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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项目申报须知 

 

一、基本条件 

1. 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 按照有关规定已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资格。 

3. 上年度海关统计进出口额低于 6500 万美元。 

4. 近五年来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

性资金，项目未申报其他财政资金。 

二、支持范围及限额 

1. 对外贸企业参加境外展览会、开展管理体系认证、产

品认证、境外商标注册和境外专利申请等五个项目予以支持。 

2. 对符合支持内容且支出金额在 0.5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

的项目予以支持，支持金额保留到百位（向下取整）。 

3. 对 2022 年海关统计进出口额达到 10 万美元（含 10

万美元）的企业，每家企业全年支持资金总额（包括上述五

个项目合计，下同）上限为 30 万元人民币；未达到 10 万美

元的生产型企业，每家企业全年支持资金总额上限为 3 万元

人民币；未达到 10 万美元的贸易型企业不予支持，若与生产

型企业隶属于同一集团或同属一个法人，则需提供隶属关系

证明。（对于 2022 年和 2023 年新办理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

货人注册登记的企业可按照 2023 年海关统计进出口额确定

支持上限）。 

4. 根据财政部和商务部对同一企业设定合理支持年限

的有关要求，对于已申报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本项目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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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资金支持的企业，如 2023 年仍无海关进出口实绩，则不

予支持。 

三、申报程序 

（一）注册登记 

1. 企业可随时登陆“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外经贸

发 展 专 项 资 金 （ 中 小 ） 网 络 管 理 应 用 ” 网 站

（zxkt.mofcom.gov.cn）进行注册，每家企业仅可注册一次，

长期有效。注册流程如下： 

①点击首页“在线注册”进入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

用户信息注册页面，按提示如实填写所有信息，完成新用户

在平台的账号注册； 

②完成注册后，页面将跳转进入应用选取页，用户需点

击“中小企业开拓资金”的业务申请，或者通过个人业务大

厅首页左上角的“增加应用”，选择“综合业务”分类下的“外

贸发展专项资金（中小）网络管理应用”； 

③进入此应用后需逐项填报企业相关信息（不能空项）

并提交，请企业自行保存好用户名和密码； 

④返回首页点击“在线申报”登录企业账户—进入“外

贸发展专项资金（中小）网络管理应用”—年度确认—点击

“企业资质”—打印《企业注册登记表》。 

2. 完成网上注册后，携带下列材料到商务促进资金项目

受理窗口单位（以下简称“窗口单位”），办理审证开通手续。 

①企业注册登记表； 

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复印件（在自贸试验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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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范围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无需提供）； 

④企业法人代表及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详见附件 4）。 

以上材料一式两份并逐页加盖公章。 

3. 企业如需变更注册信息或找回用户名及密码，请咨询

窗口单位。 

（二）项目申报 

企业须在规定的申报时间内进行项目申报。 

1. 项目申报范围 

2023 年当年已实施完成的项目。 

2. 项目申报时间 

第一次申报时间：2023 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31 日 

第二次申报时间：2024 年 1 月 2 日至 1 月 31 日（需确

认 2023 年进出口额的新企业请于该时间段申报） 

如项目申报时间有变化，将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

台—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中小）网络管理应用”网站首页

的“重要通知”栏目中告知。 

3. 项目申报流程 

企业登陆“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外经贸发展专项

资金（中小）网络管理应用”（zxkt.mofcom.gov.cn）—点击首

页“在线申报”登录企业账户—进入“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中小）网络管理应用”—年度确认—点击“资金拨付申请”

—填报项目信息并提交—打印《资金拨付申请表》—在申报

时间内，向窗口单位提交书面申请材料（详见各项目申报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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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拨付资金 

