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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重要指示精神，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广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中小微企业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健康发展的十五条措施的通知》（穗府办规〔2020〕1 号）已

于 2 月 7 日印发实施。为便于广大企业了解享受有关政策，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梳理了《中小微企业十五条政策支持

指引汇编》，供广大企业查阅参考。更多信息和具体申报指

南，请登录受理部门网站查询，或直接与受理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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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保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户数不下降 

政策点：确保广州 2020 年上半年小微企业和个人经营

性贷款（包括单户授信 1000 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和户数不低于 2019 年同期水

平。 

（一）支持对象 

广州市内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 

（二）支持方式 

自动享受。 

（三）支持内容 

1.鼓励银行机构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

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对

符合条件的还款困难小微企业予以支持，做到不抽贷、不断

贷、不压贷。 

2.适当调整受影响企业的还款时间。对受疫情影响严重

企业的银行贷款到期还款困难的，鼓励银行机构予以展期、

续贷或无还本续贷，完善续贷政策安排，增加信用贷款和中

长期贷款，提供更加优惠高效的金融服务，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 

3.加强线上融资对接。人行、银保监、税务、地方金融、

工信、政务数据等政府部门之间加强联动，加强信用信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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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引导银行机构充分利用“粤信融”（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

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中小融”（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平

台）、“银税互动”等平台，提高银企对接效率和融资服务效能，

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良好的信用信息的支撑。充分发挥“粤信

融”平台线上融资服务功能，增加“抗疫贷款”功能模块，引导

金融机构加快对疫情防控企业融资需求的线上审批。加强与

卫生防疫、医药产品制造及采购、科研攻关等企业以及受疫

情影响较大行业的融资对接。 

4.加强监管考核，强化监管问责。督导银行机构单列小

微企业的信贷计划，加强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定期监测分析，

强化监管考核，层层分解落实，压实机构责任。对银行机构

支持受疫情影响小微企业工作落实不力的，视情况采取监管

措施。 

（四）支持条件：无。 

（五）需提供材料：无。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魏先生，83171677。 

（七）办理时限：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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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保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政策点：确保 2020 年上半年小微企业和个人经营性贷

款综合融资成本低于 2019 年同期 

（一）支持对象 

广州市内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督导银行机构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减免手续费、提

高办理效率等方式，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针对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餐饮、住宿、旅游、商贸、交通等行业，鼓励银行

机构在原有贷款利率水平基础上降低 10%以上。 

（四）支持条件 

贷款业务经办银行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协商确定优惠方

式和具体幅度。 

（五）需提供材料 

贷款业务经办银行与企业协商确定优惠方式和具体幅

度时告知。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魏先生，83171677。 

（七）办理时限：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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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好疫情应对专项再贷款资金 

政策点：用好人民银行提供的低成本疫情应对专项再贷

款资金和中央财政贴息政策 

（一）政策依据 

2020 年 2 月 7 日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民银行、审计署联合印发的《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强

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财金

〔2020〕5 号）。 

（二）支持对象 

进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的全国性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以下简称全国性名单）、以及

由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确定并报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的地方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名单（以下简称地方性名单）的企业。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

业主要有如下 5 类：1. 生产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防护服、隔

离服、医用及具有防护作用的民用口罩、医用护目镜、新型

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负压救护车、消毒机、消杀用品、红

外测温仪、智能监测检测系统和相关药品等重要医用物资企

业；2. 生产上述物资所需的重要原辅材料生产企业、重要设

备制造企业和相关配套企业；3. 生产重要生活必需品的骨干

企业；4. 重要医用物资收储企业；5. 为应对疫情提供相关

信息通信设备和服务系统的企业以及承担上述物资运输、销

售任务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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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四）支持内容 

1.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工

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九家全国性银行、以及广州银行、

东莞银行、南海农商银行等地方性法人银行运用专项再贷款

资金向企业发放贷款的利率不能超过最近一次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 100 个基点，目前为 3.15%。 

2.鼓励金融机构以低于贷款利率上限的利率向企业发放

贷款。 

3.在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利率信

贷支持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企业实际获得贷款利率的 50%

进行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 1 年。 

（五）支持条件 

1.全国性银行重点向全国性名单内企业发放贷款，地方

法人银行向地方性名单内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 

2.优惠贷款必须专款专用，即全部用于疫情防控相关的

生产经营活动，积极扩大产能、抓紧增产增供，服从国家统

一调配，保障疫情防控相关重要医用物资、生活必需品平稳

有序供给。 

（六）需提供材料 

1.《广东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及信贷资金需求

表》（请向市发改、工信部门附后的联系人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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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贴息资金申请表》（请在

市财政局官网下载）。 

（七）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企业联系填写上述申报表后，向市发改、工信部门提交。

申报的同时可与已建立专项再贷款融资服务通道的银行机

构联系（附后）。请已提交材料 1 并已获得专项贷款的企业

填写材料 2 表格后，向市财政部门提交。 

1.市有关部门总协调人。 

市发展改革委，李先生，83123684，13560373949。 

市发展改革委，崔先生，83123680，18126789088。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郭先生，83123857，13570599476。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陈女士，83123826。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魏先生，83171677，13797027703。 

市财政局，赵女士，38923483，18813962986。 

2.已建立专项再贷款融资服务通道的市属法人银行机构

联系方式： 

广州银行总行公司金融部总经理邹健梅，13808827622。 

广州银行总行公司金融部经理陈志琦，13929555234。 

广州银行总行营业部公司金融部总经理助理罗枫，

13794414206。 

广 州 银 行 广 州 分 行 公 司 部 总 经 理 助 理 吴 颖 ，

13802917576。 

广州银行南沙分行公司金融部总经理王作权，

1861306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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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银行越秀支行行长崔敏锐，13609737633。 

