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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
“百企争先”
奖励办法再出利好，
切实推进小企业促壮大、大企业稳发展

申报门槛降低 奖励力度增大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群飞 通
讯员/季艳姝）年销售额和年营业
额总额达到 2000 万元且年税收额
达到 200 万元的企业也可申报“销
售龙头奖”！日前，
《佛山市禅城区
促进“百企争先”奖励办法补充规
定》
（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出台实
施，禅城进一步降低企业申报门
槛，并增设突出贡献基数奖，切实
推进“小企业促壮大、大企业稳发
展”
。
《佛山市禅城区促进“百企争
先”奖励办法》
（以下简称《奖励办
法》）至今实施两年，成为禅城区扶
持企业发展力度最大的政策，不少
企业从中获益。考虑到发展较快
但营业额税收额相对较低、规模较
大且发展平稳的企业的诉求，禅城
通过《补充规定》从四个方向对《奖
励办法》进行补充、调整。包括降
低《奖励办法》在销售龙头奖对年
销售额和年营业额总额及年税收
额的门槛要求，扩大奖励范围；对
基数较大的重点税收大户放宽条
件，增设基数奖，稳定企业信心；扩
大对企业高管的奖励范围和额度；
对《奖励办法》实施两年来，遇到的
特别情况及企业咨询比较集中的
条文进行补充完善和细化明确。
记者了解到，
《补充规定》在原
有 A、B、C 三类企业基础上，增加
了 D 类企业及奖励。即年销售额
和年营业额总额达到 2000 万元，
且年税收额达到 200 万元的企业，
年销售额和年营业额总额增幅达

到 20%及以上的，按照该企业对区
级地方财政实际贡献的情况，新增
部分的 100%予以奖励。该奖项的
申报标准比原来年销售额和营业
额总额至少达到 5000 万元且年税
收额至少达到 500 万元的门槛大
大降低。
新政还增设了“突出贡献基数
奖”。对于在《奖励办法》有效期
内，
一直保持或新晋级为 A、B 类企
业的，每年分别给予 50 万、20 万元
的定额奖励。同时，符合“销售龙
头奖”申请条件的 A 类和 B 类企
业, 可 同 时 申 请“ 突 出 贡 献 基 数
奖”
。
在降低申报门槛的同时，新政
还调整了“企业高管奖”的规定，把
企业从事技术研发的核心人才等
和企业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
等高管一起纳入奖励范畴，且规定
A、B 类企业每家申请高管奖的总
人数不超过 9 人，C 类企业每家申
请不超过 7 人。奖励标准调整为
按其在禅城区应纳税的工资薪金
和劳务报酬总额的 12%给予财政
奖励，但不得超过其在禅城区缴纳
的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收入个人
所得税的 60%，并将奖励资金直接
拨付到高管个人账户。
按照原有政策，必须工商和税
务登记全部在禅城区的企业才可
申报“百企争先”的相关奖励，新政
对这一个情况进行了改善。对于
存在工商注册地或主体变更等特
殊情况，但年销售额和营业额、年

税收额的总额、增幅等仍符合《奖
励办法》及《补充规定》主要要求的
A、B、C 类重点企业，可提交区政
府按照
“一事一议”
予以审议。
值得留意的是，新政还进一步
明确了企业对奖励资金使用的自
主性，指出销售龙头奖、突出贡献
基数奖的奖励资金由企业自行安
排使用，可用于个人或团队奖励及
企业发展等方面。
《补充规定》从征求意见到正
式出台，均吸引了广大禅城企业的
关注。华夏明珠大酒店的李小姐
十分关注新增 D 类企业，按照其公
司的情况，年销售额和年营业额总
额以及税收额是能达到 D 类企业
要求的，假如申报成功将为公司注
入又一笔
“强心剂”
。
禅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新政新鲜出炉，广
大企业可以登录该局官方网站
（http://www.chancheng.gov.
cn/jkj）和“禅城产业”微信公众号
查看政策原文或者拨打电话
82340859 进行具体咨询。

对四类企业给予
“销售龙头奖”
年销售额和营业额总额增
幅未达 10%的，按照企业对区
级地方财政贡献新增部分的
年销售和营业额达 2 亿元
税收达 5000 万元

80% 予 以 奖 励 ；增 幅 10% 以
上，
奖励100%。

年销售额和营业额总额增幅未

B 类企业
年销售和营业额达 1 亿元
税收达 2000 万元

达10%的，
按照企业对区级地方财
政贡献新增部分的60%予以奖励；
增幅10%~15%的，
奖励80%；
增
幅15%以上，
奖励100%。

年销售额和营业额总额增幅

C 类企业
年销售和营业额达5000万元
税收达 500 万元

5%~10%，按照企业对区级地方
财政贡献新增部分的60%予以奖
励；增幅 10%~15%，奖励 80%；
增幅15%以上，
奖励100%。

年销售额和营业额总额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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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支青年精英队伍
讲述禅城故事