1. 窗口单位对申报企业提交的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形式

要件审核。申报时间结束后，窗口单位汇总项目受理情况报

市商务局。市商务局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核。为加强项

目的审核管理，完善审核措施，市商务局建立项目抽查制度，

重点加大对申报材料的审核，防止企业利用虚报金额、伪造

材料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在审核过程中如有问题，需进行

延伸审核，申报企业须予以配合。 

2. 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后出具审核报告，市商务局根据审

核结果及政策文件规定提出资金支持方案，确定项目支持金

额，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申报企业如对公

示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反馈至市商务局贸

发处（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 158 号，邮编：300040）。 

第一次申报项目预计公示时间：2023 年 11 月初 

第二次申报项目预计公示时间：2024 年 6 月初 

如公示时间有变化，将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中小）网络管理应用”网站首页的“重

要通知”或天津市商务局网站首页的“公示公告”栏目中告

知。 

3. 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项目，由市商务局确定资金支持

方案，向市财政局行函商请拨付资金。 

四、有关要求 

1. 加强诚信监管，按照我市诚信建设工作要求，对申报

企业信用情况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津）、天津

市市场主体联合监管系统、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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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平台进行核查。 

2. 申报企业须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对采用

虚报项目金额、提交虚假申报材料等手段骗取财政支持资金

的企业，取消其当年申报资格，且五年内不得申报商务发展

专项资金支持， 

并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 

五、业务咨询 

1. 咨询电话：58366501、58366502、58366503、58366504、

58366505。 

2. 受理窗口：天津市商务局一楼大厅（和平区大沽北路

158 号）。 

3.本指南可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外经贸发展专

项资金（中小）网络管理应用（zxkt.mofcom.gov.cn）和天津

市商务局网站（shangwuju.tj.gov.cn）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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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展览会项目 

 

一、项目支持内容 

（一）境外展览会是指在境外举办的国际性或地区性的

综合或专业展览会，以及经我国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在境外主

办的各类展览会。 

（二）支持内容及标准 

支持内容 
最高 

支持比例 
最高支持限额 

展位费 

（场地、基本展台、桌椅、照明） 
50% 每个标准展位 15000 元 

1. 每个标准展位按 9㎡计算，若只申报 1 个展位且展

位面积不足 9㎡的不予支持。 

2. 每个展会项目最多支持 4 个标准展位。对展位面积

超过 9㎡的非标准展位，支持展位面积不超过 36㎡，支持

金额按照标准展位每平方米支持金额进行核算。 

3. 对下列项目提高支持比例，最高支持比例不超过

70%，每个标准展位的最高支持限额为 21000 元。 

①参加《优先支持国家（地区）目录》（详见附件 1）

的展会项目； 

②参加商务部组织的境外展会项目（展会目录另行通

知）； 

③天津市重点培育的国际自主品牌和中华（津门）老字

号企业申报的展会项目。 

二、项目申报材料 

1. 其他单位账户存根表（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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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金拨付申请表（通过申报系统打印）。 

3. 参展企业与展会主办方或组展机构签订的展位合同

或展位确认书复印件。 

4. 展会主办方或组展机构出具的展位费发票原件及复

印件。 

5. 申报企业银行付款凭证原件及复印件，不是通过申报

企业银行账户付款的不予支持。 

6. 企业注册登记表（通过申报系统打印）。 

7. 企业法人代表及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详见附件 4）。 

8. 申报企业展位全景视频。 

（1）视频拍摄要求： 

①视频须为连续、清晰、原始视频，时间不少于 1 分钟，

任何经编辑、合并、修改等技术手段变更的视频均视为无效

文件； 

②视频须展示申报企业展位内外景整体情况（视频中只

有展台搭建或拆卸过程的无效），包含展位楣板、展位号和展

品等相关信息，视频中的展位宣传信息应与申报企业名称一

致； 

③视频须包含展会主办方在展会入口或展馆内设置的

展会标识。 

（2）视频补充材料 

如提供的视频无法完全满足上述要求，应提供以下佐证

材料： 

①展会主办方发布的含申报企业在内的《参展商手册》；

参加中央项目组织单位组织的境外展览会项目，也可提供该

项目组织单位出具的加盖公章的“参展证明”原件，参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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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须包含展会名称、展会时间、参展企业名称、展位数量

和面积； 

②如展位宣传信息中体现的企业名称与申报企业名称

不一致的，须提供两家企业之间的隶属关系或代理销售合同

等有关证明。 

9. 项目申报企业承诺书（见附件 3）。 

注意事项：报送的书面材料须按上述顺序一式两份，分

开排列，并逐页加盖单位公章，如提交的材料为外文还须提

供中文翻译件。 

 

