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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再次征求《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

奖励资金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函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财政局，市税务局，

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和规划建设局、规

划与开发建设局），市建筑业协会，各建筑业企业，各有关

单位：

根据《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的若干

意见》(湛府规〔2021〕2 号)精神，为扶持我市建筑业加快发

展，发挥扶持奖励资金的引导作用，我局起草了《湛江市扶

持建筑业加快发展奖励资金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稿），结

合今年 8月以来陆续反馈的意见，我局进行了修改完善，现

再次征求你们的意见，请认真研究提出意见，请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前书面反馈我局。无意见亦请书面回复。

附件：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湛江市财政局 湛江市

税务局关于印发《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奖

励资金申报指南》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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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 11 月 22 日

（联系人：陈炜杰，粤政易同名；联系电话：3588039，邮箱：

zjshichangk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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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湛江市财政局

湛江市税务局关于印发《湛江市扶持

建筑业加快发展奖励资金申报指南》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住建局、财政局、税务局：

根据《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的若干

意见》(湛府规〔2021〕2 号)精神，为扶持我市建筑业加快发

展，发挥扶持建筑业奖励资金的引导作用，湛江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湛江市财政局、湛江市税务局联合制定了《湛江

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奖励资金申报指南》，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1 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奖励资金申报

指南（稿）

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湛江市财政局

湛江市税务局

2021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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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奖励
资金申报指南（稿）

根据《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的若干

意见》(湛府规〔2021〕2 号)精神，为做好我市扶持建筑业企

业奖励资金申报工作，特制定本指南。

一、扶持奖励内容和标准

（一）新注册建筑业企业。对在我市新注册且取得建筑

业企业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的，施工总承包资质企

业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之日起 2年内在我市缴纳增值

税和企业所得税累计达到 500 万元的，扶持 10 万元（仅扶持

一次）；专业承包资质企业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之日

起 2年内在我市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累计达到 200 万元

的，扶持 5万元（仅扶持一次）。新注册建筑业企业同时取

得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的，按施工总承包资质扶

持。

（二）建筑业企业资质升级。对晋升为施工总承包特级

资质的企业给予 800 万元扶持；晋升为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的企业给予 300 万元扶持；晋升为专业承包一级资质（非最

低等级资质）的企业给予 20 万元扶持。企业同时晋升施工总

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的，按晋升的最高等级资质扶持。

本项扶持资金分 3年平均支付。若企业自获得扶持资金之日

起 5年内迁出我市的，应当全额退回扶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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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地建筑企业在我市注册落户。外地建筑业企业

