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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

娜 通讯员/罗慧） 昨日上午，

区长顾耀辉主持召开南海区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暨经

济发展态势研讨会，与各镇街

总商会会长，餐饮、内衣、专业

市场、交通运输等行业协会会

长亲切座谈。顾耀辉强调，南

海区要从“心、人、物、钱、链”

五大方面着手，千方百计帮助

企业解决困难，全力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

当前，南海区坚持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

误”，通过出台稳企“十五条”、

建立运输保障协调机制、推出

“佛山南海通（战疫版）”便捷小

程序、支持企业转产加快防疫

物资生产等措施，全力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区复工复产企业已超

万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2064
家。会上，各镇街总商会会长，

餐饮、内衣、专业市场、交通运

输等行业协会会长，分别就本

行业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和收集到的诉求发言，并提

出建议。

“对于大家反映的问题，区

政府会认真研究，积极完善相关

政策。”顾耀辉表示，针对当前各

行业复工复产过程中普遍存在

的员工返岗难、上下游产业链复

工不同步、资金压力大、防疫物

资不足等问题，政府会从“心、

人、物、钱、链”五大方面着手，即

提振企业和员工的信心、积极协

助员工返岗的同时做好管控、畅

通物流和强化物资保障、加大金

融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产业链

条，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困

难，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尽快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

顾耀辉强调，在危机面前，

地方政府更要勇于担当、敢于

作为，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只要抓住机遇，这也可能是

一个实现超越发展的契机，不

管是政府还是企业，一定要增

强信心。企业遇到什么困难，

都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向当地政

府反映，只要是本市、本区可以

解决的，马上协调解决，涉及外

省、外市的，政府会尽力去协

调，“只要是对复工复产有积极

作用的，我们都会积极去做。”

同时，他叮嘱各企业，在疫情解

除之前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要

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有序复工复产。

“这段时间很多企业都感受

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有信心

复工复产。”广东省九江酒厂有

限公司董事长、九江总商会会长

关正生表示，希望随着疫情的控

制，更多企业和行业能够尽早复

工，这是商界的共同期待。

区领导蔡汉全、伍志强、潘

永桐参加会议。

南海区召开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暨经济发展态势研讨会

五大方面着手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力争省市重点项目
月底前100%复工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年智通讯

员/廖新生）近两天，南海区发展和

改革局组成三个调研组，奔赴65个
在南海建设的省市重点项目，了解

项目复工情况。接下来区发改局将

加强跟踪服务，力促月底前省市重

点项目100%复工。

在西樵，长海发电有限公司燃

气—蒸汽联合循环冷热电联产及配

套项目的施工现场，近60名工人在

紧张施工。项目现场负责人郑同明

告诉记者，公司工人难到岗的问题

正在解决，工人陆续到岗，力争雨季

前完成打桩。

在大沥，南海国际会展中心正

在火热建设中。“本月 25日将有

3000立方米的预拌混凝土运抵施

工现场，用于地下层顶板的浇筑。”

现场施工项目经理章燕清介绍，随

着建筑工人陆续到位，建筑主体工

程也将快步上马。

据南海区发改局透露，截至2
月20日，16个省重点在建项目已

复工14项，44个市重点续建项目

已复工41项。省重点在建项目施

工现场复工2项，市重点在建项目

施工现场复工9项。

在走访过程中，一些企业反映了

当前遇到的困难。据了解，各个部门

也在帮忙解决原材料、员工返岗等问

题。例如，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对建筑工地复工流程进行再优化，截

至目前，南海的19家预拌混凝土（砂

浆）生产企业、6家工程质量检测机

构已全部复工。交通运输部门主动

组织客运包车集中接送外省、市务工

人员返岗，为用工企业自行组织务工

人员返岗提供包车服务。

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加强跟踪服务，及时收集项

目推进中的问题和需求，帮助解决

用工缺口、防疫物资不足等问题，力

促区内省级、市级重点项目2月底

前100%复工，从而为经济平稳增

长提供坚实支撑。

南企复工撑战疫
获308万技改奖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

讯员/梁平） 308万元！2月 19
日，佛山市南海康得福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收到一份厚礼，这是广东省

工信厅为加大疫情防护物资供应

企业量身定制的，奖励金额最高可

达设备购置额的80%。

在康得福无纺布生产车间，控

制室内3名工人正盯着屏幕，硕大

的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在医用

口罩、防护服生产车间，穿着白色工

作服的工人正专注赶工，一只只口

罩、一件件防护服从生产线上产出。

从大年二十七开始，康得福就

已逐步复工，加速生产口罩、防护服

等防护物资。“起初，员工放假了，我

们就发出招聘公告，临时找回一批

员工复产，做好应急物资供应保障

工作。”康得福负责人邓伟其介绍，

正在建设中的防护服2号车间也将

于3月初建成，届时生产能力将会

进一步提升。

2月5日，广东省出台支持新

冠肺炎防护用品（具）企业实施技术

改造扩大生产的奖励政策。对于

相关企业在1月10日到4月20日
期间，通过技术改造扩产或转产，生

产疫情防控急需重点调拨物资的，

按企业设备购置额分段分档予以

奖励。根据奖励规定，广东省工信

厅向康得福颁发了技改奖励政策

函，金额308万元。

“非常感谢政府的奖励政策，

缓解了企业扩产的燃眉之急。”邓

伟其说，企业将继续为抗击疫情提

供优良的防护物资。

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娜）

昨日下午，市委常委、南海区委

书记闫昊波主持召开区委常委

会会议暨区新冠肺炎防控指挥

部第十三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会议精神，省委常委

会、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

（指挥部）会议，以及市委常委

会、市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

市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领导

小组会议学习贯彻要求，进一步

研究部署南海区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工作。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既要看到疫

