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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成都投資營商環境發展機遇 

《亞投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最新國際化營商環境 3.0版資訊公佈 

日前，成都市正式出臺了《成都市全面深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

實施方案》，又被稱為成都國際化營商環境的 3.0 進化版，此方案的

出爐，劃定了成都的發展新目標，要把成都打造為投資貿易便利、行

政許可便捷、要素獲取容易、政策精准易享、法治保障完善的利企便

民新高地。 

 

——打造利企便民新高地、保護公平競爭環境營造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設中小微企業“蓉易貸”普惠金融服務體系，

鼓勵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對中小微企業加大放款力度，全年力爭普惠

小微貸款綜合融資成本再降 0.5個百分點以上。  

 

夯實金融服務基礎。設立成都穩企業保就業融資援助中心，組建成都

金融專家顧問團，推動金融服務向專業化和精細化延伸。 

 

加強融資環境建設。加強“信易貸”與全國信用資訊共用平臺的對

接，打造成都“交子個人信用應用平臺”。 

 

支援保險機構提供貸款履約保證保險。推動建立貸款全流程限時機

制，降企業融資附加成本。申請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的，2020年

底前實現全市範圍內企業開辦時間壓縮至 0.5個工作日內，將公積金

繳存登記等更多事項納入企業開辦全程電子化。 

 

有序推進“證照分離”改革，切實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克服

“准入不准營”現象。 

 

試點推行企業名稱申報承諾制改革，由企業名稱自主申報系統進行自

動比對，即時匯出比對結果並告知可能存在的法律風險，申請人作出

相關承諾後，登記機關不再對企業名稱是否與他人近似等情形進行人

工審查。 

 

亞投資產 Asiastars 

Group 是一家科創驅動

的投資集團，是亞台星

集團主要境外投資及

控股主體。2014 年成

立，深耕科創孵化、創

業投資、財務顧問三大

業務，為全球企業客戶

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和

服務。 

 

使命:讓企業進入中國

市場無障礙。 

 

願景：植根中國，服務

全球千萬企業客戶，智

造上下游企業生態圈。 

 

組織架構： 

創業投資-亞投資產管

理有限公司、北京亞投

財金科技有限公司等 

科創孵化-亞台青(成

都 ) 海 峽 青 年 創 業

園 、成都星點(高新)

海峽兩岸新經濟青年

創業園等 

財務顧問-台灣睿辰數

位投資有限公司  、

GPCIC 美國大費城商貿

公司(賓州) 等 

1 亞台青(成都)海峽青年創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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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一窗受理綜合平臺”，實現不動產交易、稅務、登記業務“一窗受理，並行審核”；設

置“企業專窗”，企業間存量非住宅轉移登記辦理時限壓縮至 0.5 個工作日；不動產一般登記

3個工作日辦結、抵押登記 1個工作日辦結。 

 

實現新技術場景應用 。將運用區塊鏈技術在多方共識存證、不可篡改等方面特性，將成都市招

標投標從業單位元信用資訊以及交易中心的評標過程資訊的資料上鏈，將區塊鏈技術融入現有

系統。 

 

——優化提升司法保護便利度，構建新型監管機制 

我市將研究開發個人信用積分，創新“信易+”應用場景。 

我市還將出臺多項舉措強化法治保障。例如，建立辦理破產協調聯動機制和破產困難案件工作

經費援助機制，優化提升破產案件專業化審判機構設置，出臺《完善小額訴訟程式審理案件實

施細則》等。 

 

——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著力聚焦民營經濟 

將嚴格審查新出臺的政策措施，確保市場主體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還將切實落實更大規模減稅降費等支援政策，進一步降低企業用電、用氣、物流等成本，推進

中小微企業金融紓困專項行動。 

繼續依法依規全力化解民營企業歷史遺留問題，建立拖欠帳款行為約束懲戒機制。 

推動建立民營企業權益受損救助補償機制。 

推進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建設，服務滿意度 95%以上。 

 

1.0版是建體系強基礎，2.0版是全面對標對表，3.0版是堅持問題導向，成都將抓好營商環境

3.0 版政策體系的落地落實，為建設實踐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範區營造更加優越的營商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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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大循環戰略腹地和國內國際

