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对企业的扶持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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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点，法国已出台广泛而多样

的支持措施，满足投资者需要。支持措

施根据投资项目类型有所区别（生产性

投资、研发、创新、培训，等）、所在

地理位置（是否为优先发展区）、开展

项目的企业类型（大型企业、中型企业

或中小型企业）。法国政府重点支持以

下投资：

 大公司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或工业恢复

期地区的投资和提供就业机会；这些地

区已由欧盟委员会在地图（地方援助区

地图）上标出；

 企业研发和创新工艺项目；

 针对员工的职业培训计划；

 为特定人群创造的就业机会；

 中小型企业在全法国范围内投资和创

造就业；

 环境保护投资。

除支持大公司在特定地区投资和创造就

业机会（除“最低减让标准”扶持，由

欧盟规定）之外，法国政府部门还在全

法国所有公司扶持某些类型的项目，如

研发和创新项目、员工培训和雇用计划，

以及面向环保倡议的投资。 

这些扶持可由国家政府、地方政府（法

国的大区、省、市镇）和政府机构以补

贴、可偿还预付款、免税及税收抵扣等

各种形式提供。可以从不同来源获得扶

持，总额不能超过规定上限。 

政府对企业的扶持

法国政府投资部帮助外国投资者确定其项目可得哪种政府补助，并为其准备申请。同时帮助外国投

资者联系负责协助此类投资者的法国政府机构（政府部委、地方部门、政府机构等）。

法国政府投资部对企业帮助

在法经商

第五章 在法经商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和英国。

(1) 至2007年1月1日，欧盟有27个成员国：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

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公国，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

详细内容

欧盟27个成员国 应遵守欧盟关于如何向企业分配国家扶持的法律。这些

规定规定了全欧盟在促进单一市场范围内的公平竞争的框架。政府干预、

符合条件支出和总费用补助的规定适用于欧盟所有国家，任何国家均无

例外。 在这个更广泛的框架内，成员国仍可自由采用最适合本国的发展

政策。 

* 见“说明”：公司规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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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盟关于中小型企业（SME）
的定义

 中型企业必须满足以下所有

条件：员工人数少于250名，年

销售额5,000万欧元以内，或资

产负债表总额低于4,300万欧元，

不存在任何大公司对该企业的

控股（25%以上投票权）。

 小型企业定义：员工人数少

于50人，年销售额或资产负债

表总额低于1,000万欧元。且独

立于任何大企业。

计算员工人数、销售收入和资

产负债表必须考虑企业所有业

务，包括直接投资，或间接投

资控股比例超过25%部分。如企

业连续2年员工人数或财产情况

超过小企业限额，企业将失去

中小企业身份，成为中型企业。

2) 欧盟对大型企业的定义

欧盟有关国家扶持的法规规定，

大型企业是不符合上述中小企

业标准的大型公司。

3) 中型企业的定义

中型企业（ETI）是对法国公司

的法律分类，由2008年8月4日

《经济现代化法》引入。

中型企业的标准：

 250名到5,000名员工；

 资产负债表总额不足20亿欧

元；

 营业额保持低于15亿欧元。

根据欧盟对国家扶持的法规，

中型企业适用与大型企业相同

的规定，但可享受各国法律的

针对性措施。

欧盟法律要求扶持政策应为激励性质，

因此，必须在公司项目进行期间申请扶

持。此外，拨给大公司项目的国家扶持

必须产生投资，和 /或导致此投资的可观

增长。

法国的国家扶持为企业开办、创造就业、

投资和商业开发提供有效支持。

I. 获得针对投资和和创造就
业的扶持

针对企业投资、创造就业有多项政府补

助。 可以向三以年以的投资支出（建筑、

土地和设备），或投资所创造就业成本

（前三年人员工资和社会保险金）提供

扶持。获得扶持的投资项目必须在同一

区域保留五年（大型企业）或三年（中

小企业）。

I .1 . 针对大企业的投资和创造就

业激励措施

除某些敏感领域（例如钢铁制造和合成

纤维）之外，可以为法国某些地区的大

企业投资项目提供扶持。项目的地点是

评估扶持程度的决定性因素。

*公司规模评估（不包括农业）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

请查看欧盟委员会2003年5月6日关于微型、中小型企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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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欧元以内

