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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科创要素
激活“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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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街坊接力
老人圆满寻亲

B03

学生唱响青春
爸爸天团助阵

B04

致桂城街道
企业和市民

朋友们的一封信
尊敬的企业和市民朋友们：

近期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严峻复杂，短短半月已波及全国

21个省份，累计确诊1479例。随

着冬季来临，气温降低，新冠肺炎

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叠加疫情

的风险增加，为全力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请各企业切实履行疫情

防控主体责任，非必要不举办聚

集性活动，并提醒广大企业和市

民朋友们：

一、近期避免出省旅游和出差

请企业和市民朋友们密切关

注疫情发展动态，近期避免出省旅

游和出差，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

地区及疫情发生地区。有疫情发

生地旅居史的人员及健康码“红

码”或“黄码”的人员，请主动向单

位和所在社区居委报备，并配合落

实本地疫情管理措施。

二、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自省外来（返）桂城的市民朋

友要在抵返后及时向社区居委和

单位（或所住宾馆）报告，并配合社

区居委完成相应的管控措施和核

酸检测要求。

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嗅

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

膜炎、肌痛、腹泻等不适症状时，应

立即报告所在居委、所在单位或所

住酒店，及时就近至发热门诊就

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旅行

史，就诊过程中请做好个人防护，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三、非必要不举办、不参加聚集
性活动

请各企业近期非必要不举办

聚集性活动，不邀请境外、国内中

高风险地区所在省市区人员参加

会议、会展等活动。如确需举办

的，需向业务主管部门报备，经防

控部门审批同意后，按照“谁举

办、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原

则，从严从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市民朋友们在外要加强自

我防护，规范佩戴口罩，避免到人

群聚集、空间密闭、通风较差场所

活动，非必要不参加聚集性活

动。如需要前往各类室内的娱

乐、休闲场所，请提前预约、有序

进入，并减少在密闭场所的逗留

时间，同时配合测温、查码、扫码、

一米线等防疫规定。

四、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疫苗接种是预防传染病最有

效、最经济的方法，是落实多病共

防的重要措施之一。请广大市民

朋友们尽快就近完成新冠疫苗全

程接种，符合加强免疫条件的就近

前往接种点进行加强免疫接种。

疫情尚未结束，防控人人有

责。让我们凝心聚力，众志成城，一

起行动起来，构建好群防群控的坚

强防线，共同守护美好的桂城家园！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11月16日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蓉 通

讯员/陈敏菲）想要到行政服务

中心办理业务，不知道要带哪些

资料，窗口咨询电话是多少？即

日起，桂城行政服务中心咨询热

线 实 现 一 个 号 码 服 务

（81288667），让企业群众获

得更便捷高效的体验。

此外，桂城街道还开通了

“惠企服务专窗”和工商审批服

务事项办理结果包邮服务，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不

断走深走实。

办事咨询“一号通”
“您好，这里是桂城行政服

务中心，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我想咨询不动产服务。”

此前，桂城街道行政服务中

心业务咨询电话分为总咨询电

话以及各窗口咨询电话。由于

各窗口咨询电话知晓率不是很

高，企业群众打到总咨询台，涉

及较为专业的问题时，工作人员

只能告知各窗口电话，然后企业

群众再拨打。

统一服务号码后，工作人员

可转接到需要办理的具体业务

部门，让熟悉业务的部门工作人

员为群众进行答疑解惑。对于

同时段打入的电话，系统会发起

排队，并告知办事群众需等候的

位数。

据了解，税务、不动产及房

管、水电煤、有线电视、交警车

管、卫健、社保、户政等业务均可

拨打电话咨询。

工商审批结果包邮到家
在天安中心经营供应链管

理服务的何小姐，在桂城街道

行政服务中心办理了法人变更

登记业务，交齐资料后无须跑

第二次，可以回家收快递取回

营业执照和《核准变更登记通

知书》。今年以来，桂城街道不

断优化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办理

结果包邮服务。在此前已实施

的企业职工一次性养老保险待

遇申领、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

定（慢性）病种待遇资格申请等

事项包邮服务的基础上，桂城

又推出了工商审批服务事项办

理结果包邮服务。

“为了推进该项服务，我们

多次与快递物流公司沟通，增

加了验收提取码这一步骤，保

证了所有证件和材料的安全。”