广州银行天河支行行长文敏，18620205599。 

广州银行海珠支行行长曾涛，13802768158。 

广州银行荔湾支行行长刘莎，18922218828。 

广州银行白云支行行长严勇，13602280080。 

广州银行番禺支行行长林志贤，18688908068。 

广州银行开发区支行行长钱冰，13926076228。 

广州银行从化支行行长刘伯平，13602211767。 

广州银行增城支行行长杨梅，15820223888。 

广州银行花都支行行长徐碧如，13825008338。 

（八）办理时限：截止时间根据上级确定后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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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支持力度 

政策点：支持政策性银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引

导全国性商业银行在穗分支机构下沉服务重心 

（一）支持对象 

广州市内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中小微企

业。 

（二）支持方式 

自动享受。 

（三）支持内容 

指导广州地区上述两类银行机构通过制定专项金融服

务方案、安排专项信贷额度、开通绿色审批通道、给予特别

利率优惠等措施，加大对参与疫情防控和受疫情影响较大两

类中小微企业的精准信贷支持。 

（四）支持条件：无。 

（五）需提供材料：无。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魏先生，83171677。 

（七）办理时限：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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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鼓励小额贷款公司支持中小微企业 

政策点：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采用增加贷款额度、延长贷

款周期、缓收或减免息费等方式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

业 

（一）支持对象 

经审批设立的、注册地在广州市的小额贷款公司。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1.根据广东省《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实施细则，申

请放宽融资杠杆率至净资产 5 倍，单户贷款余额上限上调为

不超过注册资本的 5%且不超过 1000 万元。 

 2.申请在监管指标评定、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评选等

中加分。 

（四）支持条件： 

上述第一条的条件是监管指标优良。上述第二条的条件

是积极扶持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保就业、保增长等工

作落实较好。 

（五）需提供材料： 

1.申请放宽融资杠杆率、单户贷款余额上限的，依照广

东省《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实施细则，通过各区金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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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门提交材料。 

2.申请监管指标评定加分的，依照 2020 年度广东省监管

评级要求，通过各区金融工作部门提交材料。3.申请广州市

高层次金融人才评选加分的，依照 2020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

金融人才评选通知提交材料。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区级：各区金融工作部门。 

市级：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监管一处，陈女士，83171682。 

（七）办理时限：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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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鼓励典当行支持中小微企业 

政策点：鼓励典当行采用调高典当物评估价格、降低管

理费率，为续当客户提供简易业务通道，缓收或减免息费等

方式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 

（一）支持对象：经审批设立的、注册地在广州市的典

当行。 

（二）支持方式：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在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评选工作中

加分。 

（四）支持条件：积极扶持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

保就业、保增长等工作落实较好。 

（五）需提供材料：依照 2020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

人才评选通知提交材料。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市级：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监管一处，陈女士，83171682。 

（七）办理时限：依照 2020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

才评选通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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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鼓励融资担保公司支持中小微企业 

政策点：鼓励融资担保公司采用增加担保额度、延长担

保周期、减免融资担保（再担保）费用等方式帮助受疫情影

响的中小微企业。 

（一）支持对象：经审批设立的、注册地在广州市的融

资担保公司。 

（二）支持方式：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在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评选工作中

加分。 

（四）支持条件：积极扶持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保就业、保增长等工作落实较好。 

（五）需提供材料：依照 2020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

人才评选通知提交材料。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市级：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监管二处，郑女士，83171654。 

（七）办理时限：依照 2020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

才评选通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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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鼓励融资租赁公司支持中小微企业 

政策点：鼓励融资租赁公司办理疫情防控相关医疗设备

的融资租赁业务，鼓励予以缓收或减收相关租金和利息，提

供医疗设备租赁优质服务。鼓励融资租赁公司减免受疫情影

响的中小微企业相关租金和利息。 

（一）支持对象：经审批设立的、注册地在广州市的融

资租赁公司。 

（二）支持方式：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在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评选工作中

加分。 

（四）支持条件：积极办理疫情防控相关医疗设备的融

资租赁业务，扶持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保就业、保增长等工作落实较好。 

（五）需提供材料：依照 2020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

人才评选通知提交材料。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市级：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监管二处，郑女士，83171654。 

（七）办理时限：依照 2020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

才评选通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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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鼓励商业保理公司支持中小微企业 

政策点：鼓励商业保理公司采用延长保理融资期限、降

低保理融资利率、减免罚息等相关费用的方式帮助受疫情影

响的中小微企业 

（一）支持对象：经审批设立的、注册地在广州市的商

业保理公司。 

（二）支持方式：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在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评选工作中

加分。 

（四）支持条件：积极扶持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保就业、保增长等工作落实较好。 

（五）需提供材料：依照 2020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

人才评选通知提交材料。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市级：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监管二处，郑女士，83171654。 

（七）办理时限：依照 2020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

才评选通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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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降低融资担保费用 

政策点：市、区两级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应取消反担保

要求，对受影响的中小微企业担保费率较去年同期水平下调

1 个百分点，市融资再担保公司取消再担保收费，相关经费

由财政予以补助。 

（一）支持对象 

我市辖区内为我市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政策性

融资担保公司和再担保公司。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对 2020 年 2 月 1 日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降低广州

