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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深盐府办规〔2019〕9 号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盐田区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扶持办法

的通知

各街道办，区政府直属、驻盐各单位：

《盐田区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已经区委区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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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区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扶持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全域+全季”旅游发展目标，实现“旅

游+”产业融合，围绕“产业兴盐”战略，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

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滨海城区，根据《盐田区产业发展资金管理

规定（2019 年修订）》（深盐府规〔2019〕3 号），结合盐田区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依照本办法和盐田区产业发

展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制定和公布项目申报指南，负责对申请扶持

项目进行初审。

第三条 本办法所需资金来源于盐田区产业发展资金，本办

法涉及资金按《盐田区产业发展资金管理规定（2019 年修订）》

（深盐府规〔2019〕3 号）执行，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条 本办法重点扶持从事旅游、创意设计、影视动漫、

演艺音乐、文化软件及游戏、艺术服务、体育服务等领域的企业

和机构。

第二章 引进培育旅游景区

第五条 鼓励旅游景区开展创优评级。对首次评定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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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A、AAAA、AAA 级旅游景区的单位，分别给予五百万元、三

百万元、一百万元的一次性扶持。

第六条 鼓励旅游景区（点）落户盐田。大力挖掘盐田生态、

滨海、人文、健康、产业、科技、休闲等旅游资源，投资建设新

景区（点）。建成后正常运营一年，对有品质、有特色、有发展

潜力的新建景区（点），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进行专家

评审，根据不超过建设实际投入的百分之十五给予一次性落户扶

持，单个景区（点）最高不超过三百万元。

第七条 鼓励旅游景区经营发展。对纳入盐田区统计核算，

申报年的营业收入三千万元以上的收费景区，按申报年区级财政

贡献相对于上年度增量部分的百分之三十给予增长奖，每年扶持

金额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

第三章 引进培育优质住宿业

第八条 鼓励住宿业开展创优评级。

（一）对首次评定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旅游饭店的单

位，分别给予一百万元、五十万元、三十万元的一次性扶持；对

通过复评保留相应等级的，分别给予三十万元、二十万元、十万

元的一次性扶持；

（二）对首次评定为国家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的民宿，

分别给予二十万元、十五万元、十万元的一次性扶持；对首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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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深圳市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的民宿，分别给予五万元、

三万元、一万元的一次性扶持。

第九条 鼓励酒店落户盐田。对新注册或新迁入盐田的酒店，

且承诺自获得扶持起五年内注册地不搬离，在三年内任一年度营

业收入五千万元以上的，按区级财政贡献的百分之十五给予一次

性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的落户扶持。

第十条 鼓励酒店经营发展。对纳入盐田区统计核算，申报

年的营业收入三千万元以上的酒店，按申报年区级财政贡献相对

于上年度增量部分的百分之三十给予增长奖，每年扶持金额最高

不超过一百万元。

第十一条 鼓励企业承接高端活动住宿接待。企业承接会展、

赛事活动的住宿接待，单次接待人数二百人以上，在盐田区住宿

两夜以上，住宿标准三百五十元/天/人以上，全年接待人数二千

人以上的，给予一万元的支持，每增加一千人给予一万元的支持，

每家企业年度扶持不超过二十万元。

第四章 鼓励发展“旅游+”项目

第十二条 鼓励发展“旅游+文体业态”。

（一）特色实体书店、演艺场馆扶持。营业面积超过三百平

方米的经营性特色实体书店、演艺场馆，按实际租金的百分之三

十给予扶持，扶持时间不超过三年，单个企业每年度最高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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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万元；

