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合日報

3 中 國 新 聞 /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8年12月14日（星期五）

佛山低息「過橋」資金助民企
送「1＋3」政策大禮包 日費率低至不超過0.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佛山
市在省內的經濟總量僅次於深圳和廣州，而與東
莞吸引外資著稱不同，佛山本土民營企業眾多而
強，成為該市經濟發展的最大特色和最大優勢。
目前，佛山已成為廣東民營經濟第一大市。
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民營企業就

業登記人數佔佛山總就業登記人數比例超過六
成。全市完成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3,279.06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6.4%。其中規模以

上民營工業完成工業增加值2,333.6億元（東莞
2017 年為 1,420 億元，今年前兩季度 898 億
元），同比增長7.5%。民營工業佔全市工業增加
值比重超過七成（71.2%），對全市工業增長貢
獻率超八成（82.7%）。民營企業約27萬戶，佔
企業總數的比重超九成。
據介紹，作為廣東民營經濟第一大市，佛山為

全省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2018年前三
季度，廣東全省規模以上民營工業企業累計完成

增加值11,511.36億元，佛山佔全省的20.3%。
據佛山市委書記魯毅介紹，當前，國際經濟形
勢複雜多變，市場不確定因素增多，國內經濟正
處於新舊動能轉換、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
發展階段，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佛山作為民
營經濟大市，經濟發展也面臨着一些困難。
「1＋3」政策體系，就是針對近年來民營企業發
展的痛點難點、政策制定的盲點、政策落地「最
後一公里」的堵點而制定的。

民企就業登記人數 佔比逾六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東民營經濟第一大市佛山

推出支持民企發展重磅措施。12日，佛山召開全市民營企業家大會並

發佈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1＋3」政策體系，在營商環境、降低成

本、融資、企業家人身財產安全保護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針對性措施，大大

量條量條款力度全省最大。其中，針對民營企業單筆2,000萬元（人民幣，

下同）以下的到期續貸貸款，提供日費率不超過0.15‰的「過橋」專項

資金。

此次佛山公佈的「1＋3」政策體系包括
《佛山市關於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

展的若干意見》、《佛山市降低製造業企
業成本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若干政策措施
（2018年修訂）》、《佛山市金融促進民
營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措施》，以及
《關於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
全的若干意見》，系列支持政策環環相
扣，互為支撐。

企業開辦全流程3天辦結
在開辦企業方面，依託佛山市在中國率
先啟動的「一門式」受理審批系統，將開
辦企業全流程（執照、公章、發票）從省
政策提出的5天明確壓縮至3天。同時，
率先在中國實現全天24小時不打烊商事
登記，工商審批秒批，營業執照自助辦理
5分鐘完成。另外，企業工業投資項目施
工許可20個工作日內辦結，比當前中國
不少城市推出的相關支持新政減少30天
以上。
對於投資10億元以上的重大製造業產業
項目，實行行政審批代辦服務和市、區兩
級政府主要領導掛鈎聯繫制度。其中，50
億元以上項目，由市長掛鈎聯繫，全程跟
蹤服務項目落地和建設。
同時，佛山推出土地出讓價格優惠政
策，對於優先發展產業且用地集約的製造
業項目，土地出讓底價可按當地同等別工
業用地最低價標準的70%執行。
在降低製造企業成本方面，佛山推出全
省最大力度的用電用氣補貼，即每年不少

於4億元，以直接降低電、氣單價形式補
貼給規模以上企業。
作為中國先進製造業基地，佛山還特

別每年安排1.3億元專項資金，支持企業
應用機械人、機械人本體製造和系統集成
企業發展。
在解決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的「融資

難、融資貴」等問題上，佛山亦推出多個
全省甚至中國「之最」措施。根據新政，
佛山將擴大市支持企業融資專項資金的覆
蓋面，為單筆2,000萬元以下且銀行承諾
續貸的到期貸款，提供日費率不超過
0.15‰的「過橋」資金（即銀行貸款到期
暫缺資金還本金或利息，第三方拆借給企
業，此業務對初創或產品回報周期長的企
業特別重要）。以2,000萬元貸款為例，
按0.15‰的日費率，每天僅需3,000元費
用，十分低廉。據了解，此前，商業機構
或其他社會渠道「過橋」資金日費率，動
輒在5‰以上，即使政策優惠費率也普遍
在1‰至3‰。
滬深港上市最高獎勵2350萬
同時，佛山還支持民營企業利用資本市

