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创业者的天堂
A Paradise For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中国超大城市之一，也是华中地区政治、

经济、文化、商业、金融中心。

◆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水交汇于此，武昌、汉口、汉 

   阳隔江鼎立，又称武汉三镇。



• 中国高铁网中心

• 长江中游航运中心

• 华中地区最大的空港

• 华中国际物流核心枢纽

武汉—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

通枢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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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旅客吞吐量中国中部地区第一，43条国际

航线可直达东京、巴黎、莫斯科、洛杉矶、旧金山、

悉尼等地，2020年将实现国际直飞航线通达五大洲

· 水运：长江内河第一大港，江

海直达航线接驳远洋国际班轮，

可达世界各地



“汉欧”国际货运专线直达欧洲，截止2018年8月30日，已经往返开行达到1063列，

发货总量中国第二，回程货运量中国第一 



3500多年的悠久历史

人文底蕴深厚

城市面积8569.2平方公里

淡水资源丰富

常住人口 1089万

人力资源充足 

1089
万



麦肯锡“全球城市600”预测

2025年武汉经济增长量将升至全球

第11位

2017年，武汉地区生产总值

1.34万亿元，位居全国城市第

八位，副省级城市第四位。工

业投资累计1.17万亿元，同比

上年增长159.6%。高新技术产

业占工业总产值64.2%；服务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4%。

2016年4月，美国世邦魏理仕发布

“全球购物中心开发最活跃城市”

武汉位列第一



武汉是中国三大科教基地之一

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第三位

六大高科技领域世界领先

光通信 生物能源 生物医药

三维打印 卫星导航 激光



汽车及零
部件

装备制造

能源环保食品烟草

信息技术
制造

四大产业聚集区

大光谷板块

中国车都

临空经济区

化学工业区

五大千亿产业



·中国首个商业航天技术创新创业园区

2016年9月，总投资1500亿元的国家航天产业基

地落户武汉

· 中国最大的单体投资项目

2016年3月，总投资1600亿元的国家存储
器基地落户武汉

未来产业

战略性新
兴产业

现有支柱

产业

·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和新能源汽

车基地

2016年9月，全球首台常温常压氢能汽车
工程样车在汉诞生

·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

采用“科学研发+产品制造”的模式，
2017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



·世界500强企业入住254家   

 



    近年来，摩拜、跟谁学、猿辅导、江民科技等 8 家互联网企业，宣布将在武汉光谷设立总部或 " 第二总部 "，

其中包括首家小米生态链企业慕声科技。据统计，目前武汉已落户" 第二总部 " 不少于 20 家，分别为阿里巴

巴、华为、科大讯飞、联想、腾讯、中交股份、中信资产等知名企业。

TECHOLOGICAL 
INNOVATION IS ALIVE 
AND WELL
科技创新活力十足



2017年2月，武汉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

程”。一年间，30.1万名大学生留汉创业，新增落户

大学生14.2万人。这一人口流入数据和经济增速一样

令人惊叹。

武汉市各区通过在北加州、巴黎、杜塞尔多夫、布达

佩斯、悉尼、新加坡、东京等地建立人才工作站，设

立专项产业引导基金与人才专项基金，打造特色园区

等各种途径，开展相应的招才引智工作，并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



   经过多年努力，武汉已培育一批

独角兽企业如斗鱼、卷皮网、斑马

快跑等企业；2017年科技部发布

独角兽名单武汉上榜5家，在全国

城市排名第五。

武汉瞄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流量经
济、创意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聚焦人工智能、
金融科技等方向，推动新技术、新模式、落地发
展，全力培育新经济领域“独角兽”企业。



2018年5月25日，71SG中国开幕式在光
谷隆重举行。

越来越多的国际孵化器进驻武汉，带来
全球的商业资源，为全世界优秀企业了
解武汉市场提供了机遇。

China· Wuhan 
The Dream Starts from Here
中国·武汉 梦开始的地方

2017年2月20日，武汉首家优客工厂
亮相凯德民众乐园。

2017年12月15日，V+ & Founders 
Space 在光谷资本大厦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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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