《佛山市禅城区促进
“百企争先”奖励办法补充规定》

A 类企业

D 类企业
年销售和年营业额达2000万元
税收达 200 万元

幅达到 20%及以上，按照企业
对区级地方财政实际贡献的情
况 ，新增部分的 100%予以奖
励。
制图/彭珍

禅城召开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会议，
要求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工作推进不力列入重点对象挂牌督办

珠江时报讯（记者/赵天雅 通
讯员/喻凤银）昨日下午，
禅城区召
开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
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部门、镇
（街）要把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
理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
重，认真做好第四季度国务院安
委会专项督查迎检准备，确保禅

城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责
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推进不力的
将列入重点对象挂牌督办。
会议传达了省、市危险化学
品安全综合治理督查工作会议精
神，通报迎检的准备工作情况和
解读《佛山市禅城区危险化学品
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任务自查情
况》。
据悉，目前禅城区有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 10 家，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 176 家，重大危险源 5
处；禅城区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

12 家；城镇燃气使用环节风险点
危险源60处。
“从全市危险化学品的数量
来看，禅城区占比较少，但危险化
学品从业单位规模较小,本质安
全 水 平 参 差 不 齐 、安 全 基 础 薄
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侯乐
平表示，危险化学品综合治理工
作涉及环节链条多，覆盖了危化
品从生产到废弃处置的全过程，
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内容多、周
期长，
工作推进难度大。

会议要求，各部门、镇（街）要
认清禅城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
形势的严峻性，时刻警醒自己，危
险化学品方面不发生事故则已，
一旦发生事故极有可能是大事
故。要深刻认识危险化学品综合
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
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
识、担当意识，以认真负责的态度
和求真务实的作风，不折不扣地
抓好落实，确保综合治理的任务
要求落实到位。
据悉，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

治理工作持续到 2019 年 10 月。
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将危险化学品
综合治理工作落实情况作为各部
门、镇（街）安全生产履职尽责的
重要考核内容，采取重点抽查、约
谈通报、考评奖惩等多种手段途
径，对综合治理全过程实施持续、
不间断的督导，及时指导解决发
现的突出问题，坚决防止走过场、
流于形式，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同时，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推进
不力、进展不均衡、质量水平不高
的，
将被列入重点对象挂牌督办。

她们通过电波联手打败死神
屈燕飞黄少娟视频连线营救溺水男孩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
》新闻回放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清平 易
思华）深圳一酒店泳池旁，跪着做
心肺复苏的她，汗如雨下；百公里
之外的佛山，遥控指挥的她，声嘶
力竭。前不久，佛山两位女医务
工作者联手进行了一次完美的急
救，将一名溺水的香港男孩从死
亡边缘拉了回来，感动了深圳、佛
山及香港三地。
昨晚，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第260期评奖揭晓，
这个爱心故事
的主角——佛山市中医院的屈燕
飞、
黄少娟，
经《珠江时报》推荐、
天
天正能量特邀评委投票评定，荣
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二等奖。
“在这场和死神的赛跑中，她
们为陌生的孩童争分夺秒，拼尽
全力，因为虽未穿白衣，那份救死
扶伤的使命感，早已成为生命的
一部分。惊心动魄的 13 分钟，她

珠江时报

■屈燕飞（右）、
黄少娟联手救人的事迹，
在香港、
深圳、
佛山三地传颂。
们通过电波联手打败死神。向她
们致敬，点赞医者仁心。”这是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颁奖词。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是阿
里巴巴集团公益事业部联合《珠
江时报》等全国100家主流媒体发
起的公益开放平台，以发掘身边
真 善 美 ，奖 励 社 会 正 能 量 为 宗

电子版：www.nanhaitoday.com

旨。该项目每周从全国正能量新
闻中挑选典型，由资深媒体人组
成轮值评委，投票评出一等奖 1
个，
二等奖2个，
三等奖3个。
《珠江时报》报道的禅城区向
阳医院护士刘茂英，
“ 逆风而行”
的民警李胜奇等，曾获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奖。

9 月 23 日下午，
佛山市中医院
党委办主任屈燕飞与丈夫到深圳
游玩。在入住酒店的游泳池游泳
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快救人
啊！
”
。屈燕飞闻声跑过去，
发现一
名溺水男孩躺在地上，嘴唇发绀、
脸色发白，
没有了意识。
屈燕飞当即撸起袖子，为溺
水男孩进行心肺复苏。考虑到自
己虽然是护理专业毕业，懂得些
急救知识，但从事行政工作多年，
担心手生，屈燕飞第一时间想到
向同事黄少娟求助。黄少娟是佛
山市中医院服务拓展部副主任，
原急诊科资深护士长。
“黄主任，我们正在抢救！快
帮我！
”
16 时 58 分，
电话很快接通，
屈燕飞语气急促地求助。正在午
睡的黄少娟顿时清醒了，她连鞋
子都没来得及穿，就冲到阳台，开
始争分夺秒的远程急救，因为阳
台信号比较好。
黄少娟一面简短询问情况一
面指导施救，屈燕飞一边听一边