市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政策性担保公司对受疫情影响的中

小企业担保费率较去年同期水平下调 1 个百分点，广州市融

资再担保有限公司取消再担保收费，以上费用财政资金予以

全额补助。 

（四）支持条件 

1.在广州市设立登记，为广州市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

服务的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国有绝对控股）；为在广州市

设立登记，或在广州市依法设立分支机构的担保公司提供的

再担保服务的再担保公司； 

2.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应取消反担保（抵押、质押）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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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要求向国家工信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信息报送

系统报送相关财务信息及业务信息。 

（五）需提供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 2020 年 2 月 1 日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为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登记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

保服务情况、为在广州市设立登记，或在广州市依法设立分

支机构的担保公司提供的再担保服务情况，担保机构与上一

年相比降低担保费收费标准情况说明、担保机构与企业的担

保合同、担保费发票、银行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等材料。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受理部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处 

    联系方式：郭炳蔚， 联系电话：83123857 

（七）办理时限 

2020 年 5 月开始第一批申报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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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加强融资支持（广州银行） 

政策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应积极对接广州地区中小微

企业的融资需求，2020年计划新增中小微企业贷款 570亿元，

并全面下调新投放中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比去年同期利率整

体下调幅度不低于 10%。对与防疫工作直接相关的企业和受

疫情直接影响较大的企业，提供更加宽松的授信条件和利率

优惠。 

（一）支持对象 

1. 受疫情影响企业客户； 

2. 参与防疫的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的生产、运输和

销售的企业。 

（二）支持方式 

1. 防疫专项贷款、复工复产融资、贷款延期续贷、调整

还款方式、征信异议处理、线上金融服务平台等，可由银行

主动对接联系客户或企业联系我行申请。 

2. 手续费减免政策自动享受。 

（三）支持内容 

1. 对参与防疫的重点企业提供专项贷款，用于企业落实

卫生防疫、医药用品制造及采购、科研攻关、技术改造，以

及重要生活物资、菜篮子等业务的生产、运输及销售。专项

额度保障，优惠利率支持（符合条件企业贷款年利率不高于

3.15%，申请财政贴息后融资成本不高于 1.6%）。企业办理银

承、保函、信用证等融资手续费按现行收费标准 5 折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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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主动对接，T+0 需求响应。 

2. 专项信贷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融资需求，贷款期限 1-3

年，贷款利率在现有基础上下调 10%，同时免费提供现金管

理平台给企业使用。 

3. 提供一篮子专属信贷融资产品，“成长贷”、“医采贷”、

“连连贷”、“广济贷”等产品满足企业复工复产多样金融需求。 

4. 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还款的企业，可申请延期续贷和

调整还款方式，专人负责快速响应办理，做好续贷延期服务，

不盲目压贷、抽贷、断贷。 

5. 对因疫情防控客观因素影响，无法及时办理贷款延期

的正常类企业给予宽限期。宽限期内可免罚息和复利，按调

整后的还款安排报送信用记录，协助受困企业修复信用记

录。 

6. 协助受疫情影响企业结合实际情况对接融资担保公

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通过撮合服务为企业争

取最优惠费率。 

7. 为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减免账户管理费用，为防疫

企业提供外汇捐赠资金入账、跨境人民币结算、疫情防控相

关跨境融资等方面的手续便利。 

8.广州银行“惠E通”线上普惠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普

惠金融、科技金融两大线上产品超市；通过“粤信融”平台为企业提供

专属贷款产品，打通金融活水流向中小微企业“最后一公里”。 

（四）支持条件 

1. 申请企业注册地或实际经营地位于广东省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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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请企业管理和运作规范，有清晰的主营业务,未来发

展前景较好； 

3. 属于支持对象范围内企业； 

4. 银行要求的其他条件。 

（五）需提供材料 

1. 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财务资信证明文件等企业

基础证照； 

2. 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广州银行总行营业部公司金融部总经理助理  罗枫，

13794414206 

广州银行广州分行公司部总经理助理  吴颖，

13802917576 

广州银行南沙分行公司金融部总经理  王作权，

18613068595 

广州银行越秀支行行长 崔敏锐，13609737633 

广州银行天河支行行长 文敏，18620205599 

广州银行海珠支行行长 曾涛，13802768158 

广州银行荔湾支行行长 刘莎，18922218828 

广州银行白云支行行长 严勇，13602280080 

广州银行番禺支行行长 林志贤，18688908068 

广州银行开发区支行行长 钱冰，13926076228 

广州银行从化支行行长 刘伯平，13602211767 

广州银行增城支行行长 杨梅，1582022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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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银行花都支行行长 徐碧如，13825008338 

（七）办理时限 

授信业务方面需客户配合办理，T+0 需求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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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提高融资便利化（广州农商行） 

政策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应积极对接广州地区中小微

企业的融资需求，2020年计划新增中小微企业贷款 570亿元，

并全面下调新投放中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比去年同期利率整

体下调幅度不低于 10%。对与防疫工作直接相关的企业和受

疫情直接影响较大的企业，提供更加宽松的授信条件和利率

优惠。 

（一）支持对象 

1. 中小微型企业客户； 

2. 办理个人经营性贷款的个人客户； 

3. 餐饮、住宿、旅游、商贸、交通行业企业； 

4. 受疫情影响延期复工企业客户。 

（二）支持方式 

1. 授信业务方面 

（1）2 月 16 日前延期还款政策自动享受。 

（2）主动对接、联系客户，根据实际情况一户一策制

定帮扶方案，特事特办，采取绿色通道加急处理。 

银行借款利率需通过合同及借据约定，无法自动更改，

因此需要在客户配合的情况下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等方式生

效。 

2.  “援企战疫贷”产品申请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在线申

请。 

3. 存款延期及手续费减免政策自动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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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内容 

