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湾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金湾优质产品推荐目录》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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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金湾区相
关部门了解到，《金湾优质产
品推荐目录（工业类）（2019
年第一批）》（以下简称《目
录》）目前已正式对外公布，
共有98家企业341个产品
被编入《目录》。事实上，早
在去年年中的金湾区营商环
境专题会议上，金湾区已经
将制定金湾优质产品目录作
为一项改善营商环境的具体
措施进行了部署。

金湾区相关人士表示，
金湾区将对首次入选《目录》
的产品，每个给予3万元奖
励，鼓励企业进行进一步的
研发、创新，引导企业走高质
量发展和品牌战略道路。金
湾区希望通过该举措，不断
提升高质量发展软环境，持
续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
的外地企业到金湾发展。据
悉，为了让辖区更多企业享
受该政策，金湾区在本月18
日至22日接受辖区企业的
补充申报。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为
缓解企业节后用工紧张，2月14
至17日，金湾区人社局率领30
家金湾企业，首次到贵州省毕节
市和黔南州举办了多场“贺新
春，促就业”专场招聘会，招聘会
共提供2441个岗位，现场达成
就业意向139人。

“节后金湾企业存在用工紧
张问题，贵州又是人口输出大
省，所以我们首次到贵州举办专
场招聘会，希望可以缓解企业的
用工紧张。”金湾区人社局相关
负责人透露，此次招聘会旨在为
珠海用工企业和求职人员搭建
需求互动、信息交流、选岗选才
的平台。

在招聘会现场，虽然遇到冻
雨天气，但求职者热情高涨。在
毕节，总计有436人入场，现场达
成意向58人。在黔南，总计有
673 人入场，现场达成意向 81
人。通过前期大力宣传，不少当
地青年已获知金湾的专场招聘
会，此举提高了求职率和就业质
量，为用工单位更好地招贤纳才
提供了便利。

“除了现场招聘，我们还与当
地签订了长期的劳务合作协议
书，方便今后的劳务对接。”该负
责人介绍，实现长期劳务合作后，
金湾与贵州两地的招聘合作将实
现常态化，今后也可通过互联网
形式进行线上招聘。

金湾首次到贵州举办专场招聘会
30家用工企业提供2441个岗位

本报讯 记者赵岩 通讯员
曾翠琼报道：通过打造示范村，
以点带面发挥示范作用，全区完
成“三清三拆三整治”超万宗。
日前，记者从金湾区获悉，该区
今年拟下达专项资金1.5亿元，
继续加大“三清三拆三整治”的
工作力度。

据了解，在推进“三清三拆三
整治”过程中，金湾区创新工作模
式，通过三板村、海澄村的整村改
造，打造“三清三拆三整治”示范

村，以点带面，发挥示范作用。为
了保证各项工作得到有效落实，
金湾区还形成党组织与挂点村居
结对帮扶机制，为基层和社区群
众解决具体问题。

统计显示，截止到目前，金湾
完成“三清三拆三整治”案件总数
已经超过万宗。其中，红旗镇已
完成“三清理”6021宗、“三拆除”
872宗、“三整治”873宗；三灶镇
已完成“三清理”2082宗、“三拆
除”183宗、“三整治”84宗。

金湾全力推进“三清三拆三整治”
今年拟下达专项资金1.5亿元

本报讯 记者乔宇 罗汉章
报道：今年春节假期刚过不久，
金湾便迎来了节后招工的高峰
期。虽然金湾区在年后举办了
多场招聘会，但用人缺口仍比较
大。记者近日在采访过程中了
解到，以制造业为主的金湾企业
今年用人缺口比较大的是普工
和技工等岗位，企业吸引求职
者，不仅要比薪酬还得拼福利。
有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今
年节后用工需求同比增长10%-
20%，预计需要用1至2个月填
补用工缺口。

近日，记者从位于红旗镇联
港工业区的珠海市西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虽然在
年初十就已经开工了，但由于工
人没有全部返厂，目前九条生产
线只有一条投入了生产。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应对招人难
的问题，他们已将招工年龄标准
由“20岁到38岁之间”放宽至45
周岁以下。

今年春节过后，金湾区已连
续举办了多场大型招聘会，但企
业急需的熟练技工，仍难招到。
广东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
事专员表示，为了招到合适的
人，他们不仅提高了薪酬水平，
还提供结婚、生小孩等方面的补
贴。

对于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的
招工高峰期，金湾区相关负责
人提醒求职者，不建议求职者
参与在路边摆摊的招工活动，
求职者在对一些企业的招聘信
息存在疑问时，也可以通过工
商部门等相关网站查询企业相
关资质。

金湾节后用工缺口较大
企业抢人比薪酬拼福利

在金湾区举办的招聘会现场，求职者在应聘。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乔宇 罗汉章
通讯员张意报道：为进一步加强
金湾区各学校及校园周边的安全
防范工作，近日，金湾区召开了第
一季度校园安全工作联席会。会
议汇报了金湾区2018年校园安
全工作情况及下一阶段工作重
点，与会各单位结合部门职责就
涉及本部门的校园及学生安全工
作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措施。

据了解，金湾区2018年狠抓
创建“平安校园”工作，与各中小
学、幼儿园密切联系，严格落实校
园安全工作部署，扎实开展防溺

水宣传、消防安全、应急疏散、校
车安全、交通安全等各项校园安
全管理工作，去年全年无安全责
任事故发生。

金湾区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
示，全区校园安全工作总体态势
较好，但依然存在一些薄弱环
节。金湾区要加强对学校安全工
作的组织领导，落实学校安全工
作责任，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良
好局面；要保持对学校安全监管
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工作措施
有效落实，全力确保学校安全无
事故。