雙迴圈門戶樞紐建設 

涵蓋“高標準建成天府國際機

場，持續拓展航空戰略通道和陸海

新通道，不斷增強輻射、集散和資

源配置功能。共謀劃 132 個場景。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 

涵蓋“大力推進城市跨越龍泉山

與重慶相向發展，推進成德眉資同

城化發展、‘兩區一城’協同發

展。“這一機遇下共謀劃 35 個場

景。 

 

美麗宜居公園城市建設 

涵蓋“堅持‘人城產’邏輯，打造

以人為本、功能複合、宜居適度的

空間形態，擦亮‘雪山下的公園城

市’名片。”共謀劃 142 個場景。 

 

重要經濟中心建設 

“以高能級產業功能區為載體，推

動‘5+5+1’現代化開放型產業體

系集群集聚發展。共謀劃 238個場

景。還包含了建設 20 個可複製可

推廣的 5G應用標杆工廠、推動 500

家工業企業實施數位化改造、推進

全市 66 個產業功能區“智慧園

區 ”示範樣板建設等場景。 

 

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涵蓋“聚焦科學新發現、技術新發

明、產業新方向，高水準建設西部

(成都)科學城，形成引領高品質發

展的動力源。”共謀劃了 58 個場

景。包含了做強總面積 2180 平方

米的中國成都人力資源服務產業

園，以及建設總投資 10 億元、建

築面積 14 萬平方米的國家成都農

業科技中心等場景。 

 

改革開放新高地建設 

涵蓋“大力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

障礙，開展更深層次改革、實行更

高水準開放，塑造國際合作競爭新

優勢。“這一機遇下共謀劃 17 個

場景。包含了打造簡陽“城市一張

圖”、打造智慧監管場景、打造彭

州“一體化”群眾事務中心等等

場景。 新上市券商表現搶眼，龍

頭券商表現較為穩健。 

 

 

 

高品質生活宜居地建設 

涵蓋“大力實施居民收入水準提升

等‘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全

面增進民生福祉。“這一機遇下共

謀劃 84 個場景。包含了打造

‘Al+5G’遠端診療場景”、打造成

都國際智慧健康城”、萬安片區舊

城綜合改造、打造溫江全民健身場

景、建設青白江人才園等等場景。 

 

 

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建設 

涵蓋“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

動農山文旅體融合發展，加快推進

農業農村現代化。“這一機遇下共

謀劃 63個場景。包含打造綠野鄉蹤

消費新場景、建設國家成都農業科

技中心、建設川農農創產業園、打

造都江堰精華灌區康養場景等場

景。 

 

世界文化名城建設 

涵蓋“加快建設‘三城三都’，高

品質辦好大運會，大力彰顯天府文

化國際影響力和美譽度。”這一機

遇下共謀劃 217 個場景。包含了建

設成都東岸文創消費新場景、打造

戲劇文博中心、打造老碼頭文旅小

鎮等場景。 

3 亞台青(成都)海峽青年創業園 

成都 2021十大新機遇 

 

1月 26日，2021成都新經濟共用

大會 26日晚在成都舉行。成都市

市政府發布了《城市場景機會清

單》，涵蓋成都城十大共用機遇，

1000 多個場景，釋放約 1.9 萬億

元機會。 



  

四川省  成都  重慶市  

綿陽（游仙高新區）  

諾思微系統、移柯通訊等

（打造西部半導體積體電

路高科技產業園）  

高新區 英特爾、德州儀器、

展訊等企業  

天府新區 紫光芯城 

兩江新區 重慶積體電路

產業促進中心、紫光集

團、萬國半導體等企業  

邛崍市 國民天成化合物

半導體生態產業園  

雙流區(成都芯穀)  

中科院微電子產業園、紫光

成都積體電路基地、華大北

斗、聚利科技、中電九天、

瓴盛科技等企業  

西永微電子產業園 SK海

力士、華潤微電子、中國

電科、西南集成等企業  

榮昌區 將打造西部電子

電路產業園 

  高新區 睿思（重慶）微電

子、台聯電、凱澤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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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 IC產業發展簡述 

2019年成都電子資訊規模以上企業實現營業收入 8400億，同比增長 14%，預估 2021年電子信息產

業將過萬億元大關，成為成都第一大產業及全市首個萬億級產業集群。 

 