投资规模 调整后补助上限
减少后的地方

援助区补助上限

正常的地方
援助区补助上限

(Zones AFR normales)

5,000万欧元至1亿欧元

1亿欧元以上

上限的100%

上限的50%

上限的34%

10%

5%

3.4%

15%

7.5%

5.1%

大型项目

大型项目是符合要求的成本超

过5,000万欧元的项目。大型项

目由一家公司或经济上不可分

割整体的几家公司完成。

 如成员国补助生产性投资项

目超过50,000,000欧元，需提前

通知欧盟委员会。

 如该地区补助比例上限是投

资额15%，成员国对项目补助超

过11,250,000欧元，需提前通知

欧盟委员会；如该地区补助比

例上限是投资额10%，成员国对

项目补助超过7,500,000欧元，

需提前通知欧盟委员会。

在这些情况下，获得任何国家

扶持前需要欧盟委员会批准。

 对于符合地方援助政策区域

内的大型投资项目，补助比例

根据投资总额和地区要求减少，

如下表所示：

详细内容

在这些区域发展区以外，分配给大型企

业从事投资项目的政府扶持封顶为每公

司三年200,000欧元（欧盟内的“最低减

让标准”）。中小企业还可在全国获得投

资扶持，相当于投资额的10-20%（除非“最

低减让标准”扶持更有利）。

I.1.1. 面向大型企业的投资扶持取决于欧

盟认可的地区融资区域 

根据欧盟委员会批准的2007-2013年地方

援助分区计划（AFR），大型企业补助

上限为投资额10%-15%，中小型企业为

投资额20%-35%。生产性投资和创造就

业投资的最大扶持金额按项目所在地区

和公司收到的扶持规模计算。

如果一个项目投资额超过5,000万欧元，

政府干预必须降低至符合欧盟规定的水

平（见有关大型企业的“说明”）。

I.1.2. 地方援助区内的政府扶持

要在特定地方援助区获得最大的扶持（大

公司投资的10-15%，中小企业投资的最

高35%），公司可同时接受多种扶持。

这些扶持为补贴或可偿还预付款（政府

补贴或本地政府机构的补贴）、房地产

扶持或税务 /社会保险豁免等形式。这些

措施各有自己的限定条件。多数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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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

英国

比利时

德国

卢森堡

英吉利海峡

瑞士

意大利

地中海
安道尔

西班牙

大西洋

永久补助园区 (2007-2013) ,  不仅限于中小企业

正常补助比率

大型企业: 15%
中型企业: 25%
小型企业: 35%

过渡补助园区 (2007-2008) 
适用区域:

部分正常比率永久补助

区域(不仅限于中小企业)

部分过渡补助区域

大型企业: 15%
中型企业: 25%
小型企业: 35%

低补助比率

大型企业: 10%
中型企业: 20%
小型企业: 30%

永久补助园区 (2007-2013) ,  仅限于中小企业

正常补助比率

中型企业: 25%
小型企业: 35%

低补助比率

中型企业: 20%
小型企业: 30%

法国海外领地补助园区 (2007-2013) ,  
不仅限于中小企业

正常补助比率

大型企业: 50%
中型企业: 60%
小型企业: 70%

高补助比率

大型企业: 50%
中型企业: 70%
小型企业: 80%

适用区域: 适用区域: 适用区域: 适用区域:

适用区域:适用区域:

适用区域: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完全 完全 完全

完全 完全

完全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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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想了解您投资所在地区是否符合财政补助标准，请访问法国国土规划部 (DATAR) 网站 (www.territoires.gouv.fr) 
地区问卷调查表。