迁入我市存续 2年以上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的，按企业

最高等级资质扶持。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企业给予 800 万

元扶持；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企业给予 300 万元扶持。我

市建筑业企业通过合法形式，将市外建筑业企业迁入合并在

本企业资质中，按并入的最高等级资质扶持。本项扶持资金

分 3年平均支付。若企业自获得扶持资金之日起 5年内迁出

我市的，应当全额退回扶持资金。

（四）建筑业企业创优创精品。本市建筑业企业承建市

内工程获得“鲁班奖”的每项奖励 200 万元，获得“詹天佑

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全国市政金杯奖”的每项奖励 100

万元，获得“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的每项奖励 50 万元，

获得“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的每项奖励 20 万元；承建市

外工程获得“鲁班奖”的每项奖励 100 万元，获得“詹天佑

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全国市政金杯奖”的每项奖励 50

万元，获得“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的每项奖励 25 万元，获

得“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的每项奖励 10 万元。本项扶持

资金只对承建（主建）单位进行奖励，同一项目获得不同级

别奖项的按最高奖项奖励，在下一年度核算兑付。

（五）建筑业企业开拓市外市场。在我市注册登记，外

出承接工程年度回湛财政贡献 20 万元以上(含)的建筑业企

业，对当年度回湛财政贡献量比上年度增长的，以上年度回

湛财政贡献量为基数，按基数 6%的标准给予等额资金扶持，

再按增量 12%的标准给予等额资金扶持；对当年度回湛财政

贡献量比上年度下降、持平，或当年我市新增企业，以当年



6

度对回湛财政贡献量为基数，按基数 5%的标准给予等额资金

扶持。扶持资金在下一年度核算兑付。

二、申报程序

（一）申报时间。

申报企业须在《意见》有效期内的每年 6月 30 日前将

申报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一式 3份及扫描件），报送至企

业注册所在地的县级住建部门。所有佐证材料应加盖申报企

业公章。

（二）申报材料。

详见附件《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奖励资金申报

书》对应的申报佐证材料。

(三)其他要求。

1.企业当年在我市发生一般或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的，不得享受扶持政策。

2.企业要实事求是申报，不得弄虚作假，并在规定期限

内上报相关材料，逾期或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

三、审批程序

（一）审核和公示

1.每年 7 月底前，由县级住建部门收集申请表格及材料，

先审核《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奖励资金申报书》及有

关申报佐证材料。

2、关于第一项的申报资料，符合要求后送同级税务部

门和财政部门，税务部门核实企业在我市缴纳增值税和企业

所得税额度，财政部门核实扶持金额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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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三、四项的申报资料，符合要求后送同级财

政部门核实企业的扶持金额额度。

关于第五项的申报资料，符合要求后送同级税务部门和

财政部门，税务部门核实企业年度市外承接工程回湛缴纳增

值税额度对我市地方财政贡献量，财政部门核实企业扶持金

额额度。

3、县级住建部门对企业的扶持额度在政府信息公开网

站上公示 5个工作日。

（二）汇总复查

每年 8月底前，各县级住建部门将审核和公示情况报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汇总，经市税务局、市财政局复审，同时市

财政局需按我市现行财政管理体制，提出扶持资金由市与县

级财政分级负担的比例及额度，最后报市政府批准，由各级

财政部门下达资金安排。

四、扶持奖励资金兑现

经市政府审定同意后，由各级财政部门按年度统一拨付

到相关企业。

附件：1.1-1-1 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奖励资金申报

书（稿）

2.1-1-2 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建筑业加快发

展的若干意见(湛府规〔202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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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

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
奖励资金申报书

（稿）

申 报 单 位（盖章）

申 报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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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及申报流程

1.按照申请奖励事项填写相应表格，并提供相关材料。

2.所有佐证材料应加盖申报企业公章。

3.按顺序装钉成册，提供一式三份及扫描件。

4.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报送至企业注册所在地县级住建部门。

5.各地住建部门及联系方式：

企业注册地 受理部门 联系电话

赤坎区 赤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587665

霞山区 霞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229013

麻章区 麻章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733270

坡头区 坡头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 3582697

经开区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规划建设局 2968686

奋勇区 奋勇高新区规划与开发建设局 8156005

廉江市 廉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683474

雷州市 雷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8814576

吴川市 吴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562713

遂溪县 遂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7760030

徐闻县 徐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85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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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
奖励资金申报表（新注册资质企业）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注册地 注册时间
总承包/专业承
包

是否市外企业
子公司

是否统计入库

申报佐证材料
（附后）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3.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复印件；
4.已在我市办理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入库截图；
5.企业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之日起 2 年内在我市缴纳增值税的完税
凭证；
6.企业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之日起 2 年内在我市缴纳企业所得税的
完税凭证。

申报奖励扶持金额：（ 10 万元 ， 5 万元）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企业经办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县级住建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县级税务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县级财政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该企业注册地在湛江，已在我市
办理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入库，企
业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之
日（在 2021 年 6 月 15 日扶持政
策实施之后）起 2 年内在我市未
发生一般或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
属于施工总承包资质企业，自取
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至本次申
报扶持资金之日未超过 2 年。
属于专业承包资质企业，自取得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至本次申报
扶持资金之日未超过 2 年。

日期：

属于施工总承包资质企业，
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之
日起 2 年内在我市缴纳增值税
和企业所得税累计 元（减
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退税额
后），已达到 500 万元。
属于专业承包资质企业自取
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之日起
2 年内在我市缴纳增值税和企
业所得税累计 元（减除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退税额
后），已达到 200 万元。

日期：

扶持 10 万元（仅扶持一次）。

扶持 5 万元（仅扶持一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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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住建部门复查意见（盖章） 市级税务部门复查意见（盖章） 市级财政部门复查意见（盖章）

同意县级住建部门意见。
不同意县级住建部门意见。

原因：
。

日期：

同意县级税务部门意见。
不同意县级税务部门意见。

原因：
。

日期：

同意县级财政部门意见。
不同意县级财政部门意见。
原因：

。
根据我市现行财政管理体制，
县级财政部门承担扶持资金比
例 %，即 元；
市级财政部门承担扶持资金比
例 %，即 元。

日期：

注：1.企业计算的累计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之
日起 2 年内（“2 年内”是指在 2021 年 6 月 15 日扶持政策实施之后,自取得建筑
业企业资质证书至本次申报扶持资金之日未超过2年，且税款入库时间在2年内）
的税额。若发生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退税，需剔除退税后的税额。
2.县级有关部门审核结束后，县级住建部门对企业的扶持额度在政府信息公开网
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情况一并提交市住建局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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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
奖励资金申报表（企业资质升级）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注册地 总承包/专业承包 升级前资质等级
升级后资质

