围，经营行为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
2、重点支持创意设计、文化信息服务、文漫影游、教育出版、直播电竞、文化消费终端等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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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先支持规上文化产业企业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武汉城市形象和光谷文化的内容和产品。
5、同一企业法人或控股股东属于同一申报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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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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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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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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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2021 年度完税证明。
6、2021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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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资
质认定

编号

A01

资助事项

鼓励资质认定

支持标准和方式

附加申报材料

对上年度新取得的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摄制与发行公映，游戏作品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获得国家、省、市认可的
审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工程设计行业甲级，工程设计专业甲
登记机构出具的资质认定证书。
级， 工程设计 专项甲级等行业准入许可证，每取得 1 张许可证给予 5
其中，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摄制与发行公映许可证奖励需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提供认定证书和相关作品的著作权登记证；游戏作品审批奖
励需提供游戏作品审批文件和著作权登记证；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经营许可证、工程设计行业甲级、工程设计专业甲级、
对上年度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网络出 工 程设 计 专 项甲级 和工 程 设 计 综合 甲级 以首 次发证日期 为
版服务许可证、工程设计综合甲级等行业准入许可证，每取得 1 张许 准。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可证给予 50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2

板块

支持原
创 精品
生 产

编号

资助事项

B02

科技新媒体奖
励

B03

电影播出奖励

B04

电视剧播出奖
励

支持标准和方式

附加申报材料
1、本作品内容拷贝（若作品包含影音资料，待形式审查通过
对持续提供优质原创内容的科技新媒体经综合评价给予单个新媒体 10 后，于 4 月 30 日前将 U 盘拷贝的影音资料送到东湖高新区科
创局，地址：东湖高新区政务中心 2 号楼 4010 室）
万元奖励。
2、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科技新媒体包括 APP 应用、微信公众号、社区网站等，经综合评价后 3、作品获得的奖励奖项。
4、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的影响力证明。
对排名前 10 的科技新媒体予以支持。
5、权属证明。
事后一次性支持。
6、奖励期间本新媒体上阅读量前三的文章的全文截图。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1、本作品内容拷贝（若作品包含影音资料，待形式审查通过
后，于 4 月 30 日前将 U 盘拷贝的影音资料送到东湖高新区科
创局，地址：东湖高新区政务中心 2 号楼 4010 室）。
2、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3、作品获得的奖励奖项。
4、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的影响力证明。
院线电影
5、公映许可证。
电影票房（含网络付费）总额达到
6、与发行商和院线（互联网平台）签订的发行合同。
7、电影票房实际收入证明材料，包含收入发票、系统截图、
3000 万元以上（含）的优质电影，
银行往来凭证等。
按照票房收 入的 1%给予奖励 ，最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高不超过 100 万元。
1、本作品内容拷贝（若作品包含影音资料，待形式审查通过
后，于 4 月 30 日前将 U 盘拷贝的影音资料送到东湖高新区科
事后一次性支持。
创局，地址：东湖高新区政务中心 2 号楼 4010 室）。
网络付费平台指腾讯、爱奇艺、优 2、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3、作品获得的奖励奖项。
酷等。
4、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的影响力证明。
5、互联网平台分账合同及发票。
6、影片授权书。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1、本作品内容拷贝（若作品包含影音资料，待形式审查通过
后，于 4 月 30 日前将 U 盘拷贝的影音资料送到东湖高新区科
创局，地址：东湖高新区政务中心 2 号楼 4010 室）。
在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上星频道或国内知名互联网平台首次播出的 2、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精品电视剧，按照实际投资额的 2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3、作品获得的奖励奖项。
4、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的影响力证明。
事后一次性支持。
5、电视剧发行许可证。
6、在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上星频道、国内知名互联网平台
（腾讯、爱奇艺、优酷等）上线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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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