地区补助图解 法令no2007-732颁布于2009年5月7日修订于2009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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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地区补助由DIACT（国

土规划和竞争力委员会）在企

业发生如下情况下给予补助：

新设立、扩大业务、转向经营，

和接管运营不良企业。 

条件：

1. 补助地区内设立新企业，必须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a) 至少创造25个长期就业机会，

最低投资额500万欧元以上；或

b) 如投资额低于500万欧元，至

少创造50个长期就业机会。 

2. 企业现有业务扩大或变化，在

指定补助地区投资必须满足以

下条件之一：

a) 至少创造25个长期就业机会，

或该地区员工至少占总员工50%，
或

b) 至少创造50个长期就业机会，

或

c) 最低投资额1,000万欧元以上。

3. 优先发展地区为接管现有企业

提供补助必须满足以下3个条件：

a) 当地劳动力市场严重恶化

b) 接管企业优化结构，提高企业

竞争实力，客户多元化

c) 接管后至少保留原先80个工作，

投资额至少达500万欧元（不包

含资本回购）。

补助总数不超过接收公司的股

权金额及投资期间所冻结所有

股东资产。    
 

工业和服务企业补助（PAT）

详细内容

仅可在地方援助区申报。然而，部分措

施可在这些区域以外使用，但封顶为每

个大型公司三年200,000欧元（或以上所

述的中小企业上限）。

 工业和服务企业补助（PAT）

工业和服务企业补助以创造就业数量为

计算依据。补助采取个案给予方式，并

考虑每个项目特征（创造就业数量和总

投资额）。上限是每个创造就业补助

15,000欧元，且仅可在地方援助区申报

（见有关PAT补助的“说明”）。申请由商

业地点扶持内阁委员会（CIALA）评审。

工业无息贷款：aide à la réindustrialisa-

t ion商业开发贷款方案的目的是在全法

国寻找投资项目。项目必须有利于开发

法国的商业或使商业转移到法国，多样

化或扩大生产或升级工业 工艺，并可与

公司或机构的接收相关联。

项目必须相当于至少500万欧元的投资，

且在36个月内最终净创造至少25个长期

工作岗位。中小企业和中型企业具有资格

（不到5,000名员工的公司或公司集团）。

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请查阅2007年5月11日颁发的关于工业和服务业拨款补助 (PAT) 2007-809号法案 (2010年3月

3日政府规定中的合格NAF代码列表)。申请材料可从DATAR网站上下载。这些材料包括意向书和一份申请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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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享受扶持的费用包括建筑物、设备和