金湾严格落实校园安全工作
去年无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更
多企业享受该政策，金湾区
相关部门在2月18日至2月
22日期间受理补充申报，有
需要的企业可以通过金湾区

政府官方网站了解申报要
求、材料等详情。

“金湾优质产品推荐目录
的政策出台和规则制定，虽然
建立在充分调研、广泛征集意

见、严格论证的基础上，但仍
存在方方面面的不足”。金湾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金湾区接
下来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
一步完善相关规则制度，“在

未来，我们还将尝试拓宽申报
单位的范围，让更多行业的企
业受益。同时，我们也将结合
金湾实际情况，优化现有相关
条款，让政策更加科学”。

尝试拓宽申报单位范围

金湾区相关人士表示，对
于首次入选《目录》的产品，每
个产品给予3万元奖励，每家
企业年度获得的累计奖励不
超过30万元。同时，鼓励金湾
区企业（单位）采购已在指定
网站注册登记的《目录》产品，
对采购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
（含50万元）的采购项目给予
采购方5%资助，每家企业每

年累计资助不超过300万元。
金湾区相关人士表示，

鼓励企业创新不能只是空喊
口号，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可以鼓励企业对产品进行研
发升级，引导企业走高质量
发展道路，实行品牌战略，加
快企业的科技创新和转型升
级。同时，鼓励区内企业相
互采购，有望拓宽本地行业

的产业链，成为推动质量强
区战略的有效抓手。此外，
这些优惠政策还有利于吸引
外地企业到金湾发展。

除了有丰厚的扶持政策
外，金湾区对该《目录》也将实
行严格地管理。金湾区相关
人士介绍，申报单位必须对申
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
责，如隐瞒事实或者提供虚假

申报材料的，一经发现将取消
该单位产品列入推荐目录资
格。对于已纳入推荐目录的
产品，将被从《目录》中删除并
向社会公告。同时，申报单位
的相关记录将被按照规定列
入信用黑名单，并通报相关部
门处理。被取消资格的企业
和单位，其所有产品三年内不
得列入推荐目录。

首次入选产品每个奖3万元

该《办法》对推荐目录的
申报对象作了具体的规定，
要求申报对象注册地、税收
登记均在金湾区（不包括高
栏港），且为在金湾区实际经
营，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
业；申报产品必须为金湾区
企业自主品牌产品，包括金
湾区企业委托其他地区生
产，但以金湾区企业产品名
义对外销售，且在金湾区纳
税并计算产值的产品。

而在申报要求方面，要
求必须符合“获得中国驰名
商标、广东省名牌、国家地理
标志的产品”“主导制定、修
订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企
业的对应产品”等其中一项
条件。值得一提的是，该《办
法》的申报要求还体现了创
新导向，具有自主创新知识
产权，获得国家、广东省、珠
海市科技成果奖的产品，获
得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称号

的产品也可申报。
金湾区相关人士介绍，

自去年11月1日起，金湾区
目录编制办公室正式受理辖
区企业申报。截至去年11月
20日，共有101家企业384
个申报产品通过形式审查。
去年11月底，金湾区目录编
制办公室将通过形式审查的
申报产品情况汇总形成金湾
优质产品推荐目录（送审稿），
并组织金湾区各相关单位进

行联合审查。该人士表示，
为保障该《目录》的质量，各
相关部门对申报产品拥有

“一票否决权”，共有3家企
业、43个申报产品因为欠薪、
受到环保处罚等原因而被列
入不符合条件名单。本月15
日，记者在金湾区政府网站
上了解到，金湾区正式公布
《金湾优质产品推荐目录（工
业类）（2019年第一批）》，共包
含98家企业341个产品。

43个申报产品被“一票否决”

近年来，随着金湾区三
大战略新兴产业渐成体系，
各项对企业的扶持政策落到
实处，金湾区的经济建设得
到快速发展，企业效益日益
提升，多项经济数据呈现两
位数增长，位居全市前列。
但与此同时，金湾区也面临
着部分企业产品结构比较单
一、创新能力和“造血”能力
不强、龙头和“明星”企业数
量偏少等问题。

当前，金湾区正深入实
施“质量强区”战略，推动区
内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在去
年年中的金湾区营商环境专
题会议上，金湾区提出将制
定金湾优质产品目录作为一
项具体措施进行部署，以此
引导企业实施质量发展战略
和品牌带动战略，引领质量
效益提升，提高金湾区优质
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对标先进，深入调研。在

上述专题会议结束后，金湾区
多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前往
在优质产品目录方面有多年
经验的成都市开展交流学习，
全面了解了成都市及四川省
相关政策的制定背景、扶持政
策的具体实施措施、企业各界
反响等情况，形成了调研报
告。而在金湾区内，相关部门
同样开展了广泛的摸底调研，
共调研辖区55家企业，了解
相关产品188个，充分了解金

湾区企业的情况。
在形成《金湾优质产品

推荐目录编制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后，金湾区召
开座谈会，听取企业代表反
馈，进一步明确了该《征求意
见稿》的优质产品定义和适
用范围，细化了纳入条件等
规则。去年10月底，规范性
文件《金湾优质产品推荐目
录编制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正式印发。

采写：本报记者 乔宇 罗汉章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政
策
扶
持

引导企业实施质量发展战略

严
格
审
核

积
极
鼓
励

未
来
规
划

珠海迈科智能入选《金湾优质产品推荐目录》产品的生产基地。

入选《金湾优质产品推荐目录》的珠海羽人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