动画片精品奖
励

B06

电竞游戏、教育
出版作品奖励

7、电视剧投资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1、本作品内容拷贝（若作品包含影音资料，待形式审查通过
对在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含卡通上星频道）、国内知名互联网平 后，于 4 月 30 日前将 U 盘拷贝的影音资料送到东湖高新区科
创局，地址：东湖高新区政务中心 2 号楼 4010 室）
台首轮播出的原创精品动画按二维作品 1000 元/分钟、三维作品 1500
2、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元/分钟、VR/AR 作品 3000 元/分钟的标准给予奖励；同一产品在多个 3、作品获得的奖励奖项。
平台播出的，按从高不重复原则给予奖励，单个企业最高不 超过 100 4、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的影响力证明。
5、动画片发行许可证。
万元。
6、在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卡通上星频道、国内知名互联
事后一次性支持。
网平台（腾讯、爱奇艺、优酷等）上线合同。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1、本作品内容拷贝（若作品包含影音资料，待形式审查通过
后，于 4 月 30 日前将 U 盘拷贝的影音资料送到东湖高新区科
创局，地址：东湖高新区政务中心 2 号楼 4010 室）
2、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企业原创开发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秀游戏、教育出版作品等在互 3、作品获得的奖励奖项。
联网平台出版发行，按其出版发行首年度内作品营业收入 10％的比例 4、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的影响力证明。
5、作品审批文件。
给予原创开发企业奖励，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6、出版/发行/运营该作品的合同（协议）。
7、申请奖励项目首年度实际收入到账明细表、收入发票、系
统截图、银行往来凭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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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7

扶优做
强文化
品 牌

C08

C09

资助事项

支持标准和方式

附加申报材料

鼓励企业做大
规模

对于首次进入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统计范围且正常报送统计报表的
企业，给予 5 万元一次性奖励；
规上文化企业首次年营业收入达到 3000 万元的，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
奖励；
规上文化企业首次年营业收入达到 1 亿元的，给予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
规上文化企业首次年营业收入达到 5 亿元的，给予 30 万元一次性奖励；
规上文化企业首次年营业收入达到 10 亿元的，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奖
励；
企业营收奖励金额不超过对地方财政贡献。对进入“四上”文化产业
统计范围的企业奖励名单以市统计局发布为准。

无需附加申报材料。

鼓励企业积极
申报国内外重
大奖项

对上年度获得国际知名文化艺术设计类主要奖项、国际Ａ类电影节主
要奖项、国家级政府类重大奖项、国际国内权威行业组织颁发的重大
奖项（详见“实施细则”）的企业，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分别给
予国际国内最高奖项及其提名奖 50 万元、 次等奖项 10 万元、一般奖
项 5 万元的奖励。
事后一次性支持。

鼓励文化科技
类示范基地建
设

对于新认定的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国家级文化产业类示
范基地/产业园（版权示范单位/产业园等）、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等分
别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
企业获得相关部门批复的文件或奖牌。
对新认定的省级文化产业类示范基地/产业园（版权示范单位/产业园）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等给予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于新认定的市级特色文化产业园或东湖高新区特色文化产业园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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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奖作品权属证明。
2、奖项证明文件、图片。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板块

编号

D10

D11

资助事项

示范工程

专业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

鼓励 示
范工程
建 设

D12

专业主题场馆
奖励

支持标准和方式

附加申报材料

对基于自主研发技术在东湖高新区开展的大型光影演出、公共展示展
览、公共建筑设计、智慧城市、智慧文博、特色旅游、特色农业、生
态环保、体育产业、健康养生等示范工程，在完成验收后，给予工程
设计单位设计费用实际发生额 50%的一次 性补贴， 最高不超过 100 万
元。
事后一次性支持。

1、基本情况介绍和示范作用。
2、与业主或主办单位签订的设计合同。
3、实际产生费用明细和发票。
4、项目验收报告。
5、示范工程实景图片。
6、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对新建并面向企业开放的数字摄影棚、数字演播厅等专业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给予固定资产投资额 50%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200 万。

1、基本情况和使用情况介绍。
2、平台面积。
3、实景图片。
4、固定资产投资专项审计报告。
5、实际产生费用明细和发票。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在根据服务企业数量和效果等运营指标综合评估后，给予每家每年不
超过 10 万元的运营补贴。
事后一次性支持。