机器的税前成本，以及内部或外部工程

相关的项目成本。建筑物的相关费用不

得超过合格投资预算总额的25%。

扶持采用无息可偿还预付款的形式。预

付款自项目完成日期起最多延付两年，

然后在五年内按季度分期偿还，除非法

国工业部在审查时列为例外。CIALA负

责审查申请。

对于地方援助区的中型企业，此措施封

顶为合格投资成本的40%，中小企业为

60%。在这些地方援助区以外，扶持封

顶为中型企业三年200,000欧元，中小企

业为30%。

 地方政府扶持

地方政府机构可以向位于地方援助区的

企业投资项目提供各种扶持。这些扶持

可以包括在适用有关地区的地方援助限

制范围内提供补贴或额外的PAT，及对企

业不动产（土地和建筑物）提供资金扶

持，例如降低购买价格和租赁合同中的

房地产项目融资（投资的15-35%，取决

于公司的规模）。租金扶持的上限是三

年内每家企业不超过20万欧元。地方政

府机构有权使用适用于其所在地区的欧

洲援助。

 主要税收及社会保险金

减免税收和社会保险金的好处在于，公

司一旦满足需要的条件，即可自动引发

这些待遇。

免税措施适用于本地经济捐税（CET）

和/或企业所得税以及房产税。

- CET和/或企业所得税的免除通常需要本

地政府机构授权。本地政府机构决定免

税的期限（二至五年）和内容。有些免

税措施无需本地政府机构授权，可自动

适用五年。

- 在某些地区，可以免除企业所得税，这

些地区主要是军事重组和高失业率地区，

免税期限为七年。接管财务压力工业企

业的投资者可享受两年企业所得税免税

待遇。

- 社会保险金减免包括雇主承担的保险金

费率降低，这要求投资项目位于受经济

重组项目影响较严重的地区。如果投资

项目所在地区同时是欧盟认可的地方援

助区和优先发展地区，社会保险金减免

待遇可以和欧盟认可地方援助区的优惠

待遇同时使用。否则，免税金额上限为

每家企业20万欧元，为期三年（“最低减

让标准”）。

 公共行业重建公司

大型公共行业集团重建公司，旨在促进

本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 如 ： S O F I R E M , 

FINORPA, SODIE, SODIV）。

这些公司对新投资者给予以下支持：无

需担保的低于市场利率的中、长期贷款，

收购临时性的少数股权的股权融资。

I .2. 地方援助区以外的投资和创造

就业补助

在法国其他地方，也可以对中小型企业

投资给予扶持。对于中型企业，扶持金

额以投资额10%为上限，小型企业则为

2 0 %（ 或 如 果 更 为 优 惠 ， 则 以 3年 内

200,000 欧元为上限）。如果有大型公

司参与项目，则扶持上限为每家企业20

万欧元，为期三年。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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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扶持费率

详细内容

针对性培训：
直接应用于员工不可转移到
其它行业或其它工作的工作

及开发技能的培训。

地方援助区内的针对性培训

普通培训：
培训不限于员工目前或未来职位的应用，

而是开发可广泛适用于其它公司或职位的技能，
从而大幅加强受训人员的就业能力。 

地方援助区内的普通培训

大企业 中小企业

55%

25%

30%

50%

35%

40%

70%

75%

 对中小型企业的扶持

法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可扶持中小型企业

购买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设备。该补助在

全法国适用，一般集中在指定的地方援

助区。

 对中小企业或大型企业的房地产扶持

（不包括除贫困城市区（ZUS）或农村

复兴区（ZRR）外的法兰西岛地区）

 如果与各地区单独协商的运营计划已

获欧盟委员会批准，还可以通过欧洲区

域发展基金（ERDF）提供扶持。

 根据中小企业和/或中型企业的公司

项目向其提供的借款和担保：例如，中

小企业和不到500名员工的公司（中型公

司控股）有资格获得无担保低息地区在

生贷款（PRT）。PRT旨在扶持在有资格

采用此措施的区域创造或保留工作岗位

（用于开发商业，接收设施，对生产工

艺进行大幅改动，多元化生产或筹集运

营资本）的投资项目，由国家行政长官

要求（参见法国地区复兴基金的分区）。

贷款范围为10万欧元至100万欧元，最长

期限为 1 0年，且必须与外国资金有关

（共同融资规定）。

II. 获得培训和招募补贴

法国政府已出台各种激励措施，对创造

就业和员工培训进行补助。

I I .1 . 创造就业补助

II.1.1. 政府就业补助

所有企业，无论大小，都可获得该项补

助，该补助与投资项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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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补助形式有：