（二）鼓励开展商业演出。支持小型舞台剧、音乐剧、演唱

会、体育表演赛等高端精品节目在我区进行商业演出，按实际投

入的百分之三十给予每场次不超过五万元演出扶持，同一节目每

年度扶持不超过三场。不限定于盐田区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

第十三条 鼓励发展“旅游+影视动漫”。

（一）电视台首播支持。对盐田文化企业作为制作发行主体

的原创影视、动漫作品在中央一台黄金时段首播的给予一百万元

支持，非黄金时段首播的给予三十万元支持；在中央台其他频道

黄金时段首播的给予五十万元支持，非黄金时段首播的给予二十

万元支持；在省级上星频道黄金时段首播的给予三十万元支持，

非黄金时段首播的给予十万元支持；

（二）对盐田文化企业作为制作发行主体的原创影视、动漫

作品在院线放映的给予支持，票房收入不满一亿元、一亿元以上

不满三亿元、三亿元以上不满五亿元、五亿元以上的，分别给予

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二百万元、三百万支持；

（三）支持企业制作发行含有盐田元素的原创影视作品，推

广盐田旅游形象，且该作品在中央电视台、省级上星频道播出或

在院线放映的，增加给予五十万元扶持。不限定于盐田区社会组

织和企事业单位。

第十四条 鼓励发展“旅游+文体空间”。鼓励改造、建设文

化体育产业园区（基地）、体育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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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获得国家、省、市、区文化体育旅游主管部门认定

的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对获得国家、市、区文化体育旅游主

管部门认定的体育产业园区（基地），经核定给予以下扶持：

1.给予运营方项目改造、建设投入百分之三十的一次性扶

持，最高不超过三百万元；

2.未获得第 1 目项目扶持的，给予运营企业一次性扶持，分

别按照国家、省、市、区的级别给予一百万元、七十万元、五十

万元、三十万元的扶持；

3.对入驻的本办法重点扶持领域的企业和机构，连续三年给

予租金补贴，补贴标准为实际支付租金的百分之三十，不超过每

平方米每月二十五元；

（二）对有明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体育场馆，其直接投

资额达到一千万元以上不满二千万元，且场馆面积在一万平米以

上，并已对外营业的，给予一次性扶持五十万元；其直接投资额

达到二千万元以上，且场馆面积在二万平米以上,并已对外营业

的，给予一次性扶持一百万元。

第十五条 鼓励“旅游+配套扶持”。鼓励申请上级部门文化、

体育、旅游专项资金扶持，对获得国家、省、市文化体育旅游发

展资金扶持（不含贷款贴息和保险费）的盐田区企业和项目，可

申请配套支持。其中奖励的项目，按照项目扶持金额 1:1 的比例，

给予不超过二百万元的配套扶持;资助的项目，按照项目扶持金

额 1:0.5 的比例，给予不超过二百万元的配套扶持。本办法中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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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扶持条件的项目所获得中央、省、市及区的累计扶持总额不得

超过该项目实际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第十六条 鼓励发展“旅游+工业”。支持企业挖掘盐田港口、

科技、黄金珠宝等工业旅游资源建设工业旅游点，为市民、游客

提供共享空间，获市级及以上旅游主管部门颁发的“工业旅游示

范点（单位、基地）”荣誉称号，根据不超过建设实际投入的百

分之十五给予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的支持。

第十七条 鼓励发展“旅游+消费”。支持文化旅游企业与商

贸、餐饮企业合作开展购物嘉年华、美食节等营销活动，提升旅

游和消费体验，按实际支出的百分之三十给予不超过二十万元的

扶持。若同个活动项目纳入盐田区旅游节或购物节等促消费活

动，按就高进行扶持，企业不得重复申报，单个企业年度可享受

扶持不超过五十万元。

第十八条 鼓励发展“旅游+交通”。

（一）鼓励企业开通经交通运输局、海事局等有关部门批准

的新增空中、海上观光旅游线路，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由区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进行专家评审，按实际投入的百分之五十给

予不超过五十万元的一次性扶持；

（二）鼓励企业开通串联辖区景点、酒店、商圈等旅游资源

的旅游巴士专线，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组织进行专家评审，按实际投入的百分之五十给予不超过五十万

元的一次性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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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鼓励发展“旅游+活动”。鼓励企业举办高端、有

