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推进苏州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苏州金融业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切实推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

际，制定本措施。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落实服务实体经济、

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积极吸引优质金融

资源集聚，努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持续营造良好

金融发展环境，加快建设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长三角世界

级城市群提供重要腹地支撑和协同增强效应的功能性金融

中心。 

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建设，鼓励机构做优做强 

（一）鼓励新设金融企业总部，增强资源集聚和辐射能

力。对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在苏州新注册设立（或新

迁入）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企业总部，按照以下标准

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实收资本 2 亿元以下的，给予一次性

落户奖励 500万元；实收资本 2亿元（含）-5亿元的，给予

一次性落户奖励 800 万元；实收资本 5 亿元（含）-10 亿元



 

 

的，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 1000 万元；实收资本 10 亿元（含）

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 2000 万元。 

对在苏州新注册设立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和村镇银行

按照以下标准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实收资本 2 亿元（含）

-5 亿元的，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 200 万元；实收资本 5 亿元

（含）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 500 万元。 

（二）鼓励金融企业总部发展壮大，增强行业竞争力和

综合实力。对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注册地在苏州且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企业总部，通过增资、并购重组等方

式做大资本规模、实现外溢发展的，按照以下标准给予奖励： 

1.增资后实收资本达到 40 亿元（含）的，根据实收资

本增加金额给予奖励：增加 5 亿元（含）-10 亿元的，奖励

100 万元；增加 10 亿元（含）-20 亿元的，奖励 200 万元；

增加 20 亿元（含）-30 亿元的，奖励 500 万元；增加 30 亿

元（含）以上的，奖励 1000 万元。 

金融企业总部已参照本措施第（一）条获得一次性落户

奖励，其增资后累计实收资本达到高一级实收资本规模的，

补足落户奖励差额部分。 

2.并购重组苏州市外金融企业，并购重组完成后企业注

册地和主要办公场所在苏州的，根据并购交易金额给予奖励：

并购交易金额 5 亿（含）-10 亿元的，奖励 100 万元；并购

交易金额 10 亿（含）-20 亿元的，奖励 200 万元；并购交易

金额 20亿元（含）-30亿元的，奖励 500万元；并购交易金

额 30 亿元（含）以上的，奖励 1000 万元。 



 

 

（三）鼓励新设金融企业一级分支机构，提升金融服务

能级。对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在苏州新注册设立的银

行、证券、保险公司的一级分支机构，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

200 万元；对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在苏州新注册设立

的其他金融企业的一级分支机构，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 50

万元。原有机构升格为一级分支机构的，参照新注册设立给

予奖励。 

（四）鼓励新设金融企业专营机构或专业子公司，提升

金融服务专业性。对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全国性金融行业

协会批准或备案，在苏州新注册设立（或新迁入）的金融企

业专营机构或专业子公司，按照以下标准给予一次性落户奖

励： 

1.对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专营机构，

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 500 万元；金融租赁公司专业子公司，

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 300 万元；实收资本 5000 万元（含）

以上的保险中介机构，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 100万元。 

2.对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实收资本 1 亿元（含）

以上的证券公司专业子公司，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 2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0万元（含）以上的基金管理公司专业子公司，

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 200 万元。 

3.对经中国期货业协会备案设立，实收资本 2000 万元

（含）以上的期货公司专业子公司，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 100

万元。 

（五）鼓励新设金融控股公司，提高综合化经营能力。



 

 

对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注册地在苏州的金融控股公司，给

予一次性奖励 1000 万元。 

（六）鼓励私募投资机构发展，提高私募机构集聚度。

对在苏州注册设立的私募投资机构，按照以下标准给予奖励： 

1.对符合条件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参照《关于促进苏

州股权投资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支持股权投资

机构投资苏州”相关条款给予奖励。 

2.对在苏州新注册设立（或新迁入）且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私募证券投资管理机构，实际管理规