1. 对 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020 年 2 月 16 日期间到

期的受疫情影响的授信客户，还本付息日可宽限至 2 月 17 

日，客户在 2 月 17 日进行还款后，因延期还款产生的逾

期或不良征信记录可进行调整，期间产生的罚息可予以免

除。 

2. 对疫情期间到期的贷款，通过最简流程、最高效率、

最优方案给予客户转贷支持，积极运用展期、重组及连连贷

无还本续贷业务，切实减轻客户还款压力，帮助客户渡过暂

时性经营危机。 

3. 重点加大对医疗机构，医药、医疗器械、医护用品制

造和相关流通企业授信支持力度，实行特事特办、急事急办，

快速审批、快速放款。 

4. 全面下调贷款利率，2020 年内新发放的中小微型企

业贷款在原有利率水平基础上降低 10%，2020 年上半年新发

放的个人经营性贷款，餐饮、住宿、旅游、商贸、交通行业

企业贷款在原有利率水平基础上降低 10%。 

5. 对于受疫情影响延期复工企业将减收、缓收企业复工

延期时间内的利息。 

6.  2020 年 2 月 9 日（含）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含），

企业和个人客户到网点办理疫情防控业务的相关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向疫区捐款专户汇款的手续费、采购防疫物资的转

账或汇款手续费、大额提现手续费等费用）全部减免，客户

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渠道办理的各类转账和汇款



 27 

手续费全部减免。 

7. 推出“援企战疫贷”专项产品，包括“援企战疫·租金

贷”、“援企战疫·工资贷”、“援企战疫·应急贷”等细分产品，

专项用于包括支付在疫情防控及疫后恢复期的经营性租金

或员工工资（含社保、公积金的个人部分）及其他的应急流

动资金需求。 

（四）支持条件 

1. 近 3 年内无不诚信记录，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高

级管理人员无任何重大不良记录； 

2. 近 2 年内无因拖欠或克扣员工工资，被人社部门处理

达 3 次以上； 

3. 近 2 年内无故意拖欠租金被业主方起诉的情况； 

4. 属于受本次疫情影响的主要行业或地区客户； 

5. 银行要求的其它条件。 

（五）需提供材料 

1. 借款申请书； 

2. 借款人证照、财务报表等基本资料； 

3. 征信授权书； 

4. 银行要求的其他资料。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授信业务、手续费减免：广州农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管

理部 邱经理 13828469047 

“援企战疫贷”：广州农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管理部万经

理 18122359886，吴经理 1892219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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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时限 

在收到需求后 24 小时内完成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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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鼓励银行机构贯彻落实惠企措施 

政策点：对坚决贯彻落实各项惠企措施的银行机构予以

通报表扬和奖励 

（一）支持对象：广州地区各银行机构。 

（二）支持方式：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在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评选工作中

加分，以及按照后续上级确定的更多办法给予表彰奖励。 

（四）支持条件：坚决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金融

惠企的政策措施，积极扶持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保就业、保增长等工作落实较好。 

（五）需提供材料：依照 2020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

人才评选通知提交材料，以及按照后续上级确定的更多办法

申报。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魏先

生，83171677。 

（七）办理时限：依照 2020 年度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

才评选通知要求，以及按照后续上级确定的更多办法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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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延期补缴社会保险 

政策点：因受疫情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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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请延期至

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缴费，期间不加收滞纳金。 

（一）支持对象 

对因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失

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 

（二）支持方式 

自动享受。 

（三）支持内容 

对因受疫情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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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缴

费，期间不加收滞纳金，延长期间待遇正常享受，不影响参

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 

（四）支持条件 

无须支持条件，即可享受。 

（五）需提供材料 

无须办理申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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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 

政策点：阶段性调整我市失业保险浮动费率至 2020 年

12 月底，原缴费系数为 0.6 的下调为 0.4，原缴费系数为 0.8

的下调为 0.6。继续实施工伤保险浮动费率。 

（一）支持对象 

所有用人单位。 

（二）支持方式 

自动享受。 

（三）支持内容 

阶段性调整我市失业保险浮动费率至 2020 年 12 月底，

原缴费系数为 0.6 的下调为 0.4，原缴费系数为 0.8 的下调为

0.6。继续实施工伤保险浮动费率。 

（四）支持条件 

无须支持条件，即可享受。 

（五）需提供材料 

无须办理申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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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发放企业稳岗返还 

政策点：对符合不裁员少裁员等条件的参保企业，可返

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 

（一）支持对象 

符合申领条件的参保企业。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返还。 

（四）支持条件 

1.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和环保政策，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企业名单，且不属僵尸企业

中的关停企业和“技术落后、没有市场前景、生产恢复无望

的企业”； 

2.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在申请时已足额缴费 12 个月以

上； 

3.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我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中

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裁员率标准放宽到不高于

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2019 年度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控制目标为 5.5%）。对参保职工 30 人（含）以下

的企业，裁员率放宽到不超过参保职工总数的 20%。 

（五）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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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需在线确认《企业承诺书》，并如实填报申报表

信息，一般情况无需提供纸质材料及上传电子材料。 

2.若属于劳务派遣公司，需提供经单位盖章确认的协议

情况表和协议书文本。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各区社保经办机构 

全流程网办：广东政务服务网——办事指南——失业保

险稳岗补贴申领——在线办理。 

各区经办机构联系方式 

单位 地址 咨询电话 

越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德政中路龙腾里 10 号 020-83812448 

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 20 号 020-81806841 

海珠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 197号宏宇广场首、

二层（海珠区社保中心） 
020-34128245 

天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天河区软件路 13 号 4 楼天河区社保中心 020-37690355 

