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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扶持类：
首次通过认定的高企
可申报最高 30 万元补助

南海区对于首次通过认定的
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30 万元补助
（含入库补助 10 万元）；对通
过复审或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
业给予 15 万元补助；对纳入广
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的企业
给予 10 万元补助；对企业每认
定 1 件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给予
1000 元补助；对成功服务南海区
内企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
介机构给予每认定 1 家 3 万元的
奖励。

        资本对接类：
IPO 企业挂牌及融资
奖励最高可达 1000 万元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促进融资
租赁行业发展扶持办法》及《佛山
市南海区促进优质企业上市和发展
扶持办法 (2017 年修订 )》，南海
区将对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各个阶
段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扶持奖励措施。
同时，围绕融资租赁 (含金融租赁，
下同 )企业落户、经营、物业补贴、
风险补贴等方面给予企业及其高管
相应的扶持奖励。通过对上市和融
资租赁业的扶持，以缓解企业融资
难题，推动更多企业对接资本市场，
快速健康地实现转型升级。

■李兴浩与成龙等一众嘉宾共同启动“超级品牌日”。

志高空调

从邀请国际巨星成龙代言、空调产品线的全面智能化布局，再到

频频举行高规格会议推广、产品及服务多次夺得空调擂台赛冠军，均

助力志高在品牌高端引领道路上高歌猛进。

启动“超级品牌日”
加速打造世界级企业

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

南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科技）

志高空调去年通过了海
关高级认证企业（AEO）的重
新认证。AEO是海关认定的最
高信用等级，意味着企业在
内部管理、财务状况、守法
规范、贸易安全等方面通过
了认证，可享有较低查验率
等通关便利。

同时在国内此认证还获
得税务、银行等几十个部门
认可，享受绿色通道、简化

手续等联合激励措施；在国
际上更是一张世界海关信用
VIP 证，企业不仅在 30 多
个 AEO 互认国家和地区中
可享有对等的通关便利，还
大大提高了企业知名度，对
争取外国客户订单有很大帮
助。能顺利通过此认证，正
是志高空调长期以来追求品
质、守法经营、规范管理的
体现。

在新一轮全球化产业竞
争时代，对比欧美重振制造
业，“中国制造2025”、“一
带一路”正在驱动中国企业
走出去，并转向质造、智造，
这正是志高转型升级引领产
业发展的价值所在。

在企业从中国市场走向
世界舞台的过程中，自主
创新是重要的推手。从智

能云空调问世到率先起草
空调智能化行业标准，从
智能王系列的创新迭代到
领跑空调智能 3.0 时代，
志高空调在技术研发与攻
坚方面，多年以来坚持不
懈的沉淀与积累，持续以
自主创新的技术实力引领
行业升级的脚步，增强了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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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大礼包”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南海区推出系列扶持政策，从创新、融资、人才等方面，
多维度激发企业创新发展动力，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本文对已出台的、旨在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部分扶持政策进行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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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厂之初，志高空调创始
人李兴浩就立志要打造“世界上
最好的空调”；随着信息化、智
能化时代的到来，志高空调不惜
重金，研制出全球首款智能云空
调；面对“中国制造 2025”战
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李兴浩又在业界发出倡议，要通
过创新等手段，助力“让中国制
造再次伟大”。

4 月 19 日，藉“让中国制造
再次伟大”2018第二届中国制造创
新发展论坛举行之机，李兴浩携手
国际巨星、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
成龙等在北京共同启动“志高 4.19
超级品牌日”活动，继而在角逐世
界级企业目标的航道上不断跃进。

启动“超级品牌日”
角逐世界级企业

从 1994 年至今，志高空调已
走过二十五个年头。从邀请国际巨
星成龙代言、空调产品线的全面智
能化布局，再到频频举行高规格会
议推广、产品及服务多次夺得空调
擂台赛冠军，均助力志高在品牌高
端引领道路上高歌猛进。