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又要看

到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阶段，

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坚持做到

疫情防控工作不松懈、不麻痹、

不侥幸。要紧盯今年的目标任

务不放松，统筹做好改革发展

稳定各项工作，切实做到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

两不误、两促进。

会议强调，要增强忧患意

识，树牢底线思维，进一步堵塞

疫情防控漏洞，以大概率思维有

效防范小概率事件，同时也要杜

绝防控过度。要全面压实属地

防控、社区防控、群防群控，强化

属地、行业、企业责任。人员流

动管理要注意“人防”与“技防”

相结合，用好大数据手段。公共

场所要有预警机制、导流措施，

及时发布动态提醒提示。要加

大流行病学调查力度，扩大调查

范围，前移调查关口，确保不漏

一人。

会议强调，要加快制定实

施2020年南海企业暖春行动

方案，把复工复产工作作为今

年企业暖春行动的重中之重，

积极为企业匹配复工复产资

源，帮助企业解决用工不足、产

业链配套不足和防疫物资短缺

等问题，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企

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难题。加

强物流运输保障，对相关物流

运输车辆开通绿色通道，确保

全产业链正常运行。企业复工

后，监管和服务要及时跟上，引

导企业形成错峰上下班、分时

用餐、减少驻留的习惯。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关

心支持防疫一线工作，及时做好

指导引导，确保各项防控措施更

加精准精细、管理服务更加细致

周到。要科学统筹安排防疫一

线队伍的轮替休整，加强社区志

愿者动员储备，始终保持防疫一

线队伍的良好战斗力。

会议特别强调，区委对驰援

湖北疫情防控一线的67名医护

人员的辛勤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和高度赞扬，希望这些奋战在防

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全力救治病

人的同时，做好自我防护措施，

确保平安去、平安回，一个都不

能少。区内各级医疗机构也要

将各项防护措施落实到位，绝不

能发生院内感染。

闫昊波主持召开南海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第十三次会议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要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南海稳企“十五条”（融资风险补偿）政策实施细则出台

5亿元风险补偿基金稳定企业发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年智

通讯员/李伟婵）记者从南海经

济促进局获悉，南海稳企“十五

条”（融资风险补偿）政策实施

细则出台，其中，中小企业融资

风险补偿专项子基金（以下简

称“风险补偿基金”）规模由2亿
元扩至最高5亿元。

据了解，风险补偿基金是

通过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以

撬动合作机构对中小企业的

融资投放量，补偿合作机构因

支持南海区中小企业融资而

产生的风险。风险补偿基金

规模由 2亿元扩至最高 5亿

元，最高可撬动 50亿元融资

资金，将进一步提高风险补偿

基金对项目损失的风险承担

能力，提升合作机构对中小企

业的融资投放信心，进一步稳

定企业经营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对中小企

业申报条件进行了放宽，新增

规上工业企业、小升规后备工

业企业（营业收入 1000万元

以上）、限上批零住餐企业纳

入风险补偿基金扶持企业库，

风险补偿基金扶持企业库入

库企业均可享受政策优惠。

据统计，南海有 5840家中小

企业符合风险补偿基金扶持

企业库入库资格。

除此之外，融资资金使用

范围也得到放宽。为进一步

缓解企业因疫情影响导致经

营收入减少、资金短缺等问

题，除严禁用于资本市场上投

资外，适当放宽对通过风险补

偿项目获得的资金的使用范

围，力助企业获得资金应对疫

情影响。

合作机构风险补偿项目逾

期率也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

不超过3%调整至不超过6%，

主要是适当调整风险补偿基金

的损失承担能力，鼓励合作机

构继续保持对中小微企业的融

资投放，提升合作机构的放贷

信心。

企业若要咨询相关问题，可

拨打86331131或86231097。
南海经济促进局透露，南海“稳

企十五条”其他实施细则将陆续

发布，敬请关注。

亮
点
解
读

政策优惠
力度大

单家扶持企业
可 享 受 最 高

1000 万 元 贷

款等融资优惠政
策 ，政 府 给 予

20%的贴息

（最高不超30万元）。

扩大基金规模
风险补偿基金规模最高扩至5亿元，视业务实际开展情况

动态调整，以实际本金余额为准。
（风险补偿基金规模由2亿元扩至最高5亿元，最高撬动50亿元融资资
金，将进一步提高风险补偿基金对项目损失的风险承担能力，助力合作
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投放信心，进一步稳定企业经营发展。）

放宽融资资金使用范围
入库企业通过风险补偿基金项目获得的资金，可用于除

资本市场投资外的其他范围。

降低中小企业申报准入门槛
新增规上工业企业、小升规后备工业企

业（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限上批零住
餐企业纳入风险补偿基金扶持企业库。
（新增的三种类型企业，由区统计或税务部门整理
符合以上条件的企业名单后汇总提供给风险补偿
基金监委办（设在区经促局），由风险补偿基金监
委办通知风险补偿基金资金管理人（即佛山市南
海产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直接纳入风险
补偿基金扶持企业库，无需企业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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