白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白云大道南 118 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020-26090986 

黄埔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黄埔区香雪三路 3 号政务服务中心

二楼 C 区 
020-82118456 

番禺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公室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平康路 48 号社保办 

（不收业务资料） 
020-84610909 

花都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公室 花都区公益路府西一号（社保办） 020-86969113 

南沙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中 15 号 204 室 

（不收业务资料） 
020-84987246 

增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景观大道北 7 号， 

区政务服务中心 B 区社保医保服务厅 

2054 综合科 

020-82642866 

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河滨南路 43 号 

从化社保中心 
020-8796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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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时限 

企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申请。社保经办机构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最终审核结果以市级各相关部门联合

复审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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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失业保险费返还 

政策点：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

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失业保险费返还政

策。（本内容按 2019 年政策进行解读，2020 年政策有待国

家和省进一步明确，届时另行通知） 

（一）支持对象 

符合条件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

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

保险费一年以上；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统筹地区城镇

登记失业率。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符合条件的，按企业上年度平均参保人数乘以 6 个月的

广州市失业保险金标准返还失业保险费，由失业保险基金列

支。 

（四）支持条件（支持对象具体条件）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企业，可申请认定为“受影响企业”： 

1.申请前连续两个自然季度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同比下降

均超过 15%； 

2.申请前连续两个自然季度出口额或进口额同比下降均

超过 15%。 

申请认定企业应承诺依法诚信经营，近三年内无重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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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违法行为，参加社会保险并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 

经认定为受影响企业后，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

失业保险费返还： 

1.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和环保政策，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企业名单，且不属僵尸企业

中的关停企业和“技术落后、没有市场前景、生产恢复无望

的企业”； 

2.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在申请时已足额缴费 12 个月以

上； 

3.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我市城镇登记失业率。 

4.与本企业 2018 年平均参保人数相比，申请失业保险费

返还时企业岗位流失率不超过 30%。 

（五）需提供材料 

申请受影响企业的认定：企业需填报并提交《受影响企

业申请表》 

申请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1）企业需在线确

认《企业承诺书》，并如实填报申报表信息；（2）提供与

本单位工会组织协商制定的稳定就业岗位措施（加盖单位公

章和工会公章）。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1.申请受影响企业的认定 

受理部门：我市各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单位 地址 电话 

越秀区 越秀区海珠北路 69 号二楼 81094492、8890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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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区 海珠区宝岗大道茶亭前 5 号之七   84399730 

荔湾区 荔湾区周门南路 20 号 81838297 

天河区 天河区软件路 13 号天河区政务服务中心 4 楼 A 区 37690371、37690372 

白云区 白云区白云大道南 118 号 36342509 

黄埔区 黄埔区香雪三路 3 号四楼 A 区 82554412 

南沙区 南沙区环市大道中 15 号 34684062、34689085 

从化区 从化区街口街河滨南路 42 号 87961451 

花都区 花都区新华街公园前路 15 号 86884533、86811651 

番禺区 番禺区市桥街平康路 48 号 84692963 

增城区 增城区荔城街挂绿路 25 号 
82720363、82733850、

82748523 

2.申请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 

各区社保经办机构 

全流程网办：广东政务服务网——办事指南——失业保

险稳岗补贴申领——在线办理。 

各区经办机构联系方式 

单位 地址 咨询电话 

越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德政中路龙腾里 10 号 020-83812448 

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 20 号 020-81806841 

海珠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 197号宏宇广场首、

二层（海珠区社保中心） 
020-34128245 

天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天河区软件路 13 号 4 楼天河区社保中心 020-37690355 

白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白云大道南 118 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020-2609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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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黄埔区香雪三路 3 号政务服务中心

二楼 C 区 
020-82118456 

番禺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公室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平康路 48 号社保办 

（不收业务资料） 
020-84610909 

花都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公室 花都区公益路府西一号（社保办） 020-86969113 

南沙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中 15 号 204 室 

（不收业务资料） 
020-84987246 

增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景观大道北 7 号， 

区政务服务中心 B 区社保医保服务厅 

2054 综合科 

020-82642866 

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河滨南路 43 号 

从化社保中心 
020-87965308 

 

（七）办理时限 

1.申请受影响企业的认定 

企业可在当年 12 月 31 日前提出申请，自受理企业申请

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2.申请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 

企业申请失业保险费返还后，社保经办机构在 5 个工作

日内完成初审，最终审核结果以市级各相关部门联合复审结

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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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延长社保待遇政策享受 

政策点：延长期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待遇

正常享受，不影响其参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 

（一）支持对象 

疫情期间用人单位、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工伤

保险待遇和失业保险待遇申领。 

（四）支持条件 

疫情期间用人单位、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 

（五）需提供材料 

办理提供材料不变，具体业务可查询广东政务服务网

（http://www.gdzwfw.gov.cn）。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各区社保经办机构或街镇政务服务中心，各区经办地址

和 联 系 方 式 ， 可 查 询 广 东 政 务 服 务 网

（http://www.gdzwfw.gov.cn）。 

（七）办理时限 

 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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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补办社会保险业务 

政策点：疫情期间用人单位未按时办理参保缴费登记、

申报缴款、待遇申领等业务的，允许其疫情结束后补办，延

长期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待遇正常享受，不影

响其参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补办应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

完成。 

（一）支持对象 

对因受疫情影响未按时办理参保缴费登记、申报缴款、

待遇申领等业务的用人单位。 

（二）支持方式 

自动享受 

（三）支持内容 

疫情期间用人单位未按时办理参保缴费登记、申报缴

款、待遇申领等业务的，允许其在疫情结束后补办。延长期

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待遇正常享受，不影响其

参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补办应在疫情解除后 3 个月内完成。 

（四）支持条件 

无须支持条件，即可享受。 

（五）需提供材料 

无须办理申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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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减免实体店国有物业租金 

