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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白银” 
助企纾困

今年以来，南海区聚焦市场主体的“燃眉之急”，全面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密集推出“金

融暖企服务实体”十条、印发电商产业扶持办法、发放新能源汽车补贴和预制菜消费券等措施，为南

海企业纾困解难，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稳定市场预期。

预制菜消费券首批发放时间为 5 月 10 日，其他

批次发放时间初定为 7 月 ~10 月 1 日。消费券设满

50 元立减 20 元、消费满 100 元立减 50 元、消费满

200 元立减 100 元、消费满 500 元立减 300 元 4 种，

单用户每周限领取 2 张。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券有效期为 7 天，逾期未使

用将失效并退回券池，供消费者重新领用。每笔消费

限用 1 张消费券，一次性全额使用，不找零、不叠加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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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商类培训活动进行奖补。电商从业人员参加人

数在 50 人以上，每场给予一次性补贴 2 万元，同一个

单位举办培训活动补贴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

扫码看南海

电商产业扶持办法

扫码看南海新能源

汽车消费补贴详情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李春妹 李丹丹 沈煜

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其中购车补贴以现

金方式返还至消费者银行卡，餐饮零售消费券发放至

卡包使用。

餐饮零售消费券有效期自领取后 30 个自然日内

到报名参加活动的南海区餐饮零售商户核销，逾期收

回。

引入金融活水
出台“金融暖企 服务实体”十条措施

最高 2000 万重奖优秀“网红”主播
南海印发电商产业扶持办法

派发 2000 万元消费券 
“品预制菜享南海味”

南海将派发 5000 万元
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

买新能源汽车最高补贴 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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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南海区发布《佛山市南海区“金

融暖企 服务实体”十条措施》，从保障企业信贷

稳定、降低企业续贷成本、开展融资风险补偿、提

高融资租赁贴息力度等十个方面，支持企业冲破疫

情困境，实现经营持续稳定发展。

5 月 9 日，南海印发出台了《佛山市南海区促

进电子商务发展扶持办法（试行）》，将从鼓励电

子商务主体发展壮大、推进电子商务产业园建设、

培育电子商务人才和支持开展各类电商活动等方面

进一步推动电商产业发展。

5 月 10 日 ~11 月 15 日，南海将向消费者发

放总规模达 2000 万元的“品预制菜 享南海味”预

制菜消费券。

落实银行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大、暂时受困的企

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变相增加融资成本。

落实广东金融高新区科技金融投资服务平台建设，

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隐

形冠军”企业、人才团队、初创型企业的支持。

实行“先放贷、后报备”，经备案的贷款项目可

享受投贷联动专项资金提供的 3 年贴息 30% 上限

100 万元的贴息以及本金 40% 风险损失补偿扶持。

保障企业信贷稳定１

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3

出台支持企业投贷联动政策7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2

降低企业续贷成本4

对困难行业进行融资风险补偿5

提高融资租赁贴息力度6

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8

加大保险保障力度9

开展助企促消费活动10

协调区内银行机构对疫情受困企业新增授信额

度不少于 200 亿元。 

由区财政增资 5.5 亿元，扩大区支持企业融资

专项资金规模至 10 亿元。

2022 年 6 月 1 日 ~12 月 31 日，将限上（规上）

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旅游业、电影

放映业企业临时新增纳入风险补偿扶持企业库。

对区中小微型企业于本年度通过直接租赁方式实

现取得生产设备的，补贴金额由每年融资金额的

1% 提高至 2%。

按照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的 2% 给予贴

息扶持。

鼓励保险公司设计疫情保障性产品。

财政投入不少于1亿元，分期发放文旅、零售、餐饮、

预制菜、农产品等消费券，开展促销满减活动。

支持银行机构研发抗疫金融产品和复工金融产

品，缓解企业和个人流动资金压力，尤其是住

宿餐饮、批发零售、文化旅游、物流运输等行

业的企业。

区内企业使用融资专项资金的服务费由每自然

日 0.15‰调整为免费，减免期限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对于入库企业的融资项目，由区级财政给予贷

款利息 20% 的贴息。

推进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快速审批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扶持事项。

支持保险公司优化理赔流程，大力推进“闪

赔”“秒赔”。

线上平台宣传推广，帮助企业拓宽电商销售渠道。

鼓励电子商务主体发展壮大

推进电子商务产业园建设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申领使用

培育电子商务人才

支持开展各类电商活动

通过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商务部门认定的自营平

台或国内主流电商平台开展网络内销业务的电子商务企

业，年应税网络销售额首次突破 5000 万元、1 亿元、

10 亿元、100 亿元分档，且为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名录

库的在库“四上”企业，分别按 50 万元、100 万元、

500 万元、2000 万元给予一次性奖励。

区外电子商务企业总部迁入南海，承诺经营期限在

5 年以上，且落户后 3 年内年应税网络销售额达10亿元，

区内年纳税额不低于 1000 万元的，给予一次性落户奖

励 500 万元。

首次获评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商务部门认定的电商

产业园区，补贴标准为：国家级 500 万元，省级 300
万元，市级 100 万元，区级 50 万元。

本区内的电子商务产业载体，按入驻电子商务企业

100 家、300 家、500 家以上分档，给予载体运营单

位一次性 200 万元、500 万、1000 万元的奖励。

大力培育直播电商基地，符合条件的单个基地给予

一次性 50 万元奖励。

拥有国内主流电商平台粉丝量 50 万以上，且在南

海依法纳税的优秀网红主播，为南海企业年应税带货销

售额首次达到 2000 万、5000 万、1 亿、10 亿元以

上分档，分别给予 10 万、20 万、50 万、200 万元

一次性奖励。

区级或以上的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奖励标准为：

国家级 100 万元，省级 50 万元，市级 30 万元，区

级 20 万元。

对重大电商活动进行奖补。参加企业 50 家以上、

与会人数 100人以上的电商主题活动、会议和大赛等，

按场租、宣传、物料等费用的 50% 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获评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商务部门认定为南海区直

播电商示范企业的，奖励标准为：国家级 50 万元，省

级 30 万元，市级 20 万元，区级 10 万元。

通过“南海农业农村”“南海旅游”“南海发布”
微信公众号及银联云闪付APP进入“南海预制菜消费
券”领券页面，根据需要直接领取预制菜消费券。

到云闪付APP“南海预制菜专区”选购商品并使
用云闪付APP支付，满额即可自动核销消费券。

参与步骤

在符合条件的汽车经销企业处选购南海汽车企业

出产的新能源汽车，并在佛山市上牌的南海个人消费

者，所购车辆须登记注册在本人名下。

购买新车时间：

2022 年 6 月 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时间为准）。 

购车发票金额在 20万元（含）以下

补贴 5000 元（含 4000 元购车补贴 +1000 元餐

饮零售消费券）

购车发票金额在 20万元（不含）~30 万元（含）

补贴 10000 元（含 8000 元购车补贴 +2000 元餐

饮零售消费券）

购车发票金额在 30万元（不含）以上

补贴 15000 元（含 1.2 万元购车补贴 +3000 元餐

饮零售消费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