模达到 1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

实际管理规模达到 3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一次性奖励

300 万元。 

（七）鼓励地方金融组织规范发展，丰富金融体系业态。

对注册地在苏州、设立 3年以上且运营规范的地方金融组织，

经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增资的，根据实收资本增加金额给

予奖励：增加 1 亿元（含）-5 亿元的，奖励 50 万元；增加

5 亿元（含）-10亿元的，奖励 100 万元；增加 10亿元（含）

-20 亿元的，奖励 200万元；增加 20 亿元（含）-30 亿元的，

奖励 500 万元；增加 30亿元（含）以上的，奖励 1000 万元。 

三、立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企业融资畅通 

（八）支持企业获得无抵质押贷款融资。发挥政府信用

保证基金作用，为单户 1000 万元及以下且期限 6 个月及以

上的贷款提供增信，引导银行机构通过苏州综合金融服务平

台为轻资产企业发放无抵质押条件（知识产权质押除外）的



 

 

贷款。根据放款企业在苏州地方企业征信平台的信用评分情

况，由信用保证基金与银行、担保公司（保险公司）按照以

下标准共担贷款风险： 

1.企业信用评分＜600 分时，信用保证基金与银行、担

保公司（保险公司）按照 65:20:15 的比例共担风险，担保

（保险）费率不得高于 1.5%； 

2.600≤企业信用评分＜650 分时，信用保证基金与银行、

担保公司（保险公司）按照 70:20:10 的比例共担风险，担

保（保险）费率不得高于 1%； 

3.企业信用评分≥650 分时，信用保证基金与银行按照

80:20的比例共担风险。 

（九）支持企业获得线上信用融资。鼓励银行机构通过

苏州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以线上审批形式为企业提供单户

1000万元及以下的信用贷款。根据放款企业在苏州地方企业

征信平台的信用评分情况，按照年度新增信用贷款总额的一

定比例计提额度，定向用于对冲贷款风险。单一机构年度风

险对冲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当年度未用额度可结转至下

一年。 

1.企业信用评分＜600 分时，按照年度新增信用贷款总

额的 3%计提风险对冲额度； 

2.企业信用评分≥600 分时，按照年度新增信用贷款总

额的 5%计提风险对冲额度。 

（十）支持企业获得首贷融资。鼓励银行机构通过苏州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首贷融资。按照年度新增单户



 

 

1000 万元及以下首贷融资金额的 1%给予银行机构奖励，单

一机构年度奖励金额不超过 50万元。 

（十一）支持企业获得“股权+债权”联动融资。鼓励

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机构（不限注册地）通过苏州股权融资服

务平台为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支持。对通过平台向企业进行直

接股权投资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机构，按照其所管理基金年

度新增投资总额的 3‰给予奖励，单一管理机构年度奖励金

额不超过 200万元；对通过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投贷联动融资

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在前述 3‰奖励基础上，再按照

对企业年度新增投资总额的 2‰给予奖励（合计奖励比例

5‰），单一管理机构年度奖励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本条政

策与第（六）条第一款不同时享受。 

（十二）支持企业上市挂牌融资。鼓励企业用好国内外

资本市场实现融资发展： 

1.企业登录国内外资本市场、运用资本市场工具做强做

优的，参照《苏州市促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苏府﹝2020﹞28 号）中“降低企业上市成本”

和“支持上市企业再融资”相关条款给予奖励。 

2.企业实现新三板挂牌的，给予 30 万元奖励；在新三

板公开发行并进入精选层的挂牌企业，再给予 50万元奖励；

精选层企业直接转板上市的，再给予 20 万元奖励（与前款

“降低企业上市成本”政策不同时享受）。新三板精选层企

业进行再融资的，按实际募资金额的 3‰给予奖励，单户企

业年度奖励金额不超过 50万元。 



 

 

（十三）支持企业发行债券融资。鼓励企业发行债券融

资，符合条件的，参照《苏州市促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苏府﹝2020﹞28 号）中“支持企