4 月 19 日，李兴浩与成龙等
一众嘉宾共同启动“志高 4.19 超级
品牌日”，继续向着高端化、智能化、
全球化不断迈进。

“每一家企业都应该在新时
代下有所担当。中国每个制造企业

都有必要真正深入了解不同市场，
做出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好产品、
好品牌。一切升级离不开制造，这
是实体经济的根，也是未来品质化、
个性化、高端化消费升级，以及智
能化、数字化、信息化制造升级的
基石。”李兴浩表示，作为中国制
造业的一分子，要以“一带一路”
为依托、以智能制造为路径、以金
融力量为杠杆、以品质升级为目标、
以模式输出为标志，为“让中国制
造再次伟大”作贡献。

创新品质服务
展示南海制造魅力

产品作为品牌维系重要通道，
志高空调正在实现用品质代言中
国制造，构建品牌的消费者信任。

不同于市面其他的空调品牌，
志高空调早在 2012 年就深耕空调
智能领域，率先发布全球首款智
能云空调。此后，志高智能王空
调凭借 58 项智能云功能一举创下
“世界最智能空调”的世界记录；
2017 年，志高智能王 200 款 , 不
仅实现了风随人动的智慧风舒适
体验，更拥有了防火预警的黑科
技，被誉为市场中最好用的空调。

从首创“零配件终身免费更
换”一举刷新了行业服务的新标
准，到依据大数据自诊断、智能
维修服务，志高空调正在从消费
者的需求、痛点出发，颠覆传统

服务模式。
李兴浩表示：“一个品类从

弱变强，从小到大，行业的成长与
发展，需要更多的力量。做实体企
业，不仅是为了企业本身的盈利、
发展，更要为了国家经济发展参与
全球市场竞争，持续提升国家综合
实力，擦亮中国制造的名片。”

乘风“一带一路”
志高加速出海

“作为企业，首先是要专心、
用心做制造业，其次是要对国家
和社会怀有感恩之心，比如做好
环保等，然后还要不断制定更高
的目标不断进步。‘一带一路’
地区是志高自主品牌进军全球市
场的桥头堡，未来志高将争取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
有志高空调销售的区域都开设智
能云 + 体验馆，塑造‘中国制造’
的新时代形象。”李兴浩表示，
志高将继续乘风“一带一路”加
速出海，做大做强空调高端经济，
助力志高打造世界级企业的目标。

根据志高控股近日发布的年
报显示，该公司 2017 年实现营收
107.365 亿元，同比增长15.4%。其
中，海外市场同比增长9.7%。而从
出口数量来看，在“一带一路”国家，
志高空调所占的市场份额为10%左
右；对美国出口量持续三年翻番，
2017年更是实现同比增长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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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省名牌产品数量
南海位列五区第一

日前，广东省名牌产品网
站最新公布了2017年广东省名
牌产品名单，南海区有101个
产品获评广东省名牌产品，其
中新增省名牌产品59个，复评
产品42个。截至目前，南海区
有效期内的省名牌产品数量（工
业类、服务类）达到247个，
占全市省名牌总数的42.4%，不
仅位列佛山五区第一，与全省
一些地级市比较也名列前茅。

佛企省内市场发债最高奖 30 万元

《佛山市促进债券融资发展
扶持办法》正式印发，该办法对
此前相关政策进行修订，受惠企
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企业只要
在省内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债券
融资工具，经财政性资金增信的，
每发行1期给予扶持资金10万
元。未经财政性资金增信的，每
发行1期给予扶持资金20万元。
每家企业每年的扶持资金总额不
超过30万元。

佛山每年 1.3 亿元扶持机器人产业

《佛山市推动机器人
应用及产业发展扶持方案
（2018~2020年）》已正式出台。
佛山将在2018~2020年，每年
安排1.3亿元市级财政专项扶
持资金，用于推动我市企业应
用机器人、机器人应用示范企
业建设、机器人本体制造和系
统集成企业发展以及机器人和
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搭建。

