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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加油”、“齐心协‘沥’ 全民战

‘疫’” ……日前， 南海区大沥镇推出 9

款抗疫主题明信片，送给镇内集中隔离

点的 100 多名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 接

下来，这些明信片还将通过外卖员送到

普通市民手中，传递抗疫信心。

大沥镇征集得近

400

份抗疫创

意作品

据悉，今年 2 月份，大沥镇团委、大

沥义工联启动抗疫优秀作品征集活动，

向全镇市民公开征集抗疫优秀作品，共

收到近 400 份创意作品。 其中，大沥镇

团委精选了 9 张作品，加上此前设计的

一张抗疫手绘宣传作品，组成了这套定

制的明信片。

“他们头上的帽子分别是义工联吉

祥物沥仔、沥女头上的龙、狮帽。 ”作品

名为《樱花，木棉为你加油》的作者、大

沥镇沥北小学老师吴盈盈介绍，图中男

生和女生分别是“沥仔、沥女”的形象，

他们穿着防护服，守护着可爱的樱花宝

宝， 而木棉花宝宝虽然也受到的冲击，

但仍然与樱花宝宝手牵手，互相加油鼓

劲。

上千张抗疫明信片将随外卖送

给市民

“这些明信片都是此次疫情期间，

大沥镇团委征集、 精选的抗疫优秀作

品，展现了大沥人民的抗疫信心，同时

也希望能为抗疫战士加油鼓劲。 ”大沥

镇团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大沥镇团

委的抗疫明信片第一波已在 3 月 23 日

送到镇内所有集中隔离点的医护人员

和工作人员手中。

接下来，大沥镇团委将联合义工联

慰问美团外卖快递小哥， 为他们送上

300 份口罩、 免洗洗手液等防疫物资的

同时， 还将送上上千张抗疫明信片，让

这些明信片随着快递小哥随机送到普

通市民手中，传递大沥人民抗疫必胜的

信心。

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吴丹

通讯员 关艳娟 刘成

3 月 26 日， 大沥镇“战‘疫’ 同

行， 促高质量发展———大沥镇第三届

政金企暖春服务直播活动” 通过网络

直播的方式播出， 向广大企业分享疫

情期间融资、 税务、 社保等方面的扶

持政策及金融机构的抗疫产品， 并对

疫情发生以来支持实体经济抗疫融资

的优秀金融机构进行了表彰。

品牌活动 “云” 上办， 助企渡难关

据悉， 政金企暖春服务活动是大

沥镇每年的品牌活动， 通过以展会的

形式集中政府相关部门、 金融机构、

服务中介统一为企业提供全面服务对

接， 第一届当场达成融资授信金额

10.28 亿元， 第二届达成 11.30 亿元。

今年受疫情影响， 该项品牌活动

搬到“云” 上， 主办方通过线上直播

宣讲、 在线答疑、 “金科产” 公众号

抗疫+微服务， 线下走访服务和领导

暖春直联相结合的方式， 帮助企业了

解疫情期间的相关政策， 解决企业实

际困难。

3 月 26 日下午的直播还向各位企

业主们解读疫情期间税务、 社保缴费

政策， 让大沥越来越多受疫情影响的

中小微企业受惠。

联动金融机构，助

200

多家企业融资

本次政金企暖春服务是大沥镇“普

惠金融 助力实体经济” 主题活动之一。

“普惠金融 助力实体经济” 是大沥金科

产平台的一个品牌活动。

疫情期间，大沥金科产平台整理各级

政府复工复产的扶持政策、各金融机构特

色融资产品及会员单位的融智服务，在公

众号专门开辟了抗疫+频道，包括抗疫政

策、抗疫金融、抗疫能量（加强企业生产管

理的培训）、抗疫知识、抗疫指引（政府有

关复工等指引）等板块，通过微服务+现

场走访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期间，大沥金

科产平台联合镇内各金融机构共协助71

家企业申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以最

优惠的利率取得银行贷款。截至3月24日，

11家银行机构授信发放的融资金额达

11.86亿元，授信企业184家。

据悉，大沥金科产平台是由大沥镇

经济促进局与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共同

建立，旨在为大沥镇企业经营提供专业

商业服务的第三方综合服务平台。 两年

来系列活动实现融资对接金额近61亿

元，受惠企业约1460家，其中大部分为

中小微企业。

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吴丹

通讯员 梁景萍

□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吴丹

为支持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实现经

济平稳发展，日前，禅城区财政局局长

黄智斌、区政数局局长郑小广、区经科

局副局长李有亮一同上线“问政禅城

2020———复工复产基层在行动”电台节

目，为广大市民解读宣传禅城区复产复

工、疫情防控政策以及“禅六条”政策细

节。

每家

10

万元 ，

105

家企业获开

业补贴

截至目前，禅城区部分企业复工复

产率已超 80%，餐饮、住宿、旅游等商业

企业也基本复苏。 为了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禅城 3 月份推出“撑企六条”，预计

投入 15 亿元用于“禅六条”及各项扶持

政策，支持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生

产经营困难。 其中明确指出，禅城区内

A 级旅游景区、规模以上旅行社、限额

以上餐饮和住宿业、规模以上营业性电

影院，按政府规定如期开业即可申请 10

万元一次性补贴。

在节目中，禅城区政务服务数据管

理局局长郑小广介绍，截至 3 月 24 日，

禅城区已为 105 家企业发放了 1050 万

元的开业补贴。 有企业从申请到资金到

账最快只用了 123 分钟。“这次对相关

扶持政策的申请流程、材料、支付渠道

等当面都做了优化调整，实现‘快速兑

现’。 其中，针对‘开业补贴’‘光纤费用

补贴’等扶持，扶持资金最快 2 个小时

到账，较为复杂的情况也只要 7 个工作

日到账。 ”郑小广表示。

贷款贴息最高

50%

， 解决企业

融资难题

禅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副局长

李有亮指出， 目前“融资难” 是企业

渡过疫情期间最难解决的问题。 为助

力企业解决这个难题， 禅城区安排了

3.7 亿元的企业融资专项基金， 解决企

业的“过桥贷” 烦恼。 比如禅城区金

控公司审核同意了给企业续贷期间，

可能有 10 天左右的过渡期， 但是企业

又急需资金， 这个时候， 禅城的企业

融资专项基金就可以为续贷企业进行

周转资金补贴。

另外，城区科技型企业、规上工业

企业以及规上工业后备企业、限额以上

的批零住餐业、禅城区重点防疫物资转

产企业，在9月30日前如果有新增贷款，

最高贴息50%， 这个力度也是史无前例

的。 目前已为企业实现了转贷科技贷款

11.6亿元，解决他们的融资的问题。

社保退费

1.63

亿元， 减费规模

将达

10

亿

“目前社保退款情况怎样？ 还能怎

样进行申请？ ”节目中，不少市民特别关

注社保方面的问题。 对此，禅城区财政

局局长黄智斌介绍，目前已为禅城区的

3.2 万家企业退还社保费 1.63 亿元。 预

计到 6 月份，减费规模达到 10 亿元。

同时，税收税费方面也在去年减税

降费的政策上， 今年进一步加大力度，

小规模纳税人原来征收率 3%， 现在降

到 1%。

据悉，禅城区还将针对小微企业推

出系列补助措施。

禅城超100家企业获开业补贴

累计总金额超千万元

大沥镇政金企暖春活动“云”开展

大沥千张抗疫明信片免费送市民

大沥镇沥北小

学老师吴盈盈设计

的明信片作品 《樱

花 ， 木 棉 为 你 加

油》。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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