业发行债券融资”相关条款给予奖励。 

（十四）支持企业获得地方金融组织融资支持。鼓励地

方金融组织立足本地，回归本源。根据地方金融组织支持企

业融资发展情况，对小微企业和“三农”企业客户数占比达

到 60%或相应领域业务余额占比达到 40%，且达到最高监管

评级的，给予接入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提供征信大数据支撑、

推动银行信贷合作等支持。 

鼓励地方金融组织推出专项金融产品，加大对高端装备

等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对在苏州综合

金融服务等平台获得智能化改造提升项目融资的企业，市级

财政按照项目融资额的 1%给予贴息（费率）奖励，单个企业

每年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 200万元；各县级市（区）按照不

低于项目融资额的 1%给予贴息（费率）奖励。 

四、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凝聚各方发展合力 

（十五）完善普惠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苏州综

合金融服务平台、苏州股权融资服务平台、苏州股权投资综

合服务平台、苏州地方企业征信平台等金融服务平台建设，

对平台的日常运维方根据成本规制给予补助。 

（十六）发挥高端论坛和行业组织作用。支持在苏州举

办高端金融论坛、金融展会，提升城市金融影响力；充分发

挥市各金融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金融企业合作交



 

 

流。 

（十七）发挥人才对金融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大金融

人才引育力度，根据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情况，在购房资

格、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由市金融监管局

牵头另行制定金融人才专项政策。 

（十八）建立市县联动的政策支持体系。各县级市（区）

可结合辖区内金融发展实际，根据本措施配套制定相应支持

政策，强化市县统筹，共同推进全市金融资源集聚和金融发

展服务工作。 

（十九）坚持鼓励创新发展与加强风险防范相平衡。坚

持创新引领发展，鼓励优质金融资源引进，健全金融监管和

风险防控体系，提升主动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守住不发生区

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五、其他事项 

（二十）本措施第（一）、（二）条所称的金融企业总部，

是指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在苏州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货币经纪公司、信托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

融公司、银行理财子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证券公司、

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

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企业。 

本措施第（三）条所称的金融企业一级分支机构，是指

隶属于金融企业总部（不限注册地）的苏州市分行或分公司

（仅限一家）。 



 

 

本措施第（四）条所称的商业银行专营机构，是指商业

银行针对本行特定领域业务所设立的、有别于传统分支行的

机构，并同时具备以下特征：针对某一业务单元或服务对象

设立；独立面向社会公众或交易对手开展经营活动；经总行

授权，在人力资源管理、业务考核、经营资源调配、风险管

理与内部控制等方面独立于本行经营部门或当地分支行。商

业银行专营机构类型包括但不限于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信

用卡中心、票据中心、资金运营中心等。 

本措施第（四）条所称的专业子公司，参照国家金融监

管部门、全国性金融行业协会正式发布的有关文件进行认定。 

本措施第（七）、（十四）条所称的地方金融组织，是指

依法设立、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监督管理的小额贷

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

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企业。 

本措施第（八）至（十一）条所称的银行机构，是指按

照单独配置人力资源、单列信贷计划、单独建立信贷评审制

度、考核机制和尽职免责制度等要求，在苏州分支机构内部

成立“企业自主创新金融支持中心”的银行机构。 

本措施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涉及的增资奖励，

不包含苏州本地国有金融企业出资部分。 

本措施第（五）条涉及金融控股公司奖励，不包含苏州

本地国有企业设立的金融控股公司。 

（二十一）对采用弄虚作假等手段骗取优惠政策的，责

令返还已获得的奖励、补助，取消申请资格，同时向相关监



 

 

管部门进行通报。 

（二十二）本措施奖励政策的具体实施细则，由相关部

门会财政局另行制定，根据具体条款明确市县两级财政分担

比例。本措施奖励政策与其他政策文件同类或重复的，按就

高不重复原则实施。 

（二十三）本措施自 2021 年 1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