1、平台运营报告（包括服务对象、次数、收费明细等）。
2、上年度营收的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对新建并面向公众开放的专业性主题科技馆、电竞馆、规划馆、艺术
馆、博物馆、体验馆、艺术公园、体育公园、城市书房（实体书店）
等项目，给予固定资产投资额 5%的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新建并面向公众开放的专业性主题场馆应符合《关于文科专项中主题
场馆指标的说明》（见附件）中列示的具体指标。
事后一次性支持。

1、基本情况和使用情况介绍。
2、场馆面积。
3、实景图片。
4、固定资产投资专项审计报告。
5、实际产生费用明细和发票。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在根据公益活动次数、参加人数、盈利能力等运营指标综合评估后，
给予每家每年不超过 20 万元的运营补贴。
新建并面向公众开放的专业性主题场馆应符合《关于文科专项中主题
场馆指标的说明》（见附件）中列示的具体指标。
事后一次性支持。

1、展馆运营报告（包括活动内容、次数和人数等）。
2、上年度展馆营收的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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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

参展补贴

对参展国内外知名文化科技产业活动的企业或行业协会，给予展位费、
搭建费和交通费 50%的补贴，单个机构每年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 10 万
元。
事后一次性支持。
鼓励企业或行业协会采取市场化方式主办全国性、行业性的产业峰会、
论坛、展览或大赛，按照活动场地费、搭建费、设备租赁费、翻译费、
宣传费用、国家级高层次人才演讲嘉宾往返旅费等方面实际投入的 50%
给予后补助，单个机构每年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
全国性、行业性产业峰会、论坛或展览须有国家部委或国家级行业协
会组织的认可；主办或承办产业活动的企业或协会须提供在文化、体
育、商务等部门的审批或备案文件，在活动举办至少 15 天前向科技创
新和新经济发展局报备。
事后一次性支持。

D14

活动举办补贴

对经管委会常务会审议通过的，在本地举办的重大文化科技产业活动，
按照每年不超过 500 万元的标准给主办单位补贴。
事后一次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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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动简介。
2、参展照片。
3、场地租赁发票。
4、搭建发票。
5、往返经济舱机票/高铁二等座票据。
6、活动效果介绍。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线下活动：
1、活动申请书。
2、活动审批或备案文件。
3、活动方案。
4、主承办单位协议。
5、场所和设备租赁合同及发票。
6、搭建合同及发票。
7、翻译发票。
8、宣传费用明细及发票。
9、高层次人才往返旅费票据。
10、经会计师或审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包括收支明细及
绩效评估、参展商名录或者参会人员名单、宣传报道、实际
展位平面图及现场活动视频和图片等。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线上活动（新开发 APP 或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举
办线上会展、数字博览）：
1、活动申请书。
2、活动方案。
3、主承办单位协议。
4、宣传费用明细及发票。
5、开发线上会展活动平台的技术服务费用明细及发票。
6、经会 计 师或审 计 事务所出具的审 计 报告包括收支明细及
绩效评估、参展商名录或者参会人员名单、宣传报道、线上
会展活动视频和图片等。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板块

编号

E15

推动 文
化科 技
特色产
业园建
设

E16

E17

资助事项

支持标准和方式

附加申报材料

房租和购房补
贴

新入驻经认定的国家级文化产业园或高新区重点规划建设产业园、且
属于高新区重点发展领域的收入达 1000 万元的文化企业，对其自用办
公的租房和购房给予补贴。租房补贴标准为 50 元/平方米/月，每家企
业年补贴最高不超过 60 万元；购房补贴标准为 1000 元/平方米，最高
不超过 500 万元。
主要支持 对 区外招商新引入高新区的 符 合文化科技产业重点发展领
域，在高新区收入 1000 万元以上且入驻经认定的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
或高新区重点规划建设产业园的企业。
事后一次性支持。