 

 

 

 

 

 

 

 

 

 



 –——–11–——— 

管理体系认证项目 

 

一、项目支持内容 

1. 企业进行管理体系认证须由在中国境内注册并经中国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可通过 

www.cnca.gov.cn 进行查询。 

2. 对认证费予以支持，中介代理和咨询培训等其它费用

不予支持。 

3. 须在认证结束并取得相应资质的当年申请资金支持。  

4. 只对首次认证给予支持，不包括后续年度审核、换证

等费用。 

5. 支持内容及标准：  

支持内容 
最高 

支持比例 

最高 

支持限额 

ISO9000 系列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证 50% 20000 元 

ISO14000 系列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 50% 20000 元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50% 20000 元 

食品农产品管理体系认证 50% 20000 元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50% 20000 元 

HACCP 认证 50% 20000 元 

其他企业管理体系认证 50% 20000 元 

二、项目申报材料 

1. 其他单位账户存根表（见附件 2）。 

2. 资金拨付申请表（通过申报系统打印）。 

3. 企业认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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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证机构批准书及附件复印件。 

5. 申报企业与认证或代理机构签订的合同复印件（如通

过中介进行认证，则合同中须列明中介代理费和认证费金额，

否则，还需提供中介机构与认证机构签订的合同复印件）。 

6. 认证费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7. 申报企业银行付款凭证原件及复印件，不是通过申报

企业银行账户付款的不予支持。 

8. 企业注册登记表（通过申报系统打印）。 

9. 企业法人代表及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详见附件 4）。 

10. 项目申报企业承诺书（见附件 3）。 

注意事项：报送的书面材料须按上述顺序一式两份，分

开排列，并逐页加盖单位公章，如提交的材料为外文还须提

供中文翻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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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认证项目 

 

一、项目支持内容 

1. 产品认证应根据产品进口国有关法规或合同要求进

行，不包括国家规定必须进行的强制性认证。 

2. 产品认证机构应具有产品认证的合法资格。 

3. 须在认证结束并取得相应资质的当年申请资金支

持。 

4. 对认证过程中发生的产品检验检测费和认证费用予

以支持，中介代理等其它费用不予支持。 

5. 只对首次认证给予支持，不包括后续年度审核、换证

等费用。 

6. 支持内容及标准： 

支持内容 
最高 

支持比例 

最高 

支持限额 

软件生产能力成熟度模型（CMMI）认证费 50% 100000 元 

其他产品认证的检验检测费和认证费 50% 80000 元 

二、项目申报材料 

1. 其他单位账户存根表（见附件 2）。 

2. 资金拨付申请表（通过申报系统打印）。 

3.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或企业认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 认证机构资质文件复印件。 

5. 申报企业与认证或代理机构签订的合同复印件（如通

过中介进行认证，则合同中须列明中介代理费和认证费金额，

否则，还需提供中介机构与认证机构签订的合同复印件）。 

6. 认证费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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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报企业银行付款凭证原件及复印件，不是通过申报

企业银行账户付款的不予支持。 

8. 企业注册登记表（通过申报系统打印）。 

9. 企业法人代表及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详见附件 4）。 

10. 项目申报企业承诺书（见附件 3）。 

注意事项：报送的书面材料须按上述顺序一式两份，分

开排列，并逐页加盖单位公章，如提交的材料为外文还须提

供中文翻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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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商标注册项目 

 

一、项目支持内容 

1. 对企业在境外进行产品的商标注册、续期、复审规费以

及收购境外商标的商标转让规费予以支持，中介代理等其它费

用不予支持。 

2. 项目完成后（以注册、续期或转让等文件上的发证日期

为准）的 24 个月内均可申请资金支持。 

3. 商标注册应按不同项目分别申请，同一商标在不同国家

（地区）注册视为一个项目。 

4. 支持内容及标准： 

支持内容 最高支持比例 最高支持限额 

境外商标注册费和续期费 50% 15000 元 

境外商标复审费 50% 15000 元 

境外商标转让费 50% 15000 元 

5. 对下列项目提高支持比例，最高支持比例不超过

70%，最高支持限额 21000 元。 

①企业在优先支持国家（见附件 1）注册商标的项目； 

②天津市重点培育的国际自主品牌和中华（津门）老字

号企业申报的项目。 

二、项目申报材料 

1. 其他单位账户存根表（见附件 2）。 

2. 资金拨付申请表（如非当年注册完成的项目，企业须

在项目小结注明商标注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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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境外商标注册、续期、转让证明文件或境外商标复审