政策点：对承租市属和区属国有企业物业用于线下商业

实体店经营的中小微企业，减免 2020 年 2 月份和 3 月份物

业租金（免租的承租户当前应无拖欠租金）。对于因疫情所

减免的租金，在国企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中予以剔除。 

（一）支持对象 

线下商业实体店经营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其它

确实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实体生产经营中小微市场主体；参与

“抗疫”相关的医疗生产经营企业、医院及研发机构等并有突

出贡献的单位。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1.坚持“精准帮扶、服务实体、能免尽免、依法合规”的

原则，对线下商业实体店经营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减免其所承租物业自2020 年2 月1 日至3 月31 日合同有

效期内租金。 

2.对于其它确受疫情冲击较大且合情合理的实体生产经

营业态的中小微承租户（如制造业产业园区、孵化器、众创

空间等）以及参与“抗疫”并有突出贡献的机构单位，各市属

国企应主动与相关承租户积极协商并制定“减、免、缓、送”

等多种租金减免方案进行精准帮扶，大力帮助其减少生产经

营期间的租金压力，尽可能最大程度支持实体中小微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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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发展。 

3.若承租户为中间转租方的需承诺同步对最终实际经营

承租人减免不低于其享受的租金减免幅度。 

（四）支持条件 

1.承租广州市属国企（一级集团）及其下属各级国有全

资、控股、实际控制企业位于广州市范围内权属物业的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2.物业租赁用途为：线下商业实体店经营；其它确受疫

情较大冲击且有合理依据的实体生产经营业态（如制造业产

业园区、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参与“抗疫”有关机构单位，

尤其是有突出贡献的应给予更大力支持减免租金。 

3.对违反契约精神或不配合政府“抗疫”的承租户不在租

金减免范围。主要包括：一是拖欠租金或违反物业租赁合同

约定而又不配合整改的承租户。拖欠租金的承租户是指在租

赁合同期内，截止到2019 年12 月因其自身原因蓄意欠租且

当前仍未缴清所欠租金的承租户；若当前已补交完毕所欠租

金的除外。二是不积极配合物业出租方和街道属区政府部门

的各项防疫工作，不认真落实租赁物业辖区防疫消毒卫生措

施或发生抗击防疫违规事件的承租户。 

4.对出租物业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外的，由各市属国企根

据所在地疫情影响情况，可参照物业所在地减免做法或此通

知要求给予租金减免。 

5.对控股、实际控制企业的租金减免，企业应加强与股

东的沟通联系，争取积极支持租金减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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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需提供材料 

1.由市属国企（一级集团）负责组织下属物业权属企业

（即合同所载物业出租方/甲方）结合租赁双方所签有效租赁

合同及内部管理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承租户（即合同所载承

租方/乙方）办理减免手续并予以核定。 

承租户需提供以下材料： 

（1）减免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包括承租人身份证明；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证明（按工信部门或《统计上大中

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国统字〔2017〕213 号）的标准认

定，为简便手续，可由承租方打印报税证明、人社参保证明、

工商营业执照等多种有效材料进行证明。 

（2）同步同幅度减免最终承租人租金的承诺书。若承

租户为中间转租方的需承诺同步对最终实际经营承租人减

免不低于其享受的租金减免幅度。 

（3）出租方受理过程中市属国企认为需要补充的其它

必要材料。 

2.具体办理流程为： 

（1）告知减免对象。权属物业出租方主动告知承租方

免租事项（包括减免范围、标准、办理程序、联系人及联系

方式、受理时间，需提交申请材料等），并摸查掌握各类受

疫情冲击的承租户（包括是否为中间转租方等情况），分类

形成减免清单台账。 

（2）申请材料受理。各企业以便捷高效形为原则，设

立受理通道，由承租户提供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疫情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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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人流集聚，可采取网络、信函等多种方式受理。 

（3）加快材料审核。各权属物业出租方根据市属国企

所制定方案（明确审批主体、内部程序、时限等），对承租

户所提交材料进行把关审查并上报市属国企（即一级集团）

最终审批。各企业应加强对租金减免行为的信息公开，并建

立对本企业不落实减免政策或不规范行为的举报渠道。 

（4）签订减免协议。对于经最终审核无异议的承租户

签订租金减免协议（若为中间转租方的应承诺同步同幅度减

免最终实际经营承租人）。对于不符合减免条件的承租户，

要及时告知并做好政策解释工作。（各市属国企集团可结合

自身内部管理规定和确保程序规范、可控的前提下进行便捷

优化）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由市属国企结合内部管理规定和租赁实际制定减免方

案，并组织下属物业权属企业按照高效便捷的原则，设立专

门受理通道办理；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原双方租赁合同所载

信息或径询合同所载物业出租方/甲方。 

（七）办理时限 

2020年3月31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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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奖励产业园区减免租金 

政策点：鼓励产业园区的业主单位和运营单位为承租的

中小微企业减免租金，对执行情况较好的视情况予以奖励。 

（一）支持对象 

在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间为承租的中小微企

业减免租金，与中小微企业直接签订租赁合同的产业园区业

主单位或运营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除外）。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1.租金累计减免 100 万元（含，下同）以上、150 万元

