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海口市人民政府文件 
 

 

海府规〔2020〕2号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海口市促进影视产业发展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口市促进影视产业发展若干规定》已经 2020 年 3 月 27

日十六届市政府第 96次常务会议审议原则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海口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4月 27 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张峻，电话：687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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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促进影视产业发展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我市影视产业发展，扩大影视产业规

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本市依法从事影视产业的企业（以

下简称影视企业）及其从业人员。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影视产业”是指围绕影视作品所进行

的生产、营销、放映、发行、后产品开发、设备技术服务、影视

场馆建设等相关产业形态的统称。“影视企业”是指影视节目拍摄、

制作、发行公司，影视工作室，影视服装、化妆、道具制作公司，

影视器材租赁公司，演员经纪公司，影视培训公司，剧本创作公

司，影视基地及影视相关配套企业等。“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影视

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实际投资额，包括建筑工程费（含摄影棚）

及影视特效、后期制作、高科技动漫制作设备等，不包括土地交

易、二次装修、相关税费等。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本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影视企业”

（以下简称“本市影视企业”）是指在海口市辖区内注册且从业人

员 7人（含）以上的影视企业。“合法有效凭证”是指在海口地区

因实际消费支出，包括食宿费、交通费、场地和设备租赁费、与

搭景有关的材料费、劳务费等所取得的本市企业自开或税务部门

代开的发票且内容真实。 

第五条  支持影视企业落户。对在本市注册登记的影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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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缴税年度起，按其形成的地方财力贡献市级留成部分（企

业所得税、增值税）给予 100%奖励。在此基础上，达到以下条件

的影视企业给予相应奖励： 

（一）1年内形成地方财力贡献市级留成部分不低于 2000 万

元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400 万元； 

（二）1年内形成地方财力贡献市级留成部分不低于 1000 万

元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 

（三）1 年内形成地方财力贡献市级留成部分不低于 500 万

元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 

第六条  鼓励知名电影创作人（编剧、导演和演员）在本市

投资设立影视企业。电影作品票房累计达 20亿元（含）以上的编

剧、导演和曾主演电影票房累计达 30亿元（含）以上的演员，在

海口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影视公司并控股 2/3 以上，公

司名称须有“海口”字样，公司作为第一出品方拍摄的电影作品，

在电影片头出现公司名称或动态 LOGO 超过 3 秒且票房达 1 亿元

（含）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 

第七条  影视摄制从业人员奖励。本市影视企业在本市影视

剧摄制期间聘用的从业人员（演员、影视编剧、导演、制片人、

摄像、场景、化妆等），按照其酬金所得形成的地方财力贡献市级

留成部分，全额给予奖励。 

第八条  支持影视企业拍摄。影视摄制单位（含境外）在本

市拍摄期间［含前期筹备和后期制作（特效除外）］所发生的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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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费按 50元/人/天、住宿不含套房）、交通（海口出具的每人