桂城街道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说。

据统计，该服务自实施以

来，选择工商审批服务事项办

理结果包邮服务的办件日均约

30件，得到办事群众的普遍认

可。

新增设“惠企服务专窗”
为了打造更具吸引力、影

响力、竞争力的一流营商环境，

桂城街道推行了一系列惠企服

务。在行政服务中心4楼的办

事大厅，记者看到了新增设的

“惠企服务专窗”。

“我们准备将公司落户在

桂城，知道这里正在大力推动

‘工改工’，想了解是否有相关

的补贴，还有报建手续及人才

扶持政策。”前来咨询的市民梁

先生问道。

中心及时更新涉企政策，

公布惠企政策清单、招商引资

重大活动等信息，提供解读服

务，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其中，“惠企

服务专窗”汇集了五大类惠企

政策，涉及融资、产业转型、技

术改造、外资企业扶持等多个

与企业密切相关的政策信息，

实现了惠企政策“一窗信息汇

聚”，解决了企业和群众惠企

政策哪里问、如何办的问题，

企业咨询政策更便捷、提交材

料更方便、兑现时限更明确，

企业真正“一站式”享受惠企

政策红利。

下一步，桂城行政服务中

心将继续为企业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在提供精准服务、创新服

务、人性化服务的同时，不断优

化政务服务能力、提升服务质

量，助推打造桂城政务服务新

高地与一流的营商环境。

桂城惠民惠企服务又有新举措

只要拨打一个电话办事咨询全搞定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蓉 通

讯员/李芳毅梁捷）11月23日，

桂城街道举行发布会，宣布设立

桂城科技创新企业直投基金，扶

持科技创新企业，这是佛山市首

个镇级科创直投基金。

助力培育“隐形冠军”
作为南海区的经济重镇，

近年来，桂城街道集聚科技创

新资源，推动科技孵化器建设，

全力发展科技创新产业。

目前，桂城涌现了制造业

全国隐形冠军企业16家，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7
家、省级3家、市级49家，通过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超过

500家，其中不乏在自主创新

能力、科技水平、市场开拓能

力、发展潜力等方面表现突出

的中小型企业。

面向未来，桂城提出了打

造“科创都市顶流”的发展目

标，鼓励支持广大企业走科技

创新发展之路，吸引更多高品

质科创企业落地桂城、扎根桂

城，提升桂城经济社会发展的

含金量。

“桂城在此时此刻推出直投

基金，恰逢其时。”南海区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乔吉飞在致辞中

表示，南海区市场主体数45.6
万户，其中桂城市场主体数

10.9万户，占比23.9%，再加

上千灯湖创投小镇和季华实验

室的双重机遇下，桂城要抓住此

次机遇期引入、挖掘、培育更多

优质企业，帮助更多科创型企业

培育孵化成行业隐形冠军。

桂城企业可报名申请
桂城科技创新企业直投基

金由桂城街道办事处出资设立，

基金总规模1亿元人民币，首期

3000万元。基金以有限合伙

形式设立，委托广东高成长企业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广东

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管理。

科创基金主要通过股权投

资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投资

桂城街道本土企业，包括桂城街

道挂牌广东股权交易中心“科技

创新专板”等板块的科技创新企

业，人才团队创业项目、科技创

新项目、优质拟落地桂城街道企

业及相关产业基金。

此次设立科技创新直投基

金，将为桂城定向筛选并投资一

批本地优质科技创新企业，并通

过基金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社

会资本加大对桂城企业的投入，

有助于桂城街道高新技术产业

板块的加速成长。

“此次设立的桂城科技创业

企业直投基金，正是桂城扶持产

业发展，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举

措，也是桂城致力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为企业提供更优质服务的

重要体现。”桂城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郭福权说。

该基金对单一项目投资不

低于100万元、不高于1000万

元，且投资单一企业所持股份比

例不超过20%并不成为所投企

业第一大股东。后续基金可通

过市场化方式退出，包括并购重

组、新三板挂牌、IPO后二级市

场转让等方式，或者实际控制人

或控股股东回购退出等。

当日，桂城科创直投基金公

布“第一投”，投向佛山世寰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更多报道详见B02版）

桂城设立佛山首个镇级科创直投基金
规模1亿元，单一项目最高可获1000万元投资

■桂城一企业获得“第一投！”。 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摄

▲桂城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接听

咨询热线。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摄

▲桂城街道行政服务中心提供工商

审批事项办理结果包邮到家服务。

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