成都的 IC 設計企業超過 100 家，其中銷售額過億的有 17 家。2018 年 IC 設計業總營收為 57.4 億

元，2019年增至 70.4億元，增幅為 22.6%。成都 IC設計公司包括成都華微電子、成都啟臣微電子、

成都海光，以及國科微、芯原、矽力傑和深圳中微等外地企業在成都設立的分公司。另外，成都銳

成芯微是一家專注於 IoT 和低功耗 MCU 設計的 IP 開發商。成都矽能科技則是一家中外合資企業，

專注於功率半導體的研發和功率半導體初創企業的孵化服務。 

 

重慶的 IC設計產業稍較薄弱，2019年總銷售額近 10億元，但重慶在集成電路製造方面起步較早，

擁有華潤微電子等在國內有重要影響力的綜合性微電子企業。重慶的晶片設計企業包括西南集成、

吉芯集成、中科芯億達、原璟科技、雅特力科技、烈達半導體、物奇科技等，主要涉及功率、射頻、

通信、驅動、物聯網、數據傳輸、微控制器等設計領域。在晶圓製造方面，中國電科集團覆蓋模擬

集成電路、電荷耦合元件的兩條 6英寸晶片生產線；華潤微電子公司 8英寸功率及模擬晶片生產線；

以及萬國半導體公司 12寸電源管理晶片生產線；封裝測試方面，SK海力士公司在渝建設其全球最

大封裝測試基地，平偉實業、嘉淩新科技等從事功率器件封裝測試；原材料方面，超矽半導體公司

生產大尺寸集成電路用矽片，奧特斯公司生產半導體封裝載板。 

 

川渝地區主要半導體項目及集中區域  

4 亞台青(成都)海峽青年創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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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半導體產業政策 

《新時期促進積體電路產業和軟體產業高品質發展的若干政策》 

重點節錄 

1.財稅政策  

國家鼓勵的積體電路設計、裝備、材料、封裝、測試企業和軟體企業，自獲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

二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國家鼓勵的重點積體電路設計企業和軟體企業，自獲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業所得稅，

接續年度減按 10%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2.投融資政策  

鼓勵地方政府建立貸款風險補償機制，支援積體電路企業、軟體企業通過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股

權質押融資、應收賬款質押融資、供應鏈金融、科技及智慧財產權保險等手段獲得商業貸款  

鼓勵符合條件的積體電路企業和軟體企業發行企業債券、公司債券、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拓

寬企業融資管道，支持企業通過中長期債券等方式從債券市場籌集資金 

 

3.IPO政策  

大力支持符合條件的積體電路企業和軟體企業在境內外上市融資，加快境內上市審核流程，鼓勵支

援符合條件的企業在科創板、創業板上市融資，通暢相關企業原始股東的退出管道  

 

4.研究開發政策  

聚焦高端晶片、積體電路設備和工藝技術、積體電路關鍵材料等關鍵核心技術研發，不斷探索構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  

 

5.進出口政策  

在一定時期內，積體電路線寬小於 65 納米（含）的邏輯電路、記憶體生產企業，以及線寬小於 0.25

微米（含）的特色工藝積體電路企業（含掩模版、8英寸及以上矽片生產企業）進口自用生產性原

材料、消耗品，淨化室專用建築材料、配套系統和積體電路生產設備零件，免征進口關稅；積體電

路線寬小於 0.5 微米（含）的化合物積體電路生產企業和先進封裝測試企業進口自用生產性原材

料、消耗品，免征進口稅 

 

川渝地區對半導體專案政策 

四川省《四川省加快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行動方案（2020—2022年）》  

成都市《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關於支持積體電路設計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  

重慶市《重慶市積體電路技術創新實施方案》《重慶市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指導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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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地區對半導體專案政策 

《成都關於支持積體電路設計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 

重點節錄 

 

一、最高補貼 500萬元減輕企業研發製造成本  

 

在減輕企業研發製造成本方面，《政策》根據設計、製造、封測的不同環節給予不同支持。  

1 、設計環節： 

· 鼓勵企業購買 IP（知識產權）、EDA設計工具。 

· 對向 IP 提供商購買 IP（含 FoundryIP 模塊）、向 EDA 供應商購買 EDA 設計工具進行研發的集成

電路設計企業，給予購買費用 50%、年度總額最高 500萬元的補貼。  

 

2 、製造環節： 

· 對於首次申報 MPW（多項目晶圓）的項目，認定為先進領域後，給予流片費用 80%的補貼，最高

300萬元。 

· 對於首次申報工程批流片的項目，認定為先進領域後，給予流片費用 50%的補貼，最高 500萬元； 

· 對於首次申報批量生產的項目，且產品銷售收入超過 500萬元的，按其光罩費用的 30%給予補貼，

最高 200萬元。 

· 在具備條件的情況下，若企業實現本地流片，則上述支持方向的補貼比例和額度可進一步上浮。 

 

