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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小升规”最高奖200万元
南海“小升规”入库工作预计下月起开展，企业完成意向登记后可享专人申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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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升规”有什么好处？

什么是“小升规”？

如何申报“小升规”扶持奖励？

如何了解更多关于“小升规”扶持政策的信息？

“小升规”有哪些优惠政策？

小微企业升级到规模型企业（即“小升规”），是地方政府为促进地方企业快
速发展的一个有力措施，通过政府在资金和一些措施上“帮一把”，小微企业
能够快速成长，同时也是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后备力量。 

“小升规”指的是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成功
申请纳入统计局联网直报名录库、成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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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加大“小升规”推进力
度，对升规企业在奖励、贷款
贴息、新增用电量补贴、服务
券等方面均有相应的扶持。根
据《佛山市“四上”企业培育
奖励扶持措施》《佛山市南海
区“四上”企业培育奖励扶持
办法（2019 年修订）》，工业
企业在 2019 年实现首次“小
升规”并保持三年在库，可获
得市、区两级政府 50 万元的
资金奖励，还可根据企业对当
地经济的贡献额外获得奖励。
单家企业奖励最高为200万元。

要申报“小升规”扶持奖励，首先要在 2019 年成功申请纳入统计局
联网直报名录库。“小升规”入库工作预计于 2019 年 10~12 月开展，
详情以南海区统计局正式申报通知为准。届时，企业可根据申报通知
要求向所在镇街统计中心递交申报材料。

南海区今年“小升规”工业
企业贷款贴息最高可达 200
万元，须用于企业的自主创
新、技术研发、扩大生产、
品牌创建和市场开拓等生
产经营活动，或用于支付企
业融资成本。

“小升规”成功后，企业可在 2020 年向所在镇街经济促进局提出扶
持奖励申请。有关奖励申报事宜将于 2020 年另行通知。

南海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还可获得新增用电量补贴最
高200万元、设备融资租赁
贴息最高 300万元等扶持政
策。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升规后备企业可优先获得。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李年智

南海区经济促进局：0757-86293697
桂城街道经济促进局：0757-81812392
九江镇经济促进局：0757-86586812
西樵镇经济促进局：0757-86863668

丹灶镇经济促进局：0757-85442085
狮山镇经济促进局：0757-86680608
大沥镇经济促进局：0757-85535903
里水镇经济促进局：0757-85689365

可拨打以下电话进行详细咨询：

南海市场主体
突破 30 万户

8 月 13 日上午，在南海行政服
务中心，佛山市佰厨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代表骆毅敏从工作人员手中接
过营业执照正副本，南海第三十万
户市场主体诞生，标志着南海市场
主体迈入“30 万 +”时代。

南海区市场主体数在 2008 年
突破 10万户后，用了近 9年时间，
在 2017 年初突破 20 万户。随着商
事制度改革的推进，南海的市场主
体在原来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加倍提
速。第二十万户向第三十万户的跨
越，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目前，
南海市场主体仍以每天近 200 户的
数量继续井喷式增长。

9月19日前可报名参加
广东工业智造创新大赛

“2019 年广东工业智造创新大
赛”即将启动。本次大赛面向全社
会开放，个人、高等院校、科研单位、
企业、创客团队等人员均可于 9 月
19 日前报名参赛。另外，大赛不仅
设置了 100 万奖金池，同时参赛队
伍还将获得创业扶持（风投、孵化
空间、产业优惠政策等）。

此次大赛分两个算法赛场同时
开赛，届时会向我国纺织业传统难
题发起挑战，加速人工智能和计算
机视觉技术在纺织行业应用落地，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预计整体赛
程两个月左右，届时将在南海举行
决赛并揭晓大奖最终得主。

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总规模增至20亿元

今年，南海再次完善出台《佛
山市南海区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对原
有管理办法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
其中包括：允许探索通过跟进投资
或其他方式，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发
展并引导其投资方向；引导基金总
规模增至 20 亿元，存续期限原则上
延长为 20 年等。据了解，适当延长
引导基金存续期可避免子基金和引
导基金投资期限错配的情形。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李春妹

