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快各类金融业机构集聚，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结合西咸新区实际，制定本

政策。 

第一条 法人金融机构。对经国务院金融监管机构批准

设立或新引进，在西咸新区注册、办理纳税登记的金融机构

（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按其实缴注册资本规模给

予奖励。注册资本在 1 亿元以上的法人机构，给予最高 400

万元的基础奖励；注册资本超过 1 亿元的部分，每增加 1 亿

元最高增加 200 万元奖励；对全区产业带动和综合贡献特别

重大的，经新区个案审定可给予特别奖励。 

单个企业落户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符合西

咸新区总部经济政策认定标准的，单个企业落户奖励金额不

超过 5000 万元。 

第二条 分支机构和总部机构。对新设立或新引进法人

金融机构的一级分支机构、区域总部、职能总部、运营总部、

后台服务中心等，给予奖励。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

银行、民营银行及外资银行在新区设立的一级分行，最高补

助 300 万元；对在新区设立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一级分公

司，最高补助 200 万元；对在新区设立的信托公司、金融租



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一级分公司，最高补助 100 万元。 

对在新区设立的法人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的业务总部、

运营管理中心或后台服务中心，最高补助 200 万元；对在新

区设立的法人证券机构和信托公司的业务总部或运营中心，

最高补助 100 万元。 

第三条 地方法人类金融机构。本政策所称“地方法人

类金融机构”是指经地方政府、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或其他有

权部门审批或备案，在西咸新区设立注册、办理纳税登记的

类金融机构（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地方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 

对新设立或新引进的地方法人类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

营满一年后，按其实缴注册资本规模给予奖励。对注册资本

1 亿元（含）至 3 亿元的，最高给予 100 万元的奖励；对注

册资本 3 亿元（含）至 5 亿元的，最高给予 200 万元的奖励；

对注册资本 5 亿元（含）至 10 亿元的，最高给予 400 万元

的奖励；对注册资本 10 亿元以上的，最高给予 600 万元的

奖励。 

第四条 基金及其管理机构。本政策所称“基金及其管

理机构”是指在西咸新区设立注册、办理纳税登记，获得国

家金融监管机构、授权管理部门认可核发的各类私募股权投

资业务资质资格，且按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各类股权投

资基金及其管理机构。 

对基金实缴规模达到 3000 万元的创业投资基金、2 亿元



的私募股权基金、5 亿元的私募证券基金及其他投资基金按

照 0.5—2%的比例给予奖励。 

各类基金实缴规模应扣除各级政府财政资金、国有平台

出资及上级有关专项资金部分，同一投资主体设立或同一管

理机构托管的基金累计享受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 

第五条 奖励资金兑现。第一至第三条落户奖励资金分 3

年按 40%、30%、30%的比例兑现。第四条奖励按进度给予

分期兑付：在资金实际到位并实现投资后先兑付 30%；在投

资收益开始产生后再给予兑现 30%；基金全部实现退出或关

闭时兑现余下 40%。 

第六条 法人金融机构。法人金融机构、一级分支机构

以及各类总部机构，年纳税总额 2000 万元及以上的，自设

立年度起第 1—3 年，以不超过企业纳税额新区留成比例部

分为基数，按 80%、70%、60%的额度给予奖励，累计最高

不超过 4000 万元。 

第七条 地方法人类金融机构。地方法人类金融机构年

纳税总额 1000 万元及以上的，自设立年度起第 1—3 年，以

不超过企业纳税额新区留成比例部分为基数，按 80%、70%、

60%的额度给予奖励，累计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 

新设立或新引进法人金融机构的业务总部、运营管理中

心或后台服务中心参照上述标准。 

第八条 投资贡献奖励 

（一）各类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的基金直接投资西咸新区



内创新创业企业达到 1000 万元（扣除各级政府财政资金、

各级国有平台出资及上级有关专项资金部分后，下同）且投

资期限已满 1 年的，可按其投资额 2%的比例给予奖励，奖

励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二）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直接投资西咸

新区内企业的资金规模达到 1 亿元且投资期限已满 1 年的，

可按其投资额 1%的比例给予奖励，奖励最高不超过 400 万

元。 

第九条 支持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自贸试验区金融创

新包括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自贸试验区内能源、

科技、文化、绿色环保等领域企业提供高效优质金融服务，

为“轻资产” 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融资便利等。经认定，对

在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方面做出特别贡献和取得突出成果

的机构，给予最高 30 万元的奖励。 

第十条 支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向注册

地和纳税关系在西咸新区的中型、小型、微型企业提供信贷

服务，按照上年度单户单笔 20 万元以下贷款季末平均余额

（不含展期和借新还旧）的 2%给予奖励，单个小额贷款公

司奖励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第十一条 支持融资担保机构发展 

（一）融资担保机构向注册地和纳税关系在西咸新区的

中型、小型、微型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年化担保费率不

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50%的，分别按照不超过年平均



担保余额的 0.5%、1%、1.5%给予补贴。对单个担保公司每

年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二）对融资担保机构为西咸新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