3 、封測環節： 

· 鼓勵企業利用封裝測試企業進行首輪封裝測試，認定後，對在區內封測企業進行封裝測試的，按

照封測費用的 10%給予最高 200萬元的補貼。 

· 對在區外封測企業進行封裝測試的，按照封測費用的 5%給予最高 100萬元的補貼。  

 

二、最高獎勵 3000萬元鼓勵企業擴大規模 

 

本次印發的《政策》，也通過鼓勵企業擴大規模、引進人才、加強本地合作等方式，加速集成電路

生態圈建設。 

· 對新引進項目或存量企業增資項目的集成電路設計業務收入首次達到 1 億元、3 億元、5 億元、

10 億元的高增長集成電路設計企業，經認定，分別給予 500 萬元、 1000 萬元、2000 萬元、3000

萬元獎勵。 

· 對年收入超過 20 萬元的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和集成電路設計研發人員，按其個人實際貢獻度給予

100%獎勵。 

· 對於採購非關聯關係企業自主研發設計生產晶片的企業，且採購金額累計在 500萬元以上，給予

採購方採購金額最高 10%、年度總額最高 500萬元的補貼。 

· 鼓勵企業（單位）建設集成電路公共技術平臺，對新認定的集成電路公共技術平臺，按建設投資

額 50%給予不超過 500萬元的一次性資金支持。 

· 按照企業使用平臺服務費用的 20%，給予公共技術平臺每年最高 20萬元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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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創青年人才支持政策 

人才政策 

B 類：在全球排名前 100 名高校和國內雙一流高校獲評教授以上職稱，且在成都高新區創

辦企業的人才。（申報人在該企業的持股比例不低於 5%） 

C類：經認定的高層次“四派”人才企業主要創始人（董事長、總經理、CEO）。（申報人在

該企業的持股比例不低於 5%） 

D類：國家科技型中小企業庫入庫企業主要創始人（董事長、總經理、CEO）。 

在空港新城、國際生物城範圍內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的本科及以上學歷人才。 

在高新西區科技創新型企業工作的本科及以上學歷人才。 

出處：成都高新區科技和人才工作局  

人才公寓政策 

C 類，地方級領軍人才 

包括∶ 省青年科技獎獲得者;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省"千人計畫"人選;"成都人才

計畫"人選;享受四川省或成都市政府特殊津貼人員;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 

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獲得者或項目主要完成人，省自然科學獎、社會

科學優秀成果獎及以上獲得者或專案主要完成人;四川省學術與技術帶頭人;"成都發展卓

越人才獎"獲得者;相當於上述層次的領軍人才。 

D類，其他高級人才 

主要包括．具有正高級（若相關行業領域不設正高級層次的須為其高級）專業技術職務任

職資格的專業技術人才;取得研究生及以上學歷且獲得相應學位的國內外高校畢業生（國

外高校取得的學歷及學位必須經國家教育主管部門認證通過）;省或市級技能大師工作室

領銜人;市級工藝美術大師;具有高級技師職業資格證書;具有高級社會工作師職業資格證

書;其它按相關規定享受高層次人才政策的人才。 

出處：成都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 

3 
資金獎勵政策 

（國際中小企業落戶獎勵）在我市新落戶的國際中小企業（不含房地產企業），符合我市

優先發展產業方向，註冊且稅收關係在我市範圍內，截至專案申報指南發佈之日的前一年

內實到註冊資本外資部分不低於 50 萬美元，外資占比 50%以上並開展實質性經營，經評

審認定後，給予截至專案申報指南發佈之日的前一年內實到註冊資本外資部分的 10%、最

高 500 萬元人民幣的獎勵。獎勵資金分兩年兌付，評審認定第一年兌付 50%，第二年兌

付 50%。第二年獎勵資金視外資部分變動情況予以兌付，具體條件在年度專案資金申報指

南中予以明確，其中註冊資本到位金額認定以第一年評審結果為准，後續年份增資不納入

補助金額測算範圍，對評審認定後一年內註冊資本外資部分發生減資的，不再兌付剩餘部

分獎補資金。 

出處：成都市財政局  成都市投資促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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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028-64166616│18111606640 

 

asiastars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