等级
是否统计入库

申报佐证材料

（附后）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升级前和升级后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3.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复印件；

4.已在我市办理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入库截图；

5.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奖励资金申报承诺书。

申报奖励扶持金额：（ 800 万元， 300 万元， 20 万元）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企业经办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县级住建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县级财政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该企业注册地在湛江，已在我市办理统计联网直

报平台入库，企业当年在我市未发生一般或以上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企业在 2021 年 6 月 15 日扶持政策实施之后晋

升为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

企业在 2021 年 6 月 15 日扶持政策实施之后晋

升为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企业在 2021 年 6 月 15 日扶持政策实施之后晋

升为专业承包一级资质（非最低等级资质）。

日期：

扶持 800 万元。

扶持 300 万元。

扶持 20 万元。

日期：

市级住建部门复查意见（盖章） 市级财政部门复查意见（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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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县级住建部门意见。

不同意县级住建部门意见。

原因：

。

日期：

同意县级财政部门意见。

不同意县级财政部门意见。

原因：

。

根据我市现行财政管理体制， 县级财政部门承

担扶持资金比例 %，即 元；

市级财政部门承担扶持资金比例 %，即 元。

扶持资金分别由财政部门分 3 年平均支付。

日期：

注：县级有关部门审核结束后， 县级住建部门对企业的扶持额度在政府信息公

开网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情况一并提交市住建局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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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
奖励资金申报表（外地企业迁入）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原注册地 迁入后企业注册地 总承包/专业承包 资质等级 是否统计入库

申报佐证材料

（附后）

1.迁入前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迁入后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4.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复印件；

5.已在我市办理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入库截图；

6.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奖励资金申报承诺书。

申报奖励扶持金额：（ 800 万元， 300 万元， 20 万元）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企业经办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县级住建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县级财政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该企业自迁入我市之日（在 2021 年 6 月 15

日扶持政策实施之后）起至申报本次扶持资金，

已在我市存续达 2 年，并取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

书。

该企业注册地在湛江，已在我市办理统计联

网直报平台入库，企业当年在我市未发生一般或

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企业迁入我市时，最高等级资质为施工总承包

特级资质。

企业迁入我市时，最高等级资质为施工总承包

一级资质。

企业迁入我市时，最高等级资质为专业承包一

级资质（非最低等级资质）。

日期：

扶持 800 万元。

扶持 300 万元。

扶持 20 万元。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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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住建部门复查意见（盖章） 市级财政部门复查意见（盖章）

同意县级住建部门意见。

不同意县级住建部门意见。

原因：

。

日期：

同意县级财政部门意见。

不同意县级财政部门意见。

原因：

。

根据我市现行财政管理体制， 县级财政部门承

担扶持资金比例 %，即 元；

市级财政部门承担扶持资金比例 %，即 元。

扶持资金分别由财政部门分 3 年平均支付。

日期：

注：县级有关部门审核结束后， 县级住建部门对企业的扶持额度在政府信息公

开网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情况一并提交市住建局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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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
奖励资金申报表（创优创精品）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盖章）

获奖项目
项 目 所 在 地

（市外/市外）
获奖名称

奖项等级（国

家/省/市）
获奖时间

申报佐证材料

（附后）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3.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复印件；

4.已在我市办理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入库截图；

5.获奖项目施工许可证；

6.获奖证书及公示材料等。

申报奖励扶持金额：（市内工程：200 万元“鲁班奖”，100 万元“詹天佑奖、国家优质工

程奖、全国市政金杯奖”，50 万元“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20 万元“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

奖”；市外工程：100 万元“鲁班奖”，50 万元“詹天佑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全国市政金杯

奖”，25 万元“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10 万元“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企业经办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县级住建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县级财政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该企业注册地在湛江，已在我市办理统计联网直

报平台入库，企业当年在我市未发生一般或以上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并作为（市外/市外）项目的