南海区“小升规”入库工作预计 2019 年 10~12 月开展，目前南海正在对“小升规”进行意向登记。
企业登记完成后，可享受专人申报辅导。

南海今年要力争 527 家工业企业实现“升规”。为调动企业积极性，南海新出台“四上”企业培育
奖励扶持办法，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依托行业协会已开展了 28 场政策宣贯会，发动企业 1350 多人次参加；
编制后备企业动态库，目前已初步整理后备企业 847 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结合村级工业园改造加快引
入平台型工业地产企业，吸引更多规上企业落户。下阶段，南海将继续落实相关奖补政策，联合行业协会
开展政策宣贯，开展“一对一”辅导重点企业技改等工作，全力推动全区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南企登陆科创板 最高奖励1000万元

建立工作机制 提升服务水平 降低企业成本

建立领导挂钩责任制度；建立
区、镇一体的挂钩工作机制、
问题反馈机制、信息报送机制，
及时协调企业解决问题。

科创板后备企业实施股改和上
市辅导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帮
助企业完善相关手续。

建立重大事项“一事一议”机制，
全力扶持企业规范经营。

企业成功在科创板挂牌上市同样享
受南海区上市扶持政策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IPO）的相关扶持奖励，
最高奖励 1000 万元。

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
中小企业按对应标准享受税收减免
以及科技部门相关资金扶持。

科创板后备企业可享受“地方贡献
主体补助”相关扶持措施。

对科创板后备企业相关业务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实行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

上报申请材料过程中，需相关部门开具证明等材料的，相关
部门应在收到企业申请文件后 5 个工作日内办结。

妥善处理科创板后备企业行政处罚问题；积极、主动引导
科创板后备企业及早规范明晰土地、房屋产权相关事项。

充分考虑科创板后备企业对土地的实际需求，在用地指标
安排、土地供应方面加大对上市后备企业的支持力度；加
大力度支持科创板后备企业用地需求，特别是科创板后备
企业上市募集资金的投资计划项目建设用地的需求；对上
市后备企业上市募集资金的投资计划项目所需建设用地，
优先并加快办理立项预审、转报或核准手续。

今年 7 月出台的《佛山市南海区推动企业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要培育一批条件成熟、符合政策要求的科创
板后备企业，力争有一批企业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快速挂牌上市。 

华南国际二维码产业研究院落户南海
二维码技术是全新的产品标识和国际物品流通、移动互联交互技术，已成为实现

物品标识追溯、产业互联网和网络空间安全管控的重要技术手段和新型介质载体。中
关村工信二维码技术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作为全球二维码应用第一大市场，
预计 2025 年二维码及产业相关应用规模将达万亿量级。

8 月 23 日至 25 日，南海区联合民盟中央科技委、中国电子商会、中关村二维码
技术研究院举办 2019 国际二维码产业发展大会，发力二维码产业，抢滩万亿量级市场。

现场

未来

建二维码产业研究院

打造二维码全产业链

涵盖智能制造、农业生产、金融创新、交通物流、食品安全、医药医疗、政府管理、
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

南海区与中关村工信二维码技术研究院签约，
共同建设佛山华南国际二维码产业研究院，
将其打造成国际领先、国内领头的二维码产
业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平台，实现科技成果
转化落地，为南海企业走向智能制造提供高
端技术与创新方案。

南海计划围绕国际标准打造二维码全产
业链，大力发展码制和编码体系研发、
识读设备制造、系统开发及应用集成、
信息服务等高端制造产业，通过引进二
维码产业经验丰富的企业来南海设立国
际二维码产业园，在全国率先形成国际
智能标识产业集群。

一批项目签约

两大行动

南海区与中关村工信二维码技术研究院、世界中医院学会联合会、中国家电
维修服务协会、中国贸促会建材行业分会，就共建行业性数据资源中心等合
作项目进行签约；

国内首家全球代码发行机构——统一二维码标识注册管理中心（UTC）与何
氏水产、蒙娜丽莎等南海企业进行相关合作项目签约，促进企业产品追溯标
准研究与产业二维码标识的应用推广，推动产业系统化、规范化、专业化、
社会化发展。

二维码技术应用场景

Q4
扶持对象包括哪些？
在南海区行政区域内办理工商和税务登记、近三年在专项资金管理与使用过程
中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经南海区民政部门批准
登记成立、在南海区行政区域内有固定办公场所、近一年年检合格的商（协）会：

第一类 第二类

2019 年首次进入统计联网直报名
录库 ( 以下简称名录库）的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000 万
元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经镇（街道）推荐且成功服务南海
区工业企业于 2019 年首次进入名
录库的商（协）会。

有“小升规”意向
的南海企业，可扫
码进入系统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