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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集美区进一步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
奖励办法的通知》

2021年5月20日，集美区人民政府出台《厦

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集美区进一步

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奖励办法

的通知》（集府规〔2021〕5号），第16条

建立会议引进奖励机制，对2016年的会奖

政策进行修改完善。



2021年（最新出台） 2016年
第十六条 建立会议引进奖励机制。对在集美区纳税并纳统酒店、集美辖区的高校或
大型室内场馆举办，并入住集美区纳税并纳统酒店的各类会议，其参会人数达100
人（含）以上的，按照参会人数和住宿类别给予主办单位或承办单位相应奖励。
（一）会议引进奖励
1.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200至299间夜数的，给予2万元奖励；  2.住宿四星级酒店达
到300至399间夜数的，给予3万元奖励；  3.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400至999间夜数
的，给予5万元奖励；  4.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1000至1499间夜数的，给予10万元
奖励；  5.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1500至1999间夜数的，给予15万元奖励；   6.住宿
四星级酒店达到2000至2999间夜数的，给予20万元奖励；   7.住宿四星级酒店达
到3000至3999间夜数的，给予25万元奖励；  8.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4000至4999
间夜数的，给予30万元奖励；  9.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5000间夜数（含）以上的，
给予35万元奖励；
住宿五星、三星级酒店的间夜数分别按照1.2和0.8的系数折算成四星级酒店间夜数，
住宿3A、4A、5A级会议型酒店的间夜数分别按照三星、四星、五星级酒店间夜数
的标准计算。
（二）会议特别奖励
对单个自然年度内招揽引进10个（含）以上会议项目的主办单位或承办单位，给予
全年奖励总额20%的特别奖励，每家单位年度的会议特别奖励不超过20万元。

建立会议引进奖励机制，对在符合条件的辖区酒店举办且事前向区
文体广电出版旅游局报备的各类商务、学术会议，其外来参会人数
达100-5000人的，按照参会人数和住宿类别给予主办单位奖励，
标准如下：
  （一）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200-499间夜数的，给予2万元奖励；
 （二）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500-999（不含）间夜数的，给予5万
元奖励；
 （三）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1000-1500（不含）间夜数的，给予
10万元奖励；
 （四）住宿四星级酒店达到1500间夜数以上的，给予15万元奖励；
 （五）在会议期间组织参会人员游览两个（含）以上收费旅游景
区（点），年度输送人数达到2000人次、4000人次、6000人次，
分别给予每人次10元、15元、20元奖励。
 住宿五星、三星级酒店的间夜数分别按照1.2和0.8的系数折算成
四星级酒店间夜数；住宿精品酒店、商务酒店和主题酒店等，其相
当于星级酒店的类别由集美区星评办根据有关标准认定后，可享受
奖励。

会议奖励政策对比表

• 会议类型：各类会议
• 会议场地：酒店、集美辖区的高校或大型室内场馆
• 增加300-399间夜奖励3万元，5万元奖励的档次也改为400至999间夜。
• 增加了2000-2999间夜、3000-3999间夜、4000-4999间夜、5000间夜以上的奖励档次
• 增加了会议特别奖励