承建（主建）单位，于年月日（在 2021 年 6 月

15 日扶持政策实施之后）获得奖属实。

日期：

扶持 元。

日期：

市级住建部门复查意见（盖章） 市级财政部门复查意见（盖章）

同意县级住建部门意见。 同意县级财政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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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县级住建部门意见。

原因：

。

日期：

不同意县级财政部门意见。

原因：

。

根据我市现行财政管理体制， 县级财政部门承

担扶持资金比例 %，即 元；

市级财政部门承担扶持资金比例 %，即 元。

扶持资金在下一年度核算兑付。

日期：

注：县级有关部门审核结束后， 县级住建部门对企业的扶持额度在政府信息公

开网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情况一并提交市住建局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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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
奖励资金申报表（开拓市外市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注册地

（上年） 年度市外

承接工程回湛缴纳增

值税

（当年） 年度市外承接

工程回湛缴纳增值税

年度回湛缴纳

增值税增量

元 元 元

申报佐证材料

（附后）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3.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复印件；

4.已在我市办理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入库截图；

5.上年度和当年度所属期 12 月份企业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6.市外《增值税预缴税款表》（留存备查）及《增值税预缴税款汇总表》（纸

质及电子版）；

7.其他需要协助提供的资料。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 移动电话：

企业经办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县级住建部门审核意见（盖

章）

县级税务部门审核意见（盖

章）
县级财政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该企业注册地在湛江，已在我

市办理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入

库，企业当年在我市未发生一

般或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日期：

（上年） 年度市外承

接工程回湛缴纳增值税

元，按照税收分成制度，对

我市地方财政贡献为

元，达到了 20 万元。

（当年） 年度市外承

接工程回湛缴纳增值税

元，按照税收分成制度，对

我市地方财政贡献为

元，达到了 20 万元。

日期：

经核

回湛缴纳增值税对我市地方财政贡

献，当年比上年度增长了 元，那

么扶持资金为：1、上年度 元×

6%= 元，2、增量 元×12%=

元。两者合计 元。

回湛缴纳增值税对我市地方财政贡

献，当年比上年度下降（或持平），

那么扶持资金为：当年度 元×

5%= 元。

扶持资金在下一年度核算兑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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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住建部门复查意见（盖

章）

市级税务部门复查意见（盖

章）
市级财政部门复查意见（盖章）

同意县级住建部门意见。

不同意县级住建部门意见。

原因：

。

日期：

同意县级税务部门意见。

不同意县级税务部门意

见。

原因：

。

日期：

同意县级财政部门意见。

不同意县级财政部门意见。

原因：

。

根据我市现行财政管理体制， 县级

财政部门承担扶持资金比例 %，即

元；

市级财政部门承担扶持资金比

例 %，即 元。

扶持资金在下一年度核算兑付。

日期：

注：1.企业缴纳的增值税按年度所属期计算。

2.企业外地项目中简易计税项目在外地按 3%全额预缴增值税，回湛江申报不

会有增值税在湛江入库，因此不考虑外地项目中简易计税项目。

3.计算我市企业承接外地项目回湛江缴纳增值税，方法如下：

（1）计算企业一般计税项目的税负率①=第十九栏应纳税合计数/第一栏应

税劳务销售额（数据来源：所属期 12 月份《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2）计算企业外地项目中一般计税项目收入②。（数据来源：企业全年开具

的增值税发票，计算出一般项目的建筑服务销售额合计数）

（3）计算外地项目中一般计税项目应缴纳增值税额③=②*①。

（4）计算外地项目中一般计税项目在湛江缴纳的增值税额④=③-企业外地

项目中一般计税项目已预缴的增值税税额。（数据来源：企业提供的全年《增值

税预缴税款表》，计算出预征率为 2%的建筑服务预缴税额合计数）

（5）企业相关发票、预缴申报表、完税凭证等资料需留存备查。

4.若相关税收政策出现变化，则按照新的税收政策执行。

5.县级有关部门审核结束后，县级住建部门对企业的扶持额度在政府信息公

开网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情况一并提交市住建局汇总。

6.其他：为减轻集中申报时各部门、企业的工作强度，对我市企业承接外地

项目年度回湛江缴纳增值税的申报核算，企业平时可按每月整理佐证材料报县级

税务部门审核，待统一申报时一并提交已完成的审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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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湛江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奖励资金申报

承诺书

企业名称：

申报单位

承诺

本公司承诺上述报送的资料真实、可靠、完整，并承诺自迁
入湛江市5年内不迁出。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不诚信行为，
愿意退还政府所扶持奖励款项。

申报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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