企业租房：
1、房 屋 租 赁 合同 （ 上年度合 同 及至 申报日仍在租赁期的合
同）。
2、2021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房租发票、银行及公司记账
凭证。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企业购房：
1、购置办公用房的网签备案合同证明资料。
2、发票及支付购房款项等的银行往来凭证付款凭证。
3、房产证或不动产证复印件。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升级改造补贴

对通过工业厂房改造、保护性开发、盘活存量资产等方式转型发展文
化及相关产业，显著提升文化特色、外观设计以及品质功能的文创特
色空间或园区，其改造升级过程中的固定资产投资达 200 万元且入驻
办公企业达 10 家以上（含）、入驻办公人数 100 人以上（含）的，对
改造升级过程中的固定资产投资费用的 1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重点支持文化科技产业园和文化科技企业的升级改造费用的补贴。
事后一次性支持。

1、文创特色空间介绍。
2、项目建设情况报告（包括土地性质、建设项目内容等）。
3、年度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明细及相关凭证。
4、会 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新 建 或升级改 造费用的 专 项审 计 报
告。
5、10 家 以上入驻文化 科技 企业的营 业 执 照和租 赁或购买合
同。
6、已入办公 100 人以上的名单及联系方式。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对交易场所的
房租、交易补贴

对新成立的经主管部门许可或备案的产权（版权）交易所、艺术品交
易（拍卖）所、设计交易所给予全额房租补贴，每家机构补贴面积不
超过 100 平方米/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年。对经主管部门
许可或备案的产权（版权）交易所、艺术品交易（拍卖）所、设计交
易所按上年度文化科技产业新增交易额开票收入的 1‰给予补贴，补
贴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事后一次性支持。

1、房屋租赁合同（上年度合同及直至申报日仍在租赁期的合
同）。
2、2021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房租发票、银行及公司记账
凭证。
3、交易补贴需提供实际开具税务发票的明细及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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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8

人才 培
养
F19

板块

编号

G20

资助事项

支持标准和方式

新设立独立的
创意设计部门

鼓励高新技术企业新设独立的创意设计部门或中心，对新设独立的部
门或中心每吸纳 1 名应届大学生，按 1000 元/月/人的标准给予补助，
单个企业年补助不超过 10 万元。
事后一次性补贴。

1、企业高企证书。
2、设立创意设计等组织机构及其岗位人数的证明。
3、员工学历学位证明、劳务合同和缴纳社保证明文件。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鼓励企业或协会开展公益性、专业化的员工技术培训，对举办培训人
数 100 人以上（含）的企业或协会，按照 2 万/场标准给予补助，单个
机构年补助不超过 20 万元。
事后一次性补贴。

1、培训预算。
2、培训报告。
3、课程内容。
4、聘请讲师名单。
5、参加培训人员名单。
6、现场图片。
7、实际发生费用明细和凭证。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公益性、专业化
的员工技术培
训

资助事项
板块

支持标准和方式

附加申报材料

支持文化金融
服务平台建设

支持文化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对于采取“政府支持、资源整合、市场
运作、专业运营”方式建设的，面积超过 2000 平米，集成 10 家以上
文化金融服务机构的文化金融服务平台，按照不超过总投资额 30%的
比例，给予平台建设投资运营主体不超过 300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支持文化科技企业参考《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科技金融产
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获得融资补贴。
事后一次性补贴。

1、文化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方案。
2、入驻金融机构名单及合同。
3、建设费用相关票据。
4、建设专项审计等证明材料。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鼓励金融机构
设立文化专业
金融服务机构

鼓励金融机构在东湖高新区设立文化专业金融服务机构，对经管委会
认定的新挂牌运营并服务 10 家以上（含）文化企业的专业文化金融服
务机构根据注册资本的 1%，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专业文化金融服务机构指对文化企业服务比例超过 30%的金融服务机
构。
支持文化科技企业参考《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科技金融产
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获得融资补贴。

1、文化科技、金融主管部门批准文件。
2、2021 年验资报告。
3、服务文化企业名单。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文化 金
融服务

