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海口市促进航运业稳定发展办法（修订）

第一条 根据《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为加快建设具有

较强服务功能和辐射能力的国际航运枢纽，鼓励和吸引航运物流企业在海口注册、

新增运力、新辟航线和发展集装箱运输业务，促进本市航运和集装箱业务发展，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散杂货船运输、集装箱运输和相关航运物

流企业的扶持，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相关航运物流企业包括从事货物运输，船代货代，航运综合服

务等业务的企业。

第三条 申请扶持的企业，须符合以下条件（集装箱运输奖励补贴除外）：

（一）工商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海口市范围内。

（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三）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依法纳税。

（四）依据本办法申请扶持的企业或机构须提交投资协议或承诺书，承诺对

相关政策及约定已知悉，保证 10年内不迁出海口市、不改变在海口市的纳税义

务、不减少注册资本、不变更统计关系。获得本办法奖励的企业如违反承诺，应

主动退回已领取的奖励资金。未发放的奖励资金不再发放。

（五）其他规定的条件。

第四条 鼓励航运企业在本市注册。对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或第

（二）款的企业对应进行奖励。企业可按就高原则申请享受我市出台的其他类同

优惠政策，但不重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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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鼓励航运企业增加运力。在本市注册的航运企业，在运力规模没有

减少的情况下，自 2021 年度起自有并经营的船舶落籍海口，可按以下奖励补贴

标准申请落籍补贴，补贴分 3年平均发放：船龄 1-10 年（含 10 年）每载重吨补

贴 80元，船龄 11 年（含 11 年）以上每载重吨补贴 60元。

资金拨付后新落籍的船舶需持续保有并实际运营不少于 10年。

第六条 鼓励航运企业保持船舶总运力。对运力规模没有减少，且年度完成

货运周转量 5 万万吨公里（含 5万）以上的企业按以下规定给予补贴：

（一）运力规模在 1万载重吨以上（含 1万载重吨）、5 万载重吨以下，年

补贴 5 万元。

（二）运力规模在 5万载重吨以上（含 5 万载重吨）、20万载重吨以下，年

补贴 10万元。

（三）运力规模在 20万载重吨以上（含 20万载重吨）、80万载重吨以下，

年补贴 100 万元。

（四）运力规模在 80万载重吨以上（含 80万载重吨）的，年补贴 200 万元。

以上补贴均不与当年新增运力补贴重复计算。

第七条 鼓励航运企业新开通集装箱班轮航线，开通未满 3年的航线，均可

享受以下补贴：

（一）对新开通年发班 20 个航次以上（含 20 个航次）的外贸航线，每航

次补贴 30 万元（仅限补贴 20 个航次），年补贴不超过 600 万元；每多挂靠一

个国家的港口（同一个国家内的多个港口不重复计算），年挂靠 16 个航次以上

（含 16个航次）的，每月增加补贴 50万元。

（二）对新开通年发班 24 个航次以上（含 24个航次）的华东（含）以北

方向的内贸航线，每航次补贴 4 万元，年补贴不超过 150 万元。

（三）对在海口港挂靠的外贸航线，每航次补贴 10 万元，年补贴不超过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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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新开通年发班 24 个航次以上（含 24个航次）的港、澳、台集装