受理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4. 申报企业与境外商标管理机构或代理机构签订的合

同复印件（如通过中介进行境外商标注册，则合同中须列明

中介代理费和注册费金额，否则，还需提供中介机构与认证

机构签订的合同复印件）。 

5. 商标注册费、续期费、复审费或转让费发票原件及复

印件。 

6. 申报企业银行付款凭证原件及复印件，不是通过申报

企业银行账户付款的不予支持。 

7. 企业注册登记表（通过申报系统打印）。 

8. 企业法人代表及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详见附件 4）。 

9. 项目申报企业承诺书（见附件 3）。 

注意事项：报送的书面材料须按上述顺序一式两份，分

开排列，并逐页加盖单位公章，如提交的材料为外文还须提

供中文翻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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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专利申请项目 

 

一、项目支持内容 

1. 专利申请项目是指外贸企业通过巴黎公约或 PCT 专

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成员国提

出的发明专利申请或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2. 对申请过程中发生的申请费予以支持，中介代理等其

它费用不予支持。 

3. 专利申请须在申请获得通过并取得相应证明的当年

申请资金支持。不同的境外专利项目分别申请，同一专利在

同一国家（地区）只支持一次。 

4. 支持内容及标准：  

支持内容 最高支持比例 最高支持限额 

发明专利 50% 50000 元 

外观设计专利 50% 50000 元 

5. 对下列项目提高支持比例，最高支持比例不超过

70%，最高支持限额 70000 元。   

①企业在优先支持国家（地区）（详见附件 1）申请专

利的项目； 

②天津市重点培育的国际自主品牌和中华（津门）老字

号企业申报的项目。 

二、项目申报材料 

1. 其他单位账户存根表（详见附件 2）。 

2. 资金拨付申请表（通过申报系统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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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境外专利申请书复印件。 

4. 境外专利管理机构授权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5. 申报企业与境外专利管理机构或代理机构签订的合

同复印件（如通过中介进行专利申请，则合同中须列明中介

代理费和申请费金额，否则，还需提供中介机构与专利管理

机构签订的合同复印件）。 

6. 境外专利申请费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7. 申报企业银行付款凭证原件及复印件（不是通过申报

企业银行账户付款的不予支持）。 

8. 企业注册登记表（通过申报系统打印）。 

9. 企业法人代表及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详见附件 4）。 

10. 项目申报企业承诺书（详见附件 3）。 

注意事项：报送的书面材料须按上述顺序一式两份，分

开排列，并逐页加盖单位公章，如提交的材料为外文还须提

供中文翻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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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优先支持国别（地区）目录 
 

（一）美洲 

01 安提瓜和巴布达                   02 阿根廷  

03 阿鲁巴岛                         04 巴哈马  

05 巴巴多斯                         06 伯利兹 

07 玻利维亚                         08 博内尔  

09 巴西                             10 开曼群岛  

11 智利                             12 哥伦比亚  

13 多米尼克                         14 哥斯达黎加  

15 古巴                             16 库腊索岛  

17 多米尼加共和国                   18 厄瓜多尔  

19 法属圭亚那                       20 格林纳达  

21 瓜德罗普                         22 危地马拉  

23 圭亚那                           24 海地 

25 洪都拉斯                         26 牙买加  

27 马提尼克                         28 墨西哥  

29 蒙特塞拉特                       30 尼加拉瓜  

31 巴拿马                           32 巴拉圭  

33 秘鲁                             34 波多黎各  

35 萨巴                             36 圣卢西亚  

37 圣马丁岛                         38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39 萨尔瓦多                         40 苏里南  

4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42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43 乌拉圭                           44 委内瑞拉  