（不含，下同）以下的，给予一次性 40 万元奖励； 

2.租金累计减免 150 万元以上、200 万元以下的，给予

一次性 60 万元奖励； 

3.租金累计减免 200 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 80 万元奖

励。 

（四）支持条件 

1.租金减免合计 100 万元以上，其中属于《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4754-2017）中 B、C、D、I、M 类企业的减

免额度占比不低于 70%； 

2.减免的中小微企业数量不少于 10 家； 

3.纳入租金减免额度统计的企业为 2019 年 12 月 1 日前

已签订租赁合同，且具有 2019 年 12 月和 2020 年 1 月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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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记录的中小微企业。 

（五）需提供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申报主体工商营业执照、资金申报表、租

赁合同、租金收取发票等。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受理部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产业园区处 

联系方式：彭照雄， 联系电话：83123874 

（七）办理时限 

于 2020 年 3 月开展相关申报工作，4 月 20 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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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奖励科技孵化器减免租金 

政策点：鼓励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业主单位和运营单位为

承租的中小微企业减免租金，对执行情况较好的视情况予以

奖励。 

（一）支持对象 

纳入我市登记范围的，并在疫情期间（2020 年 2 月和 3

月）为中小微企业减免租金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1.在疫情期间（2020 年 2 月和 3 月），对减免租金金额

前 50 位且减免金额在 20 万元（含）以上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予以奖励，每家奖励 20 万元；对减免租金金额前 50 位且减

免金额在 5 万元（含）以上的众创空间予以奖励，每家奖励

5 万元。 

2.申报单位按申报指南（后续在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官方

网站发布）的有关要求，通过广州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

平台(http://sop.gzsi.gov.cn/，以下简称阳光政务平台)填报申

报书并提交有关申报材料，经组织单位推荐、市科技局组织

核实等程序后，符合条件的予以支持。    

（四）需提供材料。 

1.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减免企业租金奖励申报表； 

2.申报单位发布的租金减免通知（复印件或截图加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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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公章）； 

3.疫情期间减免本园区企业租金清单； 

4.涉及租金减免企业的租赁合同（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骑缝章； 

5.企业提供的租金减免情况证明及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加盖企业公章）。 

（五）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广州市科技项目评审中心受理窗口(广州市越秀区淘金

街 4 号一、二楼)。电话：83588281。 

（六）办理时限 

2020 年 6 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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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奖励专业批发市场减免租金 

政策点：对租用其他物业经营的，鼓励业主方为专业批

发市场开办方减免或降低租金，鼓励专业批发市场开办方对

中小微企业减免或降低租金。对执行情况较好的由市商务发

展专项资金给予重点扶持，并在今后的市场转型升级中加大

支持力度。 

（一）支持对象 

承租非国有物业的专业批发市场开办方。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对承租非国有物业的专业批发市场开办方，在疫情存续

期间对场内商户减免租金的，给予升级改造支持或相关补

贴。 

（四）支持条件 

1.承租非国有物业并与场内商户直接签订租赁合同。  

2.纳入租金减免额度统计的商户为 2019 年 12 月 1 日前

已签订租赁合同，且具有 2019 年 12 月和 2020 年 1 月租金

交纳记录的商户。 

3.对场内商户实施普惠性租金减免的。 

4.市场开办方开展市场升级改造的。 

（五）需要提供材料 

1.市场开办方的工商登记注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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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开办方申报奖励的申请书 

3.市场开办方对商户实施租金减免的证明材料（包括但

不限于市场开办方与商户签订的租金减免协议、商户与市场

开办方租约，市场开办方减免商户租金的公示证明材料） 

4.市场开办方升级改造项目的投资证明、贷款合同等材

料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受理，由市商务局统筹安排。  

（七）办理时限 

2020 年 5 月份组织开展相关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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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加大第三方电商平台支持力度 

政策点：鼓励外卖、实物商品等第三方电商平台在疫情

期间通过线上活动、直播补贴等为商户提供流量，降低商户

上线运营费用收取标准，通过补贴运费或者运费险降低商户

物流成本。对执行情况较好的电商平台，加大对其在城市配

送车辆通行证、冷藏配送证、通行费减免等方面支持力度。 

（一）支持对象 

外卖、实物商品等第三方电商平台。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1.增发城市配送车辆通行证、冷藏配送证； 

2.给予物流补贴。 

（四）支持条件 

1.外卖平台应符合如下条件：开通网上专区，为参加活

动的餐饮企业引流；降低广州地区中小微餐饮企业上线运营

费，进行补贴运费或者提供运费险；通过减免配送费等方式，

降低对餐饮企业的服务佣金，降低商户成本。 

2.实物商品电商平台应符合如下条件：在疫情期间通过

线上活动、直播补贴等为平台商户提供流量。降低商户上线

运营费用收取标准，通过补贴运费或者运费险降低商户物流

成本。 

以上措施执行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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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需提供材料 

1.外卖平台 

（1）平台企业注册证明。 

（2）开展减免费用活动的工作方案。 

（3）降广州地区中小微企业上线运营费收费证明。 

（4）补贴运费或者提供运费险财务证明。 

2.实物商品第三方电商平台 

（1）第三方电商平台企业注册证明。 

（2）线上活动方案、直播补贴方案、上线运营费用优

惠方案、补贴运费或者运费险方案。 

（3）降广州地区中小微企业上线运营费收费证明。 

（4）补贴运费或者提供运费险财务证明。 

（5）执行情况较好的证明：商户反馈情况及意见等。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市商务局，88902220、81098905、81070579 

（七）办理时限。 

2020 年 5 月起可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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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政策点：因受疫情影响，企业发生重大损失，生产经营