　　

千万引导资金支持
南企与香港科大科研合作

南海区与香港科技大学已

正式签署二期合作协议，并揭
牌成立“香港科大南海创新中
心”。双方合作将从半导体照
明和平板显示领域，向机械装
备、新材料、环保等方向拓展。
南海区每年将设一千万元引导
资金，鼓励南海企业与香港科
技大学开展科研合作。

新办纳税人 10 项纳税业务
可一次办结

南海区国税局推出新办纳
税人“套餐式”服务，使10
项业务实现一次办结，填写的
表单由10份减少为1份，报
送的纸质资料由17份减少到1
份，实现了新办纳税人信息一
次采集、报表一次填写、资料
一次报送和法定涉税事项一次
性办结。

南海双创引导基金再投入 4 亿元

南海区双创引导基金二
期已正式发布，投资规模 4
亿元，重点支持子基金投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
业及高端服务业等产业领域。
其中包括重点扶持区块链产
业领域，以配合广东金融高
新区打造“区块链 +金融科
技产业集聚区”。

南海区扶持“氢能源”
建加氢站最高补贴 800 万元

今年发布的《佛山市南海
区促进加氢站建设运营及氢能
源车辆运行扶持办法》对加氢
站运营建设以及氢能源运行给
予一定程度的补贴。其中，将
根据加氢站的类型以及建成时
间不同进行梯段式补贴，最高
可达800万元。

佛高区每年 2400 万元
支持企业上市和增资扩产

为进一步鼓励、扶持佛山高新
区企业开展增资扩产、技术改造、
发展总部经济、加大研发投入以及
上市融资，切实提升企业竞争力，
做大做强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加快
建设广东省智能制造示范基地，《佛
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促进企业上市和增资扩产扶持办
法》已正式实施。

根据该办法，佛山高新区每年
将安排 2400 万元专项资金，扶持
企业扩产、技改和上市。同时该办
法的有效期限为三年。

       质量提升类：
开展政府质量奖评选
传承品质成就品牌推动转型

今年，南海区发布《佛山市
南海区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版）》，再次启动区政府质
量奖评选。作为南海区政府设立的
最高质量荣誉奖——“南海区政府
质量奖”，每两年评选一届。南海
是全国范围内首个将一线班组评审
纳入政府质量奖评价体系的区级区
域，奖励对象从组织拓展到一线班
组这样的基层质量工作人员。

政府质量奖组织奖授予在南
海区注册登记，质量、创新、品牌
和效益等方面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
位，对南海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突
出贡献的法人或组织。提名奖授予

在政府质量奖评选活动中，基于质
量、创新、品牌和效益等方面取得
显著成绩而进入现场评审环节但未
授予组织奖的组织。一线班组奖授
予在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炼
创新了质量管理经验方法、取得了
一定生产经营效益的一线班组或团
队。其中政府质量奖组织奖不超 3
名，获奖企业可获区奖励100万元；
一线班组奖不超 10 名，获奖企业
可获区奖励 30万元。

        人才扶持类：
对标省内“最高标准”
南海每年 7 亿吸纳人才

南海区于 1 月 29 日对外发布
7 份人才新政，每年区财政资金投
入不少于 7 亿元，对标省内县区级
最高标准，重构人才政策体系。这
7份人才新政在认定、引才、育才、
留才、服务保障等方面实现了突破，
涵盖对人才的住房、医疗、科创等
各方面的奖补，力度空前。

新政根据人才的能力、业绩及
贡献将南海区人才分为两个层次八大
类，其中一至四类为高层次领军型人
才，是引领南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端
人才群体；五至七类为基础人才、第
八类为特色人才，是支撑南海整体发
展、数量庞大的基础性人才群体。

在人才服务方面，南海将推出
“人才卡”，建立人才综合性服务
平台，开发 APP、微信公众号等，
今后不管是高才还是应届大学生，
可通过网上申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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