主要
变化



《集美区会议业发展扶持奖励资金审批规程》出台

2021年6月16日，集美区文化和旅游局出台

《集美区会议业发展扶持奖励资金审批规程》

（2021），对2019年的审批规程进行修改

完善。



集美区会议扶持奖励办事指南的几点说明

凡在集美区范围内主办、承办会议活动的集美辖区

酒店或厦门辖区会议公司。

一、申请对象

企业填写申报材料→向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申报

→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组织评审→厦门市会议展

览业协会出据评估审核表→第三方审计→区文旅局

审批→企业出具收款票据→核拨奖励资金。

二、流程



集美区会议扶持奖励
办事指南的几点说明

Ø 会议开始前5天：申报单位（主办方/承办）填写申报材料，

向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申报（注：既符合申报市级奖励

又符合区级奖励扶持的可同时报送相关材料）。

Ø 会议开始前1天：申报单位（主办方/承办）向区文旅局报

备，参会人员名单发送至邮箱：jmzcsb@163.com，发送

邮件主题格式：提前申报-2021年X月X日-X月X日-XXX有

限公司-厦门XXX酒店-会议名称-参会人数-预估住宿间夜-

申报企业联系人-手机号码。未提前提供与会人员名单，视

为自动放弃，会展协会不再接受材料审核。

Ø 间夜数计算起止时间：会议举办前一天（或报到当天）至

会议结束后一天。

三、企业申报时间和细则



Ø 在集美辖区的高校或大型室内场馆举办会议的要求：符合会

议奖励条件的集美大型室内场馆有嘉庚剧院（保利剧院），

后续有其他符合条件的大型室内场馆由区文旅局补充。

Ø 会议在集美高校举办须满足：①会场需提前报区文旅局审核

报备；②会议主题和高校学术研究相关；③会议会场可容纳

200人以上；④校方（含主办学院）开具会议场地使用证明

（盖学校或学院公章、学校经办人签字）。

Ø 除了集美高校会议场地以会议场地使用证明代替会议场租发

票外，集美辖区的高校或大型室内场馆举办会议所需资料与

在酒店举办的会议相同。

三、企业申报时间和细则

集美区会议扶持奖励
办事指南的几点说明



主办单位名称 填主办单位全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主办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会议名称  会议酒店  

承办单位名称  
承办单位  
联系人  

申请奖励 万元

承
诺
事
项

 
本单位郑重承诺自觉遵守《集美区关于进一步促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扶持奖励办法》（集府规﹝2021﹞5号）相关规定，本次会议活动
无申请集美区其他财政资金扶持奖励。若核查中发现违反相关规定，
我单位承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   
项目负责人签字：（手签）            承诺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电话：                    签字日期： （时间必填）

四、已享受集美区其他扶持奖励的会议项目，
不得申请本办法的会议奖励。

无申请集美区其他财政资金扶持奖励承诺书
(会议主办单位)

集美区会议扶持奖励
办事指南的几点说明



全国总工会厦门劳模疗休养中心

罗约海滨温泉酒店

灵玲大酒店

明珠海湾酒店

北海湾惠龙万达嘉年华酒店

集美湖豪生大酒店

日东花园酒店

厦门海景皇冠假日酒店

1. 北海湾惠龙万达嘉年华酒店：客房350间，床位
550个，会议室7 个，最大会议室可容纳1200人

2. 集美湖豪生大酒店：客房485间，会议室7个，最
大会议室可容纳1200人

3. 全国总工会厦门劳模疗休养中心：客房579间，
床位940个，会议室26个，最大会议室可容纳
800人

4. 罗约海滨温泉酒店：客房330间，床位500个，
会议室5个，最大会议室可容纳1200人

5. 厦门灵玲大酒店：348间，会议室4个，容纳
100-300人。

6. 厦门日东花园酒店+厦门明珠海湾大酒店，疫情
隔离酒店

7. 山水宾馆、蓝湾半岛酒店、杏花村酒店
8. 月美池洲际酒店：国际五星级酒店

集美酒店



集美区文旅扶持奖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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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ING POLICIES FOR CULTURE AND TOURISM



旅行社带客奖励政策

第十三条 旅行社组织游客到集美旅游，对在集美区限上住宿业酒店住宿、游览集美区1个（含）以上景区且年

度住宿间夜数达到5000间夜（含）以上的，按照50元/间夜给予奖励，每家旅行社全年奖励不超过50万元。

《集美区关于进一步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奖励办法》第十三条



申报材料

01

02

营业执照复印件（核对后返还）

团队行程单复印件、酒店出具的住宿证明（盖酒店公章、总经理或常务副总
以上级别签字）、酒店管理系统导出的住宿明细（根据每天实际住宿间夜打
印、盖酒店公章、酒店经办人签字）、付款证明、酒店住宿增值税发票复印
件（需按行程单对应开具，不能与其他项目合并开具）

