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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2月13日

晚，天河区政府出台《天河区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健康发展的十

五条政策措施》。 在省市金融支持措施

的基础上，再设立3000万元天河区中小

微企业贷款贴息专项资金。

据悉，此次政策还涉及给予大型楼

宇商场园区防疫物资采购补助、实施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补助等多个方面。天河

区将协调解决口罩、消毒水、测温仪等

防疫物资购置问题，提供防疫消杀指导

等技术支持。针对目前企业遇到的人手

不足问题，天河区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联盟。对为区内中小企业介绍10名

以上员工并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的，按

照每人500元给予区内注册的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一次性职业介绍补助，每家机

构最高补助30万元。

与此同时，对疫情期间复工生产消

杀用品、药品等疫情防控应急保障物资

的企业，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疫

情期间购置设备扩大疫情防控物资产

能，或转产应急防控物资的，按设备购

置金额的50%给予补助，最高100万元。

为加大对困难企业的支持力度，天

河还协调区内百家金融机构积极对接

区内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在省市金融

支持措施的基础上，再设立3000万元天

河区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专项资金，对

中小微企业在本政策执行期限内从天

河区辖内的银行机构获得的新增贷款

（含展期）

按基准贷款利率给予10%贴

息。对承租区属国有企业物业经营线下

商业实体店的中小微企业和承租天河

区人才公寓的家庭

（个人）

免除2020年2

月和3月物业租金， 减半计收4月和5月

租金。 鼓励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园区、

村改制公司等业主减免租金。

信息时报讯（记者 奚慧颖）

随着

各行各业逐渐复工复产，相关支持政

策也不断出台。 日前，广东省五部门

联合出台《关于加强中小企业金融服

务支持疫情防控促进经济平稳发展

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

，一口气

发布 18 条政策，执行期 6 个月，为广

大中小企业雪中送炭。 昨日，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 除了医

疗疾控方面的通报，会上也重点介绍

了广东省支持中小企业应对疫情影

响有关金融措施。

根据《意见》，疫情防控金融服务

的重点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疫情

防控必需、保障城乡运行必需以及群

众生活必需等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如

医药防护、公共交通、超市卖场；另一

类是持续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

业等群体，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

流运输、文化旅游的中小企业，还有

个体工商户等。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何晓军

介绍，《意见》中的多条举措是“全国

首创”，可简单概括为“三降三免一放

宽”。“三降”是降低小额贷款和小额

再贷款利率 5%~10%， 降政策性担保

收费至最高不超过贷款总额的 1%，

降续当费率 1‰~5‰；“三免” 是免再

担保费，免不超过 6 个月的融资租赁

租金利息和租金罚息，免区域性股权

市场服务费用；“一放宽”是放宽优秀

小贷公司杠杆率至净资产 5 倍，其中

非标准化融资杠杆放宽到 2 倍。 另

外，还有延期或展期 1~3 个月、免除

1~3 个月罚息等优惠。

至于实施层面， 何晓军表示，受

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现在可以直接联系省粤科科技小额

贷款公司、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公

司、广东股权交易中心以及省内其

它地方金融企业，他们会严格按照

《意见》 中明确的措施要求给予金

融政策优惠。何晓军表示，希望“暖

企十八条”政策的出台能够为中小

企业提供一站式的金融服务，通过

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预计全

年能为接近 50 万家中小企业提供服

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晏文龙）

昨

日，广州市政府举行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新闻发布会，就电商暖企政策相关

情况进行介绍。

经测算，预计此次市属国企物业

免租和市属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融

资优惠让利23亿元以上。

国资委

逾600万平方米物业减免租金