 减免社会保险供款，尤其对于某些地

方援助区：城市再生区（ZRU）、农村

再生区（ZRR）、城市企业区（ZFU）、

军事重组区（ZRD）及自2007年1月1日

开始的优先就业区（BER）。

 补贴劳动合同，可面向特定员工，并

根据合同可享受社会保险金免征和 /或补

贴（如 ‘职业化 ’合同或合并合同）。

II .1.2. 雇佣激励

一些援助形式和部分免征社会保险费取

决于雇佣员工种类。这些援助自动授予，

且独立于上述投资激励措施进行。在这

方面，雇主为低薪员工交纳低社会保险，

表示企业为工资低于最低工资（SMIC）

160%的员工支付低社会保险金。降低的雇

主分担金额大约为低薪员工工资的21%。

II.2. 员工培训补助

提高企业员工的技能是法国的关键优先

事项，一系列支持企业培训活动的计划

反映了这一点。

补助可承担部分培训费用，包括培训领

导人员的费用、领导人员和员工培训差

旅费、其它费用、培训设备折旧、相关

培训顾问费用、员工参加培训课程离开

工作岗位费用。 

补助金额取决于培训类型及公司的规模

和所在地。 

为取得最高额度培训补助，所有规模企

业可以利用下列补助规定。 

 当地政府部门的扶持

 国家就业基金（FNE）针对面临财务

困难的公司，其员工有急迫的培训需求。

当地就业主管机构可为多种举措提供支

持：

- 提供50-1200小时之间理论和实际工作培

训的培训举措，

- 帮助员工适应新工作岗位的举措，脱产

培训时间不少于120小时；

 通过地区获得欧洲基金

欧洲社会基金和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可负

担部分员工培训费、培训期间工资和其

他附属费用。这些举措可共同出资，政

府最多支持50%。

 中小企业管理人员培训开支税收抵免

税收抵免适用于为个体企业主、中小企

业的管理人员、CEO及董事提供的培训。

每年税收抵免上限为40个小时。根据不

同情况，税收抵免可用从个人所得税和

企业税中抵扣。

 EDEC职业发展合同

企业可向所属行业或行业间组织要求相

当于25%-80%培训费的技术和财政性扶

持。

 公司还可通过法国国家职业介绍所为未

来的员工获得培训支持。公司选择聘用的

员工接受全面培训（符合某些条件）后，

雇主即可获得聘用前培训举措（AFPE）和

运营聘用项目（POE）：

 内部培训每小时最高净5欧元支持，

每名员工最高2,000欧元；

 外部培训每小时最高净8欧元支持，

每名员工最高3,200欧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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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

研发扶持税率

250名以上
员工的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 员工
不超过50人
的中小企业

研
发
项
目
补
助

技
术
可
行
性

研
究
补
助

基础性研究

行业性研究

涉及企业间跨行业合作的
行业性研究，

至少有一家中小企业或研究机构参与

实验性开发

涉及企业间跨行业合作的
实验性开发究，

至少有一家中小企业或研究机构参与

行业研究方面准备性试验

实验性开发方面准备性试验

100% 100% 100%

60%

60%

70%

75% 80%

50%

50%

50%

75%

65%

65%

25% 35% 45%

40%

40%

经法国国家职业介绍所的当地分支机构自

行决定，AFPE和POE将获得支持。公司

交费的专业发展联合收款机构（OPCA）

可添加此资金，解决全部或部分培训成

本。

如向一家公司提供的扶持额度超过200万

欧元，应通知欧洲委员会。

III. 获得创新补助、研发扶持

法国已采纳行业政策，集中支持法国境

内的研究、开发、及业务运营创新能力。

对私营领域的创新、研究和开发的政府

扶持，主要通过研发税收抵免的形式提

供。扶持金额按在法国进行的研发活动

年度研发开支的30%计算。

除这种整体税收环境之外，法国政府部

门还为欧盟框架内的研发项目设计了国

有融资工具。通过国家研究局、工业创

新局及OSEO等公营组织的帮助，经济、

工业与就业部、高等教育与研究部及生

态、可持续发展、运输与住房部随时可

以提供扶持。地区或地方性部门可提供

额外支持。

这些扶持措施帮助为企业在法国的研发

项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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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建议