45 英属维尔京群岛                   46 圣其茨--尼维斯  

47 美国                             48 拉丁美洲其他国家 

（二）非洲 

01 阿尔及利亚                       02 安哥拉  

03 贝宁                             04 博茨瓦纳  

05 布隆迪                           06 喀麦隆  

07 加那利群岛                       08 佛得角  

09 中非共和国                       10 塞卜泰(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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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乍得                             12 科摩罗  

13 刚果（布）                       14 刚果（金） 

15 吉布提                           16 赤道几内亚  

17 埃塞俄比亚                       18 加蓬  

19 冈比亚                           20 加纳  

21 几内亚                           22 几内亚(比绍)  

23 科特迪瓦                         24 肯尼亚  

25 利比里亚                         26 利比亚  

27 马达加斯加                       28 马拉维  

29 马里                             30 毛里塔尼亚  

31 毛里求斯                         32 摩洛哥  

33 莫桑比克                         34 纳米比亚  

35 尼日尔                           36 尼日利亚  

37 留尼汪                           38 卢旺达  

39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40 塞内加尔  

41 塞舌尔                           42 塞拉利昂  

43 索马里                           44 南非  

45 南苏丹                           46 苏丹  

47 坦桑尼亚                         48 多哥  

49 突尼斯                           50 乌干达  

51 布基纳法索                       52 西撒哈拉 

53 赞比亚                           54 埃及 

（三）欧洲 

01 阿尔巴尼亚                        02 爱沙尼亚 

03 白俄罗斯                          04 保加利亚 

05 波兰                              06 马其顿 

07 波黑                              08 俄罗斯 

09 捷克                              10 克罗地亚 

11 拉脱维亚                          12 立陶宛 

13 罗马尼亚                          14 摩尔多瓦 

15 塞尔维亚                          16 斯洛伐克 

17 斯洛文尼亚                        18 乌克兰 

19 匈牙利                            20 黑山 

21 格鲁吉亚                          22 阿塞拜疆 

23 亚美尼亚                          24 意大利 

（四）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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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越南                              02 老挝 

03 柬埔寨                            04 泰国 

05 缅甸                              06 菲律宾 

07 马来西亚                          08 新加坡 

09 印度尼西亚                        10 文莱 

11 东帝汶                            12 印度 

13 巴基斯坦                          14 孟加拉 

15 尼泊尔                            16 斯里兰卡 

17 不丹                              18 阿富汗 

19 马尔代夫                          20 蒙古 

21 哈萨克斯坦                        22 乌兹别克斯坦 

23 吉尔吉斯斯坦                      24 土库曼斯坦 

25 塔吉克斯坦                        26 土耳其 

27 阿联酋                            28 以色列 

29 伊朗                              30 沙特阿拉伯 

31 叙利亚                            32 也门 

33 约旦                              34 卡塔尔 

35 黎巴嫩                            36 科威特 

37 巴林                              38 巴勒斯坦 

39 阿曼                              40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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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其他单位账户存根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8位）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财务负责人 
  

  
联系电话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12位支付号 4位清算号 银行账号 

          

        

单位公章：   财务部门盖章：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注：1、账户存根作为预算拨款原始凭证，填写内容完整，不准涂改； 

                                                                         

 

天津市财政局国库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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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项目申报企业承诺书 

 

天津市商务局： 

我单位已认真阅读天津市商务局、天津市财政局联合

制定的《天津市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项目申报指南》，

对所申报项目做出如下承诺: 

1.符合申报须知中规定的申报单位基本条件。 

2.保证全部申报材料真实、合规、有效，并授权天津市

商务局通过相关银行对项目申报材料中涉及的汇款业务真

实性进行核查。 

3.所报项目未获得其他中央及市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 

4.如所报材料不符合要求或未按天津市商务局要求完善

相关材料、不配合天津市商务局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对

所报项目作延伸审核，视为自动放弃相关项目申报。 

5.如违反相关规定我单位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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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企业法人代表及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参考格式） 

 

我单位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           

现委托（姓名）         身份证号：              作为我

单位经办人，办理天津市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项目相关

事宜。我单位对该经办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有

关文件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面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背面复印件 

经办人身份证正面复印件 经办人身份证背面复印件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