禅城区青年人才语言艺
术大赛（复赛）14日举行

急救，丈夫则负责将电话贴近她
耳边。通话和急救持续了 4 分 47
秒，孩子还是没什么动静。黄少
娟要求切换成视频通话，好看看
孩子的情况。
“从视频里看到孩子的脸色
稍微好点了，又轻微动了一下，我
就知道有希望了。
”
黄少娟回忆说，
她知道孩子很快会吐水，这时最
担心是吐出来的水又返呛回肺
内，于是对着电话大声喊道：
“快，
把头侧向一边”
“对！就这样固定
位置，
直到吐干净……”
再抢救两三分钟后，成效出
来了：第一次吐出一点唾液和血
丝，第二次吐出些胃内容物，第三
次吐出大量淡啡色的水样液……
大量的水吐出来后，不到半分钟，
孩子脸色红润起来了，眼睛也微
微闪动。
17 时 11 分，视频通话结束。
惊心动魄的 13 分钟，她们终于将
这名溺水的香港男孩从死亡边缘
拉了回来。

珠江时报讯（记者/黎小燕 通讯员/
禅宣）
“不忘初心跟党走 禅城青年勇担
当”
禅城区青年人才语言艺术大赛（复
赛），
将于 10 月 14 日下午在金马影剧
院举行，
届时 24 支青年精英队伍将齐
聚一堂分享他们的
“禅城故事”
。
本次大赛由禅城区人才办、团区
委、玫瑰友约青年人才俱乐部（下称
“玫瑰友约”
）等单位联合发起，
旨在发
挥党组织紧密联系、
服务、
引导青年人
才的优势，
激励青年人才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开启
现代化新征程做出更大贡献。
据悉，
入围本次复赛的 24 支队伍
由比赛组委会从 70 支初选队伍中选
出，
涵盖禅城各行各业，
他们将围绕青
年人才成长与责任、新时代青年人才
的精神风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佛
山优秀本土传统文化、青年人创新创
优创业、青年奋发奋斗等题材讲述身
边的
“禅城故事”
。
本次比赛表演形式涵盖诵读、演
讲、小品等多种语言艺术表现形式。
如石湾酒厂代表队将以
“新闻乱播”
的
趣味形式切入，在舞台上展现酿酒人
的“工匠精神”，佛山市年度大工匠获
奖者何国良更在舞台上献唱。而来自
国星光电的“攻城狮”四人团队，将结
合自身 LED 产品设计和开发工作，
讲
述
“不忘初心跟党走”
心路历程。
作为本次大赛发起单位之一，共
青团禅城区委书记屠强表示，玫瑰友
约人才俱乐部是禅城重要的青年人才
交流服务平台，这次大赛是“玫瑰友
约”探索深化青年人才服务的第一场
大型活动，之后还将争取每年举办一
次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活动，
进一步
营造尊才聚才用才的良好环境。

禅城拟给新成立的社
会组织发“红包”

最高可获
5 万元扶持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雪莹）昨日，
《佛山市禅城区社会组织发展专项扶
持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
（下简
称《管理办法》
）开始征求意见，
拟对禅
城区内新成立登记的社会组织联合会
给予每个2万至5万元的资金扶持。
根据《管理办法》，扶持资金对社
会组织扶持分为开办扶持和规范化
建设扶持两类。扶持对象为在禅城
区社会组织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社
会组织。其中，
《管理办法》拟对新成
立登记的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给予
每个 2 万元的资金扶持。对新成立登
记的镇街社会组织联合会，给予每个
5万元的资金扶持。
同时，为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建
设，
《管理办法》中也明确将对参与社
会组织等级评估的社会组织给予资
金扶持。具体补助标准为，获得社会
组织等级评估 4A 级的奖励 2 万元，
获
得 5A 级的奖励 3 万元。扶持资金由
受扶持社会组织统筹用于办公场地
租金、社会公益项目成本费用以及能
力建设等支出。
《管理办法》也提出，禅城将建立
资金使用信息公开制度。社会组织
应当向社会公开扶持资金使用管理
情况，提高透明度，禅城区民政局、禅
城区财政局对扶持资金的分配和使
用管理进行监督检查，禅城区审计局
依法对扶持资金进行审计监督，社会
组织需自觉执行有关部门依法进行
的监督检查。
如发现受助社会组织有截留、挪
用资金的；提交虚假申请资料或采取
其他非法手段获取专项资金的; 资助
项目管理不规范或实施过程中违反
有关规定，产生不良影响的；违反《管
理办法》或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等情况，
禅城区民政局、财政局将采取责令改
正、停止资助、追回已拨的资金等措
施，并将其列入社会组织信用体系黑
名单；
构成违法或犯罪的，
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禅城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制定《管理办法》的目的，是为进一步
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区内社会组织，
落实禅城区级财政资金扶持社会组
织发展的相关措施，明确财政扶持社
会组织的范围、
方式、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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