OSEO支持业务增长和创新

François Drouin先生，OSEO首席执行官

受法国政府委托，法国创新机构OSEO帮助

企业成长并提高其竞争力 *。对于资本市场

无法满足其要求的“风险项目”，OSEO会伸

出援手，并将自身定位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

合作伙伴。

2010年，它在法国政府的“国家投资计划”中
获得了更多的拨款。

针对企业需求的一系列金融产品

OSEO的工作包括三个互补的领域：（1）创

新支持、（2）担保和（3）共同融资（与商

业银行合作）。这种独特的组合使OSEO得

以提供一系列解决方案，在从设立到出售给

新业主的每个发展阶段为公司提供帮助。

1. 创新支持

OSEO通过其直接融资产品支持创新活动：

无息贷款、可偿还预付款和拨款。对于需要

企业间合作的远大项目，OSEO特殊的“战略

行业创新”（ IS I）计划可为每个项目提供最

高1000万欧元的支持。这种支持分为两种形

式：

- 适用费用最高50%的补贴，仅限与工业研究

相关的活动；

- 适用费用最高40%的可偿还预付款（在某些

情况下外加10%的奖金），用于实验性开发。

从2010年开始，OSEO还开始管理跨部门基

金（FUI），该基金为法国的创新企业群项

目提供财政支持。

2. 银行贷款担保

OSEO的第二个重点是为银行和风险资本家提

供贷款担保，使高风险项目更容易获得银行

贷款和风险资本。OSEO根据项目的类型承担

40%到70%的风险，从而支持银行借贷。

3. 与商业银行合作提供融资

OSEO的融资活动通过一系列标准和夹层贷

款，为商业银行的贷款提供补充，用于为无

形资产投资提供融资。这些贷款不需要抵押，

可延期还款，最高金额可达300万欧元。

“国家投资计划”目前可提供的其他资金

OSEO将在实施法国政府的“国家投资计划”
中扮演主要角色。该计划共计已发放24.4亿
欧元，用以增强我们在三个主要作用领域的

响应能力，包括用于参与式开发合同的10亿
欧元，用于补贴绿色贷款的3亿欧元以及用

于创新企业群枢纽工程 （PSPC）项目的3亿
欧元。

-  参与式开发合同针对已有三年以上成功记

录、雇员不超过5000人的公司，旨在加强公

司的资本结构，以改善其投资能力。其范围在

30万至300万欧元之间，与第三方融资（银

行或风险资本家）有机结合。参与式开发合

同为七年期无抵押贷款，可延期两年还款。

- 补贴绿色贷款是用于支持与环境有关的战略

性投资项目的金融产品。它们针对已有三年

以上成功记录、雇员不超过5000人的公司。

其范围在5万至300万欧元之间，与第三方融

资有机结合。补贴绿色贷款为七年期无抵押

贷款，采用补贴利率，可延期两年还款。

OSEO设立了辅助担保机制，使其更容易安

排补充的银行融资。

- 在OSEO的管理下，PSPC计划通过拨款或贷

款为特定的研发项目提供资金，这些项目可

以发展现有的生产行业，或促进新行业的出

现。通过征求提案挑选出的项目将是具有稳

固销售潜力的项目。它们将涉及几家公司之

间的有机合作，至少包括一家中小型企业。

*OSEO支持雇员不超过5000人的独立公司（中小型企业

和中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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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企业群汇聚了工业、科学和