場融資。企業在中介機構輔導下完成股份
制改造，符合政策條件的額度，市、區兩
級給予最高330萬元獎勵。對於企業在滬
深港等證券交易所完成首次公開發行股份
的，兩級政府將給予最高2,350萬元的獎
勵。該兩項獎勵幅度，也在全省為最大。
另外，在保護民營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

全方面，佛山亦推出10方面政策措施。

佛山佛山「「11＋＋33」」政策體系部分亮點政策體系部分亮點
■依託佛山市商事登記「一門式」受理審批系統，

將企業開辦全流程時間壓縮至3個工作日，商事
登記24小時不打烊。

■ 工業用地出讓最長年限50年，允許工業用地最
長年限一次性出讓給企業。

■每年不少於4億元（人民幣，下同），以直接降
低電、氣單價形式補貼給規模以上企業。

■ 每年特別安排1.3億元專項資金，支持企業應用
機械人、機械人本體製造和系統集成企業發展。

■重點項目行政審批代辦和市、區兩級政府領導掛
鈎聯繫。

■對於企業在滬深港等證券交易所完成首次公開發
行股份的，兩級政府將給予最高2,350萬元的獎
勵。

■ 為單筆2,000萬元以下且銀行承諾續貸的到期
貸款，提供日費率不超過0.15‰的「過橋」資
金。

■ 對企業家在生產、經營、融資活動中的創新創業行
為，只要不違反刑事法律，不得以犯罪論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佛山推出系列重磅措施，包括提供民企中國最低息貸款支持民營企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十年前撿到兩件文物，十年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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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他所住村莊的村

民已經記不清唐舍娃幫助多少人

撿回了丟失的物品，唐舍娃不僅不要任

何回報，同時連上交文物所獲的現金獎勵

也婉言謝絕了。因為在他看來，雖然自己家庭貧

窮，但是撿到別人的東西一定要歸還，做一個好人，

給下一代做一個好榜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據了解，唐舍娃家住西安市灞
橋區唐家寨村，今年70歲，

平日裡以拾荒維持生計，生活清
貧。2018年11月18日，唐舍娃和
往常一樣，穿梭於灞橋區的各個區
域拾荒。在來到該區蘇村時，唐舍
娃發現垃圾台上放置着一個黑色書
包，他以為是別人遺棄的廢品，沒
想到打開後卻發現裡邊竟然是厚厚
幾沓人民幣。第二天，唐舍娃來到
西安市灞橋區委，在宣傳部工作人

員的協助下報警並將裝有錢的書包
上交警方處理。

「不是我的東西絕不拿」
「老人撿到包後就沒有再動過裡

邊的東西，直到到了派出所才和民
警一起清點錢數，一共整整3萬
元。」說起當日的情景，當天接警
的警官非常感動。而唐舍娃卻說，
那麼多錢，失主該有多着急啊，這
些錢也是失主辛辛苦苦賺來的。
「我雖然收入不高，但不是我的東
西我絕對不會去拿。要是下次再碰
到這樣的事情，我還是會毫不猶豫
地上交給公安機關。」
就在大家紛紛為唐舍娃老人點

讚的時候，西安有關部門工作人
員又說出了老人10年前的一件往
事。原來，10年前，唐舍娃在一
個垃圾場撿拾垃圾時，偶然發現
兩塊石碑，隱約中他感覺此碑應
該是文物，於是當即便將石碑上
交給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後經文物專家初步鑒定，這兩塊

石碑出土於同一墓葬，係唐代皇室

貴族墓葬內的文物。其一是墓誌銘
蓋，其二是道教北方真文鎮墓石，
對研究唐代社會發展和喪葬習俗提
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鑒於這兩塊石碑的重要價值，文

物部門擬對唐舍娃進行現金獎勵，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老人堅決謝
絕，並一再表示，既然是文物就應
該交給國家保護好，這是自己本來
就應該做的。

挨家挨戶找失主
唐舍娃所住村莊的村民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他撿到的物件，都要
挨家挨戶尋找失主，不願讓別人着
急。
雖然入圍第二屆「薪火相