• 对增产工业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及奖励

• 对投资技改项目按固定资产投入给予补贴

• 对重大产业化项目提供投融资服务

• 对小微企业提供融资应急基金服务

金融业

支持金融业发展的政策

• 对新设或迁入的金融机构给予资金和购房补贴

• 设立专项资金奖励贡献突出的金融机构

• 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

• 设立信贷风险缓释基金扶持小微企业

科技创新

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

• 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给予补贴

• 对企业建设创新平台给予资金奖励和补助

• 对获得发明专利权的企业给予资金奖励

• 设立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高新企业

• 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技术转移和技术交易

• 设立“天使基金”、“青桐基金”支持创新创业



总部经济

支持总部经济发展的政策

• 对新引进总部给予资金奖励

• 对总部企业的办公用房给予补助

• 对营业收入达到规模的总部给予奖励

• 对总部企业高管人才给予优惠待遇

招才引智

实施“城市合伙人”计划，出台了

• 产业领军人才10条政策

• 知名创业投资人10条政策

• 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10条政策

支持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政策

• 对技术先进型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 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 设立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支持服务贸易企业

• 设立武汉服务贸易海外促进机构

服务贸易

企业孵化器

大力扶持科技企业孵化器

• 每年财政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孵化器建设

• 鼓励支持多元主体投资建设各类孵化器

• 鼓励设立创业种子基金



武汉东湖高新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 对促进外资企业投资发展的优惠政策 

鼓励落户发展。新落户企业外资实缴注册资本达到500万美元或等值货币的，按照实缴注册资本的3%-5%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2000

万元人民币。

促进企业投资。对主营业务为生产制造的外资企业，其固定资产实际投入达到500万美元或等值货币的，按照固定资产实际投入的6%-10%

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3500万元人民币。

鼓励企业研发。对主营业务为研发的外资企业，其年度实际购买研发设备金额和实际支出研发费用达到500万美元或等值货币的，按两者

总费用的2%-5%合计最高给予 2000万元人民币的补贴。

给予场地补贴。外资企业在东湖高新区内购买厂房或办公用房用于办公或生产自用的，按照实付购买金额的10%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最高

不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租用厂房或办公用房用于办公或生产自用的，按照实付租金的25%给予补贴，年补贴金额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提供贷款贴息。外资企业贷款可按照贷款利息的25%享受贴息，单个外资企业年贴息总额不超过300万元人民币。 



支持人才培养。积极支持外资企业高层次人才申报国家“千人计划”、武汉市“城市合伙人”计划、东湖高新区“3551光谷人才计划”；

按照外资企业实际缴纳社保的新增人数给予最高3000元人民币/人的培训补贴，单个外资企业年补贴不超过500人次；对外资企业人员提供

居留和出入境、医疗保障、人才信息等便捷服务。 

奖励高管人才。东湖高新区内年纳税达到1500万元的外资企业，其高级管理人员按照个人工资、薪金所得项目（仅指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员

工的劳动报酬，不含股权分红、期权债券的现金价值及福利费用等）个人所得税区级财政留存部分100%的比例予以奖励，每家企业享受奖

励人数不超过10名,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 

支持高企认定。支持外资企业进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外资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支持“一企一策”。对于投资额达到1亿美元的重大项目或对东湖高新区产业结构意义重大的项目，可以“一企一策”具体商议；世界五

百强外资企业或知名外资企业在东湖高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可根据其实际投资与贡献予以支持。



ACCELERATE OPENING UP 
AND COOPERATION
 加快开放合作

●湖北省科技厅作为政府的科技职能部门，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各领域创新主体的积极性，精准服务各类科技型企业。

●湖北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隶属于湖北省科技厅，是经国家科技部认定的湖北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中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不断加大对外合作创新力度。承办落实了2017湖北国际技术转移对接洽谈会、第二届

中美创新与投资对接大会、首届中国-土库曼斯坦科学创新论坛、中国-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国际研讨会等系列活

动。同时，中国和非洲创新合作中心将于今年底在武汉挂牌成立，中非创新合作中心的具体运转由我单位承担。



ACCELERATE OPENING UP 
AND COOPERATION
 加快开放合作

2017湖北国际技术转移对接洽谈会，共有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家海外机构代表参会，美国、俄罗斯、英

国、荷兰、瑞典、韩国、日本等国家提供对接洽谈项目达200余项，涵盖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

料、农业、水资源及环保等领域。近500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与国外项目进行了“一对一”对接洽谈。



我们诚挚的邀请各位企业家于今年10月30至11月1日来汉参加
2018湖北国际技术转移对接洽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