广州市《中小微企业十五条》发

布后，市国资委指导26家市属国企摸

排租户情况，预计此次减免租金面积

超过600万平方米。

据了解，此次减免租金的对象主

要分三类。 第一类是以百货超市、批

发零售为代表的线下商业实体店中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此类租户自

2020年2月1日~3月31日合同有效期

内租金将被减免。 其他两类对象则是

对制造业产业园区、孵化区、办公等

实体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制定“减、

免、缓、送”等多种租金减免方案进行

精准帮扶；对参与“抗疫”相关的医疗

生产经营企业、医院及研发机构等单

位，基于更大的支持力度。

海珠区

困难企业可延期3个月缴纳税款

海珠区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

下， 对于符合备案复工条件的企业，

采取便捷的网上备案方式，实行“一

封邮件即可复工”。 此外，为承租区属

国企物业用于实体经营的中小微企

业， 以及疫情防控必需的企业减免2

个月租金； 对确有困难的中小微企

业， 可依法办理最长3个月延期缴纳

税款；受影响企业缴纳养老、失业、工

伤保险费等业务，可延至疫情解除后

3个月内补办。

而对于符合条件的防控物资生

产企业，给予50万元奖励。 符合条件

的新投产防控物资企业， 可减免2年

租金，并给予最高500万元的3年免息

借款。 获得市防控物资生产保障奖励

的企业，给予50％的配套资金奖励。

荔湾区

进入“战时状态” 简化审批手续

荔湾对受疫情影响面临生产经

营困难的企业，一方面落实上级规定

的缓缴各类保险，以及返还失业保险

费等措施；另一方面为企业新招员工

提供岗前培训补助，缓解企业招工困

局；对疫情期间租用区属国企经营用

房的中小微企业，该区落实免收一定

额度房租。

此外，政府各个部门均在职责范

围内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进入“战时

状态”， 极大简化各类审批或审核手

续， 比如税务部门开辟绿色通道以

“特事特办” 方式帮助企业解决涉税

费问题，

从化区

购防疫生产设备最高补贴50万

从化针对承租区属国有企业物

业的防护口罩和防护服生产企业，免

除2月~4月物业租金，减半收取5月~7

月物业租金； 对新购设备进行补助，

针对生产防护口罩、 防护服的企业，

于1月25日后新购置设备用于开展上

述生产活动，且于2020年2月29日完成

设备安装及投入生产，按照设备购置

金额的50%给予补贴， 每家企业最高

50万元。

针对国家和省确定的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以及支持疫情防控工

作作用突出的其他卫生防疫、医药产

品、医用器材企业的2020年新增贷款

部分，财政按照人民银行再贷款利率

的50%予以贴息。 对2月9日24时前复

工生产防护口罩、防护服，并以合理

价格配合政府收储的企业， 给予5万

元一次性奖励。

空港经济区

奖励提质增效企业减免仓库租金

空港经济区奖励提质增效企业，

对2019年产值50亿元、10亿元、5亿元

以上在本区注册纳税的工业企业，

2020年上半年产值增速达到10%以上

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200万元、50

万元、20万元。

同时，对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内

各园区经营单位减免的租户仓库

（含

跨境电商业务运营仓库 ）

2个月的租

金给予全额补贴。 对区内管理服务企

业和中小微企业2个月房租给予全额

补贴。

此外延缴税款及缓缴社保费。 对

于因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办理纳税

申报的企业，可协助依法办理延期申

报，依法办理延期缴纳税款。 对于受

疫情影响的用人单位，无法按时缴纳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

工伤保险费的，协助其延期至疫情解

除后三个月内缴费，期间不加收滞纳

金。

此前发布会中曾披露，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团队从粪便中分离出活的冠

状病毒，提示存在“粪-口”“粪-呼吸”传播的可能性。普通市民要如何相关传播风

险？ 省卫生健康委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周紫霄提

示，主要从 4 个方面进行预防。

1.加强厕所通风和清洁消毒，每天开窗通风 2~3 次左右，每次不

少于 30 分钟。并且每天对厕所内的物体表面和便器表面消毒。被呼吸

道分泌物、粪便等污染的物品或表面，清洁后进行擦拭或浸泡消毒。

2.注意如厕卫生，如厕后盖上马桶盖再进行冲厕，避免污水外溅。

使用过的厕纸随马桶冲走，不要放置在厕所内。

3.保持渠管畅通及没有渗漏，切勿擅自将渠管改道。 定期注水到

下水道排水口内，以防昆虫及臭气经排水口进入室内。 对于下水道密

闭性不严格的小区，应当加强马桶或便器的密封性。

4.接触排泄物后要及时洗手。

市民也可在省卫健委官网和公众号“健康广东”查看更详细的指

引。

广东推出“暖企十八条”，首创多条举措

三降三免一放宽，近50万企业受惠

预防“粪 -口”传播指引

每天通风消毒厕所 冲厕要盖上马桶盖

相关报道

广州市政府举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

部分市属国企物业租户减免两月租金

天河为中小微企业设立

3000

万元贷款贴息专项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