箱班轮航线，每航次补贴 10万元，年补贴不超过 300 万元。

某一航次仅适用于本条的某一款，不重复计算。

第八条 鼓励集装箱班轮航线稳定发班，对在海口港稳定运行 3年以上（含

3年）的集装箱班轮航线按以下规定给予航运企业补贴：

（一）年发班 20个航次以上（含 20个航次）的外贸航线，年补贴 300 万元。

（二）年发班 72个航次以上（含 72个航次）的港、澳、台航线，年补贴 100

万元。

（三）年发班 24个航次以上（含 24个航次）华东（含）以北方向的内贸航

线，年补贴 100 万元。

（四）年发班 100 个航次以上（含 100 个航次）的环北部湾的内贸航线，年

补贴 50 万元。

第九条 鼓励集装箱运输。对在海口港从事集装箱运输的航运企业，其吞吐

量保持稳定的按以下规定给予补贴和奖励：

（一）上年度集装箱吞吐量 1万标箱（含 1 万）以上、5 万标箱以下的企业，

对完成量达到上年度箱量的补贴 5 万元，增量每标箱奖励 30元。

（二）上年度集装箱吞吐量 5 万标箱（含 5 万）以上、10万标箱以下的企业，

对完成量达到上年度箱量的补贴 10万元，增量每标箱奖励 50元。

（三）上年度集装箱吞吐量 10万标箱（含 10万）以上、30万标箱以下的企

业，对完成量达到上年度箱量的补贴 30万元，增量每标箱奖励 60元。

（四）上年度集装箱吞吐量 30万标箱（含 30万）以上、50万标箱以下的企

业，对完成量达到上年度箱量的补贴 50万元，增量每标箱奖励 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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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年度集装箱吞吐量 50万标箱（含 50万）以上、70万标箱以下的企

业，对完成量达到上年度箱量的补贴 100 万元，增量每标箱奖励 100 元。

（六）上年度集装箱吞吐量 70万标箱（含 70万）以上的企业，对完成量达

到上年度箱量的补贴 150 万元，增量每标箱奖励 120 元。

（七）上年度集装箱吞吐量 100 万标箱（含 100 万）以上的企业，对完成量

达到上年度箱量的补贴 200 万元，增量每标箱奖励 150 元。

（八）重箱增量每标箱额外奖励 10元。

第十条 鼓励集装箱在海口港中转和外贸出口。

对在海口港中转的内贸重箱每标箱补贴 25 元，中转的外贸重箱每标箱补贴

150 元（均不含本省中转箱量），外贸出口重箱每标箱补贴 100 元。

对在海口港开展内外贸同船航线业务的航运企业，年累计外贸重箱达到 6000

标箱及以上的，年补贴 200 万元。

以上补贴与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按就高、不重复原则计算执行。

第十一条 加大航运人才奖励力度。

对符合条件的航运人才，按《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

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20〕32 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髙端紧缺人才清单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琼府〔2020〕41 号）和《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 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关于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

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琼财税〔2020〕1019 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适当放宽符合条件的航运企业

贷款额度和自有资金比例限制，支持航运企业建造或购置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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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促进航运业要素集聚。

（一）从 2021 年 1月 1 日起在我市新注册、实际到位注册资金在 1000 万元

及以上，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的船舶融资、海上保险、航运资金结算、航运运价

衍生品开发、航交所等主营业务为航运业服务的航运金融服务企业，按照实际到

位注册资金的 1%给予一次性奖励，每家企业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

（二）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在我市新注册取得经营许可，且主营业务为航

运经纪、航运信息、航运咨询、航运人才服务、航运仲裁、船员服务等的航运服

务企业，按当年实际到位注册资金的 2%给予一次性奖励，每家企业累计奖励总额

不超过 50万元。

本条所称的注册资金专指货币出资,不包括其他方式出资，且以具有资质的

第三方机构出具专项验资报告为准。

第十四条 每年审核发放一次上一年度的补贴奖励资金。扶持企业的认定和

资金拨付，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市交通港航局每年将航运扶持资金列入年度预算，市财政局做好资金

保障工作。

（二）企业每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0 日向市交通运输和港航行政主管部门递

交补贴奖励资金申请，并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三）市交通运输和港航行政主管部门受理企业申请，核实后，形成补贴奖

励方案报市政府审批，并按市政府审批意见发放资金。

（四）市审计行政主管部门对补贴奖励资金进行监督。

（五）市交通运输和港航行政主管部门可对企业注册情况、企业在本地统计

开展等情况进行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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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除注明为其他币种外，本办法提到的货币单位，均以人民币计算。

涉及“达到” “以上” “不少于” “不超过”的数额均含本数。在政策执行

中，如涉及外币与人民币计价的，按在奖励金审核当天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牌价

计算。

第十六条 航运企业申请本办法补贴奖励资金，如与海南省或海口市其他政

策属同类型的，企业可自行选择其中一种，不重复享受。

第十七条 企业或机构伪造相关证明、违反财经纪律，虚报、冒领、截留、

挪用、挤占扶持资金的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对弄

虚作假套取奖励补贴资金的企业或机构，一经查实，追回上年度的奖励资金，3

年内不再受理其扶持申请，造成资金损失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海口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月×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3 个自然年度。为

保持政策延续性，2021 年度的补贴按本次修订办法执行。2019 年 7 月 26 日实施

的《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口市促进航运业稳定发展办法>的通知》(海府

规〔2019〕2 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