影响力的沙滩音乐节、水上国际赛事、越野赛等文旅活动和体育

赛事。不限定于盐田区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

（一）举办国际性、全国性、省级、市级大型旅游文化体育

品牌活动、赛事。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进行专家评审，

分别按实际发生费用的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和

百分之二十给予最高不超过三百万元的扶持；

（二）对具有较大旅游产业推动作用的活动、赛事，经区政

府认定，按实际发生费用的百分之五十给予每场不超过三百万元

的扶持。

第二十条 鼓励发展“旅游+展会”。鼓励企业举办高端、有

影响力的展会。不限定于盐田区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

（一）举办国际性、全国性、省级、市级展会，由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组织进行专家评审，分别按实际发生费用的百分之

五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二十给予最高不超过一

百万元的扶持；

（二）对具有较大旅游产业推动作用的展会，经区政府认定，

按实际发生费用的百分之五十给予最高不超过二百万元的扶持。

第二十一条 鼓励发展“旅游+服务”。鼓励重点旅游景区、

星级酒店及其他重点旅游企业提升旅游品质服务。完善旅游购

物、餐饮服务、旅游厕所、中外文多语种旅游标识标牌、游客服

务中心（点）等配套设施，发展旅游在线服务、智慧旅游、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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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景区全覆盖等旅游信息化项目，升级改造提升旅游品质，

发展夜间文化旅游街区等夜经济，投入运营一年以上且运营良好

的，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进行专家评审，按照不超过项

目实际投入资金百分之十五给予扶持，单个企业每年可享受扶持

不超过一百万元。

第二十二条 鼓励发展“旅游+健康”。鼓励企业开发经卫生

健康部门批准的健康服务医疗机构，联合辖区医疗卫生和旅游产

业资源，开发高端医疗、特色专科、中医保健、美容养生、康复

疗养、医养结合等健康旅游产业链。对具有较大推动作用的健康

旅游产业，投入运营一年以上且运营良好的，由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联合区卫生健康局组织进行专家评审，按照不超过项目实

际投入资金百分之十五给予扶持，单个企业可享受最高不超过一

百万的扶持，最多可扶持三年。

第五章 鼓励旅游宣传推广

第二十三条 鼓励开展盐田资源宣传推广。鼓励企业、协会

组织通过网红达人等渠道宣传盐田旅游，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

线下宣传活动，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进行专家评审，按

实际宣传费用的百分之三十给予每项不超过十万元的扶持；参加

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区旅游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交易会（博

览会、展览会等），给予一名人员差旅费补贴，差旅费标准按公



— 10 —

务人员标准执行；自行对外开展盐田推广活动，由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组织进行专家评审，按活动场租费和宣传费用的百分之

五十给予每场不超过十万元的扶持，单个企业年度可享受参展补

贴总额不超过一百万元。

第二十四条 鼓励企业开发旅游路线。注册地不在盐田区的

企业可联合盐田区社会组织或企事业单位进行申请。

（一）企业利用盐田区旅游资源开发包含旅游、商贸、文化、

体育等旅游线路，并开展线上线下五个平台及以上宣传推介，由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进行专家评审，给予每条路线一万元

的扶持；

（二）对结合旅游路线，安排在盐田区住宿两夜以上，住宿

标准三百五十元/天/人以上，全年接待人数二千人以上的，给予

一万元的支持，每增加一千人给予一万元的支持，每家企业年度

扶持不超过二十万元。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符合盐田区最新的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

具有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重大支撑作用的企业及项目，不限定于盐

田区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对不在本办法扶持范围的，提请区

政府常务会审定研究给予扶持。

第二十六条 同一主体不得因同一事由重复享受盐田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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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扶持政策。同一事项，适用于本办法，同时又适用于盐田区

其他扶持政策时，按扶持资金金额“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不

予重复扶持。

第二十七条 对予以扶持的项目进行第三方审计，财政补助

实际金额以事后审计结果为准，并实行项目绩效评估，绩效评估

结果作为后续支持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以下”“不超过”，均

包含本数。本办法所称“不满”，均不包含本数。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盐田区政府授权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1 月 26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原《盐田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措施（试

行）》（深盐府办〔2016〕15 号）同时废止。



— 12 —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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