03 季度汇总表（盖旅行社公章），电子扫描件在季度的下一个月发送至区文旅
局邮箱jmzcsb@163.com

04 年度汇总表（盖旅行社公章）、扶持申请报告及申请表各一份



序号 单位详细名称 单位详细地址
1 厦门灵玲大酒店有限公司（灵玲大酒店）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杏锦路350-352号
2 厦门集美湖豪生大酒店有限公司（集美湖豪生酒店） 厦门市集美区立功路121号
3 厦门罗约海滨温泉酒店有限公司（罗约海滨温泉酒店）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路399号
4 中华全国总工会厦门劳动模范疗休养中心（中华全国总工会厦门劳动模范培训中心）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路301号
5 厦门惠龙集团有限公司（厦门惠龙北海湾万达嘉华酒店） 厦门市集美区集源路210号
6 厦门明珠海湾大酒店有限公司（明珠海湾大酒店）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东路69号
7 厦门日东花园酒店有限公司（日东花园酒店） 厦门市集美区日东二路289号
8 厦门汉盈酒店有限公司（汉庭酒店集美大学北店）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同集南路92号105室
9 厦门集力酒店有限公司（亚朵酒店集美大学店、全季酒店集美学村店） 厦门市集美区同集南路92号三层301
10 厦门晶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晶邦大酒店）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杏林北二路22号
11 厦门蓝湾半岛酒店有限公司（蓝湾半岛酒店）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杏前路22-1号
12 厦门众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全季酒店杏林湾路店）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路1657号
13 厦门好程酒店有限公司（锦江之星厦门杏林店）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文康路377-108
14 厦门金中意酒店有限公司（汉庭酒店集美学村店、怡莱酒店集美学村店）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岑东路189号三号楼
15 厦门驿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驿起酒店厦门北站店）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珩山一里13号
16 厦门市名典商旅酒店有限公司（名典商务酒店）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东路50号

17 厦门海星星酒店有限公司（如家酒店杏林西路店、如家酒店厦门北站店、心远酒店集美学村店、心远酒店集美
银江路店、心远酒店杏林东路店）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西路19号

18 厦门文铂酒店有限公司（如家酒店集美大学店）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银亭路26号
19 厦门山水宾馆有限公司（山水宾馆） 厦门市集美区嘉庚路61号
20 厦门天地人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城市便捷酒店集美大学店） 厦门市集美区浔江路199号
21 厦门阅海旅馆有限公司（锦江之星集美学村店） 厦门市集美区浔江路175号之一
22 厦门华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丽怡酒店）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建南路270号
23 厦门市遇锦酒店有限公司（锦江之星品尚酒店）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同集南路92号115室
24 厦门华濠四季酒店有限公司（华濠四季酒店）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天马路301号

25 厦门崇浩酒店有限公司（锦江之星厦门北站嘉庚体育馆店） 厦门市集美区孙坂南路62号之三 
备注 每年根据实际情况由区文旅局调整、公布

集美区限上住宿业单位名单，25家：



集美研学旅游活动对象 条件 年度输送人数 酒店分类 奖励

组织省内学生
（每家全年奖励≤50万元）

2天1晚及以上 ≥2000人 

辖区纳统酒店 60元/间夜
辖区非纳统酒店 30元/间夜

辖区非酒店住宿 10元/人次

组织省外或境外学生
（每家全年奖励≤60万元）

辖区纳统酒店 80元/间夜
辖区非纳统酒店 40元/间夜

辖区非酒店住宿 10元/人次

集美对口帮扶区学生
（每家全年奖励≤80万元） / /

辖区纳统酒店 100元/间夜

辖区非纳统酒店 50元/间夜

辖区非酒店住宿 10元/人次

旅行社或机构，每年送到集美研学且未在集美住宿学生≥5万人 2元/人次

集美研学旅行奖励政策

第十五条 鼓励来集美开展研学旅行活动，对通过集美研学信息管理平台“i研学”报名、申报和审核，按照以下标

准给予旅行社或机构奖励：

《集美区关于进一步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奖励办法》第十五条



旅行社或机构在“i研学”平台注册→至少提前1天在“i研学”平台发布

研学团简讯→在活动后15天内在“i研学”平台录入研学活动证明材料

→“i研学”平台为申请奖励企业出具年度数据报表和详细清单→区文旅

局组织评估→区文旅局审批→企业出具收款票据→核拨奖励资金。

申请流程

Ø 营业执照复印件（核对后返还）、集美研学信息管理平台“i研学”数据报表和详细清单

（旅行社或研学机构盖章）、扶持申请报告及申请表各一份

Ø “i研学”平台上录入的研学活动证明材料：研学活动合同PDF扫描件、研学线路简介、

集美研学课程（包含课程名称、课程简介、研学导师姓名、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

学生身份证信息（包含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学校）、研学活动各主要场景1张照片

（与研学线路相匹配）、酒店住宿证明PDF扫描件、保险合同PDF扫描件、研学活动安

全预案PDF扫描件、结算发票及付款证明。

申报材料



集美区对口
帮扶合作地区

✔固原市彭阳县

✔三明市清流县

✔龙岩市新罗区

注：后期根据政策调整名单

审核兑现

第二年的第一季度向区文旅局书面申

报，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对申报材料

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于次月28日前完

成审查工作。



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