傳——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年度傑出
人物」、獲得「陝西省道德模範」
提名獎榮譽稱號，但如今的唐舍娃
老人依然像往常一樣，每天一大清
早就推着自己的手推車，邁出家
門，四處拾荒。在唐舍娃看來，只
要誠實守信、辛勤勞動，生活永遠
美好。

■拾荒老人唐舍娃上交現金後現場
簽字。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拾荒老拾荒老
人唐舍娃接人唐舍娃接
受 記 者 採受 記 者 採
訪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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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2
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81周年，也是
第五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
日。近日，為悼念大屠殺死難者並
揭露侵華日軍殘忍罪行，日本有識
之士於廣島、大阪、名古屋等多地
舉辦紀念活動，呼籲人們銘記歷
史、開創兩國和平友好的未來。
受主辦方邀請，南京大屠殺倖存

者常志強之女常小梅來到日本，通
過講述自己父親的證言，向日本民
眾揭露日軍犯下的滔天罪行：日軍
1937年12月攻佔南京時，年僅9歲
的常志強目睹父母和4個弟弟被日軍
殘忍殺害，一家6口鮮活的生命就這
樣被頃刻剝奪。「當時，整個南京
城慘遭日軍血洗。大量無辜生命被
屠殺，有多少家庭為死去的親人流
盡淚水。」
如今，90歲高齡的常志強已不能

親自來到日本介紹自己的經歷。常
小梅表示，對侵華日軍暴行的控
訴，不能因為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們
的老去或死亡而終結。作為大屠殺
倖存者的子女，自己有責任和義務
代父親向日本民眾揭開歷史真相。

呼籲銘記歷史
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連紅也受主

辦方邀請，向日本民眾介紹了西方

記者、傳教士、外交人員等所記錄
的南京大屠殺相關報道、影片、史
料等，通過當年國際社會的視角揭
露了侵華日軍大規模屠殺手無寸鐵
的民眾及強姦婦女、掠奪財物等殘
酷行徑。
前來參加大阪紀念活動的田中裕

司告訴記者，自己大學專業和工作
都與中國相關，在與中國民眾交
往、交流之中逐漸了解了一些歷史
真相，便渴望更深入地學習這段歷
史。他表示，倖存者的經歷令人震
撼，人們有必要將歷史真相傳遞給
下一代。
系列紀念活動的主辦方之一－民
間團體「南京大屠殺60年大阪」幹
事樅山幸子告訴記者，在日本一直
有人試圖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
而親歷者的證言對於日本民眾了解
真相來說是最直觀的形式。從上世
紀90年代起，相關團體每年都邀請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到日本演講，至
今已持續20餘載。
紀念活動的另一主辦方－民間團

體「No More南京名古屋之會」幹
事平山良平告訴記者，日軍犯下的
南京大屠殺罪行鐵證如山，日本應
向德國學習，必須承認曾經的加害
歷史真相，充分反省並汲取教訓，
才能夠向未來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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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研發柔性機械手 可抓取豆腐蛋糕
機械手柔軟到可以抓取豆腐、蛋糕、瓷

碗、紙張？12月11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發
佈了自主研發的新一代「機械人柔性手
爪」，現場演示可成功抓取豆腐、蛋糕等物
品，成本將降至千元人民幣以下，推向大眾
市場。
「機械人手爪」的學名是機械人末端夾持
器，是機械人提供精細化服務和參與智能製
造的關鍵部件之一。現有主流手爪產品性能
難以滿足需求，價格昂貴，限制了普及。

據現場演示，他們研製的新型「機械人柔
性手爪」，對單薄的紙張、光滑的瓷碗、柔
嫩的豆腐、蓬鬆的蛋糕等物品，均能自主判
斷物體形狀和大小，準確、穩定、完好地實
現抓取和放置。
中科大機械人實驗室主任、教授陳小平介

紹，新型「機械人柔性手爪」將首先配置在
中科大研製的智能家庭服務機械人「可佳」
身上，有望在養老服務、商業物流等多個領
域得到應用。 ■新華社

■中國自主研
發的「柔性手
爪」，可抓取
豆腐、蛋糕等
物品，成本或
降至千元人民
幣推出市場。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