G21

附加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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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编号

资助事项

支持标准和方式

附加申报材料

H22

文化出口奖励

对文化产品或服务在境外获得收入的企业，按境外收入总额的 10%予
以奖励，每家企业年出口奖励额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事后一次性补贴。

1、文化产品及服务出口合同。
2、银行出具的资金往来相关票据。
3、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H23

国家重点企业
名录、项目奖励

对新列入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名录和获得国家文化产品出口重点项
目的企业，给予 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2021 年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或国家文化产品出口项目的证
书。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按序上传。

支持文
化贸易
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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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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科专项中主题场馆指标的说明
（2022 年版）
一、科技馆
指标 ： 科技 馆需 满足建筑密 度 为 25%-35%， 容 积 率为
0.7-1，建筑面积不小于 5000m2，其中常设展厅建筑面积不小
于 3000m2，短期展厅面积不小于 500m2，展品数量根据展厅
建筑面积 15~30m2/件估算，年运营经费不少于 20%建筑安装
工程费和展教装备费，工作人员根据建筑面积 160m2/人估算。
二、电竞馆
指标：电竞馆需满足建筑面积不少于 3000m2，座位数不
少于 300 人，包含比赛区、直播区、观众区、外场区和后台
区。其中，比赛区域设置独立网络，网速不低于 100M 上行
/500M 下行；直播区域设置独立网络，带宽大于 100M；室
内 WIFI 信号全覆盖，满足临时设备接入点大于 1000 个，常
备接入大于 200 个。场馆内提供 5G 网络不低于 1Gbps 的下
行速率以及 30Mbps 的上行速率，网络时延不高于 20ms，满
足 4K、8K、VR 等视频传输稳定无抖动。举办电竞比赛不少
于 5 次/年。
三、规划馆
指标：规划馆需充分论证新建城市规划展览馆的必要性
及展示方案，优先利用既有场所布展，如新建需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城市规划展览馆建设规模结合城区常住人口
规模确定，地级城市规划展览馆总建筑面积指标不得超过 40

平方米/万人，城市规划布展面积不得超过 5000 平方米。
四、艺术馆
指标：艺术馆需满足建筑面积不低于 2000m2，其中展览
区面积不低于 50%，年运营经费不低于 50 万元，专业工作
人员不低于 10 个，艺术品不低于 300 件，艺术参展不少 10
场/年。
五、博物馆
指标：非国有主题博物馆需按照《博物馆条例》、《关
于进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关于民办博物
馆设立的指导意见》进行建设，满足面向公众开放、300 件
藏品、400 平方米展区、50 万元年运营经费和 6 个专业工作
人员的条件，在湖北省文旅厅博物馆处进行备案并设立。
六、体验馆
指标 ： 体验馆需满足 建筑面积不 小 于 1000m2 ，须运用
VR/AR、全息投影等高新技术，具有主题鲜明的体验内容，
体验器材数量根据展厅建筑面积 15~30m2/件估算，年运营经
费不少于 20 万，工作人员不少于 5 人。
七、艺术公园
指标：艺术公园需满足面积不小于 5hm2，园林绿化、建
筑设计有艺术气息，年运营经费不少于 50 万，工作人员不
少于 10 人，举办 100 人以上的艺术活动不少于 10 次/年。
八、体育公园
指标：体育公园需符合国土资源部《城市公共体育场馆
用地控制指标》、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办法》、

《大型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体育场 30-50 千座，
用地面积 86000-122000m2 ，体 育 馆 4-10 千 座 ， 用地 面 积
11000-20000m2，游泳池 2-4 千座，用地面积 13000-17000m2，
体育场馆和区域内的体育场地、设施用于提供体育及相关服
务的面积比例不低于 60%。
九、城市书房（实体书店）
指标：在高新区注册，持有《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营
业面积不少于 500 平方米，图书零售占主营业务不低于 70%，
开展具有公益性、示范性、导向性的全民阅读活动不少于 20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