一次往返不含头等舱的机票、不含软卧铺的火车票）、场地和设备

租赁等费用，凭合法有效凭证，据实给予 20%的补贴。 

第九条  支持影视作品播映。影视企业拍摄的正面宣传展现

海口本土题材的电视作品在省级卫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

苏卫视、上海东方卫视、北京卫视）和中央电视台（1套、8套）

黄金时段（19 点至 21 点）首播，每集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

每部奖励总额不超过 200 万元；电影作品在全国影院上映规模达

到 500 家（含）以上的，每部给予一次性奖励 50万元。 

本市影视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拍摄的电影作品在中央电视

台（6套）黄金时段（19点至 21点）首播，每部给予一次性奖励

50万元；进入电影院线上映并且票房达到 1亿元（含）以上的，

每部给予一次性奖励 150 万元；达到 3亿元（含）以上，每部给

予一次性奖励 250 万元；达到 5亿元（含）以上，每部给予一次

性奖励 350 万元。 

第十条  影视作品获奖奖励。本市影视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

拍摄的影视作品，从海口申报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

得华表奖、百花奖、金鸡奖，国际 A类电影节最高奖的电影作品

和获得飞天奖、金鹰奖的电视作品，每部给予一次性奖励200万元。 

第十一条  影视剧本创作奖励。反映海南题材影视剧本由本

市影视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投资拍摄，其电影作品在全国影院上

映规模达到 500 家（含）以上，其电视剧作品在省级卫视（湖南



 — 5 — 

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上海东方卫视、北京卫视）播出，

其网络电影或网络电视剧作品在知名视频网站（腾讯、爱奇艺、

优酷）播出，按剧本计税交易金额的 50%给予平台运营公司所签

约合作的编剧创作奖励，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 

第十二条  支持举办电影首映式。本市影视企业作为出品方

拍摄的电影作品，在本市举办全国院线电影首映式，按实际发生

成本的 50%给予奖励，单场奖励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非本市影

视企业出品的电影，按实际发生成本的 30%给予奖励，单场奖励

金额不超过 50万元。 

第十三条  支持影视企业参展办展。本市影视企业参加省级

影展、交易会，给予展位费 80%补贴，每场补贴金额不超过 80万

元；参加国家级影展、交易会，给予展位费 100%补贴，每场补贴

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本市影视企业参加境外影视展会，给予展

位费 100%补贴，每场补贴金额不超过 120 万元。 

本市影视企业在本市举办大型的影视展、影视论坛、影视赛

事等活动，由市级、省级影视主管部门单位主办的，给予场地租

金、布展费、宣传费等 60%补助，每场补贴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由国家电影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或全国性行业协会作为指

导单位，给予场地租金、布展费、宣传费等 80%补助，每场补贴

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 

第十四条  鼓励影视作品出口。本市影视企业出口的影视作

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增值税零税率并进行奖励，每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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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给予 10万元奖励，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 

第十五条  鼓励企业投资影视产业项目。影视企业在我市投

资建设影视产业项目，且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000 万元

（含）以上的，项目建设完成投入运营后，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额的 5％给予奖励。单个项目累计奖励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 

第十六条  支持影视企业引进人才。本市影视企业引进人才

符合条件的，按照省、市人才引进的相关政策享受住房补贴等待遇。 

第十七条  支持影视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建设配套齐全，服

务完善，具有一定规模的影视基地。对在本市从事摄影棚租赁业

务的影视企业，主营业务面积达 10000 平方米（含）以上，且摄

影棚收入占本企业总营业收入 1/3 以上，按年度影视剧组租用摄

影棚的实际使用时间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为 1元/平方米/天。 

对在本市从事影视道具、服装、摄影器材等设备租赁业务的

影视企业，当年主营业务面积达 1000 平方米（含）以上，且收入

占本企业总营业收入 1/3 以上，按年度给予影视企业库房租房补

贴，补贴标准为 15元/平方米/月，年度补贴金额不超过 40万元。 

支持影视企业投资固定资产融资，影视企业投资本市影视产

业固定资产项目，且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000 万元（含）

以上的，项目建设完成投入运营后，给予申报企业 60%的贷款贴

息支持，贴息率不得超过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第十八条  支持后期制作公司建设。本市影视企业在本市从

事影视后期制作（剪辑、视效制作、声音制作、调光调色等），且



 — 7 — 

当年影视后期制作营业收入 500 万元（含）以上，占本企业总营

业收入 1/3 以上的影视企业，对所产生的电费实行 50%补贴，年

度补贴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 

第十九条  委托本市影视服务机构开展影视产业政策宣传

推介、影视产业招商和影视平台建设等工作；提供影视政策咨询、

影视项目落地协调等服务工作，承接市影视主管部门委托的其他

事项。 

第二十条  本规定的扶持奖励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市影视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0 年 5月 28 日起施行，有效期两

年。鉴于原颁布实施的《海口市扶持影视产业发展暂行规定》《海

口市扶持影视产业发展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已于 2018 年 5 月 1

日期满失效，为保持政策延续性，本规定施行前，对影视产业扶

持的奖励皆参照原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绩效评定。市影视主管部门应严格执行奖补资

金使用计划以及兑现条件。加强对奖补资金使用的审核、检查和

监督；市影视主管部门每年组织第三方机构对奖补资金使用情况

及使用效果进行绩效检查评估，为市财政部门制定下一年度资金

预算提供依据。奖补影视企业自觉接受市影视主管部门、市审计

部门和市财政部门等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 

 

附件：海口市影视产业奖励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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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月 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