担保服务而形成的代偿损失，按照代偿额的 10%进行风险补

偿。 

（三）对单个融资担保机构的业务补贴和风险补偿金额

合计不超过 400 万元。 

第十二条 支持融资租赁业发展。按照融资租赁机构当

年向注册地和纳税关系在西咸新区的企业提供融资总额的

0.5%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提供航运租赁服务的融资租赁机构，按照其当年通过航

运租赁业务为新区企业提供融资总额的 1%给予补贴，最高

不超过 500 万元。 

第十三条 支持商业保理发展。商业保理公司对注册地

和纳税关系在西咸新区的企业开展商业保理业务，按其年度

新增保理额的 0.5%进行奖励，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 300 万。 

第十四条 贷款风险补偿。对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

等机构向注册地和纳税关系在西咸新区内的中小微企业发

放的首笔信用贷款（限于企业经营用途），按照坏账损失 30%

的标准进行风险补偿。单个中小微企业的坏账损失最高补偿

200 万元。 

上述贷款对象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适当提高补偿标

准，单个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坏账损失最高补偿 300 万元。 



坏账损失是指按贷款五级分类列入损失类、已向法院起

诉且执行期已过、经追偿后仍无法收回，并经西咸新区有关

部门审核后的贷款项目所发生的坏账损失。 

第十五条 上市挂牌奖励 

（一）企业在上海、深圳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分

阶段最高奖励 1000 万元。 

（二）对在场外交易市场挂牌的新区非上市股份公司，

按其挂牌场所进行奖励。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的，分阶段最高奖励 100 万元。在陕西股权交易中心交易板

块挂牌的，奖励 20 万元。 

（三）在纽交所、纳斯达克等主要境外证券交易场所和

港交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融资的企业，按照实际融资额的 0.5%

予以奖励，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四）企业在场外交易市场间转板、转入交易所上市的，

差额享受此项政策。 

第十六条 收购上市迁入奖励。在境内外收购西咸新区

辖区以外的上市公司，并将上市公司注册地、纳税关系迁入

新区的，按照收购金额的 0.2%对企业管理团队予以奖励，奖

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创业板上市奖励最高 100 万元。 

第十七条 融资奖励。对在境内证券市场已上市实现再

融资的公司，按再融资额的 0.2%进行奖励（需扣除发行费用

和实际控制人及公司人员的认购部分），最高不超过 100 万

元。 



第十八条 办公用房补贴 

（一）对各类金融机构（含中介服务机构）租赁场所的

自用部分按每月每平方米 30 元的标准给予不同租赁面积的

租金补贴，扶持期限 3 年，累计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 200 万

元且不超过该机构实际租金支出。享受该项优惠政策的，建

筑面积按照人均 10 平米/人计算。 

（二）对其购买或自建楼宇的自用部分按每平方米 1000

元的标准给予不同建筑面积的购房或建房扶持，补贴总额最

高不超过 500 万元，补贴分 5 个年度，每年返还 20%。 

（三）单个金融机构的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自建或购买办公用房的，在经营期内不得将办公用房对

外租售和改变用途。 

第十九条 完善配套服务。对经新区认定的金融机构高

管人员在住房、落户、子女就业等方面参照西安市和新区相

关政策执行。 

第二十条 享受本政策扶持的企业，应书面承诺 10 年内

在新区进行金融业经营活动，且 10 年内不得减少注册资本，

如确需迁离西咸新区的，须提前半年告知并全额退还已享受

的注册或迁入一次性补助资金。 

第二十一条 已享受“一企一策”或“一事一议”的企

业不适用本政策。符合本政策规定的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

时符合西咸新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的，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

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 



企业因违规违法造成不良后果的，取消其享受本政策扶.

持的资格，已享受的补助须全额追还。 

第二十二条 本政策奖补资金由新区及企业所在新城按

照财政体制分别承担。单个企业享受扶持资金总额，前三年

内原则上不超过企业纳税额按照西安市开发区平均留成比

例计算的额度。获得奖励的涉税支出由企业、机构或个人承

担。 

第二十三条 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3 年。 

本政策由西咸新区改革创新发展局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