公共部门社区的设题在同一区域

合作。它们是创新的来源，因为

彼此接近鼓励了信息和技能的传

播，由此促进更多创新项目的出

现。由于此类相关方集中性产生

的国际背景，它们还提升了法国

的投资吸引力。

经当地政府批准成立的竞争集群

和研发项目可获公共组织研发补

助。如研发项目在竞争集群内完

成，补助可由正常 25%提高到

40%。

如企业落户于符合要求的享受研

发支持地区，，还可享受每3年
200,00欧元税收减免：

 扣除根据企业所得税结转的

年度亏损后，公司3年内可全额

免征资本利得税，后2年内减半

征收；

 5年内全额免征 I FA  ( Impot  
forfaiatire annuel) 税收（基于公司

财政收入年税）；

 经当地政府同意，在5年内免

征地方经济捐税（CET）和施工

项目的房产税（免征不是由中央

政府补助抵销）

针对创新企业群的研发补贴

研发人员劳动合同补贴

详细内容

III .1. 法国提供的研发援助

补贴可包括部分研发费用，如有关工资

费用、设备采购、外包研发费用、知识

产权和专利权以及一般管理费用。 

扶持力度取决于研发进展阶段，可为基

础性试验、行业性试验，或实验性开发

。政府对进行共享实验性研发项目的大

型企业提供的援助最高可达整个研发费

用40%。

III.2 面向研发项目的现有政府扶持

为其研发项目取得最高额度的补助，企

业可以使用各种形式的补助，如下文所

述：

 针对研究、开发和创新的地方发展补

贴（PAT）最高为该研发项目每创造一份

就业或涉及一个岗位补贴15,000欧元（

如果是合作项目，则每个岗位25,000欧

元）；这些补贴适用于可创造至少20个

永久就业岗位或符合要求的开支至少为

750万欧元的研发项目。

 经济、财政和工业部发放的补贴（公

司竞争力基金；高增值国际项目研发战

研究培训行业公约(CIFRE)合同为在职硕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提供补助，年固定补助14,000欧元。合同

由国家技术研究协会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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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向中小企业和中型企业提供的OSEO

扶持以补贴、应偿还的垫款或雇用研发

人员补助的形式提供。

 国家研究局的补助用于扶持基础和应

用研究，公共 -私营机构合作及将公共研

究成果应用到商业和工业中。该项补助

需企业提出申请。

 地方对研发项目的援助形式可以为补

助、免息贷款和预借款，或低于债券市

场利率贷款和预借款，或对贷款利息补

助（补助利率介于零和债券市场利率之

间）。

 ADEME（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局）

为研发项目提供的扶持，尤其是向研发

项目可行性研究提供的扶持 。

 可向本地政府和DATAR申请针对服

务行业流程和组织创新提供的扶持。大

型企业补助上限是其支出15%，条件是

与中小型企业合作，对中型企业是25%，

对小型企业是35%。

 新设立的创新型公司可获得特别补助，

鼓励他们在法国的开发活动（税收减免、

免缴社会保险金及免缴股权转让的资本

利得税）。 

IV. 环境投资补助正在研究中

对于计划超过法定最低环保标准的投资，

法国政府予以补助。

此类补助对大型企业补助可达其支出的

50%，对中小型企业达60%。原则上，补

助的金额根据环保措施产生的额外投资

成本来计算。根据所采用的措施，与额

外投资有关的任何利润或运营成本可能

需要从这基数中扣减。

可获补助的投资包括为降低污染、噪音、

气味和保护环境的不动产、厂房和设备

支出。对以下支出也可考虑补助：有许

可证技术转让、获得专门技术（不管是

否取得专利皆可）。 

补助标准取决于环保投资类型：

 中小企业可获3年补助，每年补助额

可达其支出的15%，以帮助其投资满足

欧盟标准；

 公司还可获得针对一定领域的决策扶

持（预诊断、诊断和项目研究），包括

废料、空气污染、降噪、节能、可再生

能源、被污染现场和地面、运输；

 如企业超过适用欧盟标准，各种规模

的企业可获得最高为投资额30%的补助；

 以下三种类型的投资可获更高的补助：

节能型投资、热电联产和再生能源投资，

补助为投资额40%。

 供应整个社区的再生能源投资，补助

可达投资额50%。

企业环境投资补助的政府机构或其它公

共机构：法国环保及能源局（ADEME）、

法国水利局、法国节能及再生能源投资

担保基金(FOGIME 和 FID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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