活动受到重大影响，且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

难的，可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 

（一）支持对象 

对因受疫情影响，发生重大损失，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重

大影响，且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企业。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1.对因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确有困难的，免征 2020 年 1 月至 3 月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 

2.对因疫情原因，导致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重大

影响发生重大损失且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

的疫情防治医疗机构、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交通运输、

餐饮、住宿、旅游、疫情期间减免物业租金的企业和专业批

发市场业主单位、疫情期间提供免费运营服务的第三方电商

平台及其他因疫情影响有关政策明确需扶持的行业等，除享

受免征 2020 年 1 月至 3 月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外，可

再向税务机关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 

（四）支持条件 

对因受疫情影响，发生重大损失，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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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且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 

（五）需提供材料 

适用支持内容中第 2 点的企业需提供以下资料： 

1.《纳税人减免税申请核准表》（通过“广东省电子税务

局”下载填写） 

2.纳税人减免税申请（需列明减免税依据、受疫情影响

情况、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的范围、期限、

数量、金额等） 

3.其他附送材料，如财务报表等。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主管税务机关，纳税人可通过广东省电子税务局和办税

服务厅申请。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拓展“非接触办税”，纳

税人可通过广东省电子税务局如实填写相关信息申请困难

减免，无须至办税服务厅现场办理。 

（七）办理时限 

优先考虑、快速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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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优先加快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 

政策点：加强有利于疫情防控的税费政策落实，以“特事

特办”方式帮助企业解决涉税费问题，优先加快办理增值税留

抵退税，切实缓解因疫情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支持对象 

符合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条件的纳税人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1.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允许退还的增量留

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12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2.部分先进制造业，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

税额×进项构成比例（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3 月底

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3.其他纳税人，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

×进项构成比例×60%（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3 月

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四）支持条件 

1.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制度，

符合以下条件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

留抵税额：（1）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六个（按

季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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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 50 万元；（2）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

者 B 级；（3）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

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4）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的；（5）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 

2.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部分先进

制造业纳税人，可以自 2019 年 7 月及以后纳税申报期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1）增量留抵税额大于

零；（2）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3）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情形；（4）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

两次及以上；（5）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

先征后返（退）政策。 

3.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

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

税额。 

（五）需提供材料 

《退（抵）税申请表》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广东省电子税务局或各办税服务厅 

（七）办理时限 

不存在增值税涉税风险疑点等的，税务机关自受理留抵

退税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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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疫情防控重要物资保障企业贷款贴息和技改奖

励 

政策点：加强对疫情防控重要物资保障企业的财政支

持。对疫情防控重要物资保障企业、生活必需品保障企业的

贷款予以贴息，提前复工复产的予以奖励，对通过购置生产

设备及车间改造升级辅助设备的技术改造予以资金支持。 

（一）贷款贴息补助 

1.支持对象 

我市辖区内疫情防控重要物资生产企业及其配套企业。 

    2.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3.支持内容 

对符合贴息条件的申报单位，对其 2020 年 2 月 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生的银行贷款（合同时间和实际

到账时间均应在此区间）实际发生利息的一定比例（原则上

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给予贷款贴息。 

4.支持条件 

列入国家、省、市有关名单的生产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

防护服、隔离服、医用及具有防护作用的民用口罩、医用隔

离眼罩/医用隔离面罩、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负压救护

车、消毒机、消杀用品、红外测温仪、智能监测检测系统和

相关药品等重要医用物资生产企业，以及生产上述物资所需

要的重要原辅料生产企业、重要设备制造企业和相关配套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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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5.需提供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基础材料，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

贷款到账记账凭证、原始凭证等，以及银行贷款、已支付利

息的记账凭证、原始凭证等有效凭证。 

6.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处 

联系方式：郭炳蔚， 联系电话：83123857 

7.办理时限 

前期接受企业或银行登记，下半年启动申报。 

（二）提前复工复产及技术改造一次性奖励 

1.支持对象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重要物资（包括红外测温

仪、口罩、防护服、医用手术衣、护目镜等）生产保障企业。 

2.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3.支持内容 

对在 1 月 23 日至 1 月 29 日期间提前复工复产的企业，

每家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对企业在 1 月 10 日至 2 月 29 日期间购置，且在 4 月 20

日前新安装使用生产设备及车间改造升级辅助设备，按设备

投资额的 50%给予一次性事后奖励。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已享受此类扶持的企业不重复享受。 

4.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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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 1 月 29 日印发的《广州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关于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重要物

资生产保障奖励资金申报的通知》的要求准备申报材料，经

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核查统一推荐。奖励资金申请按

照特事特办原则，设备投资额不设门槛，不需企业提前进行

项目备案及纳统。技术改造奖励涉及的设备投资额以实际形

成有效产能的设备购置发票核定，发票日期须在 1 月 10 日-2

月 29 日内。 

5.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受理部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投资与合作处 

联系方式：陈文， 联系电话：83123959 

6.办理时限 

提前复工复产奖励申报截止日期为 2 月 20 日，技术改

造奖励申报材料截止日期为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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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生活必需品保障企业贷款贴息 

政策点：对生活必需品保障企业的贷款予以贴息，提前

复工复产的予以奖励。 

（一）支持对象 

新冠肺炎防控生活必需品保障企业（包括经营生鲜产

品、冷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超市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城

市配送企业、冷藏配送企业、冷库企业等）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1.贷款贴息补助。对符合条件的生活必需品保障企业相

关贷款实际发生利息，给予一定比例的贴息补助。 

2.复工复产一次性奖励。对疫情期间一直正常营业或提

前复工复产的生活必需品保障企业进行奖励。 

（四）支持条件 

1.申请贷款贴息补贴条件。2020 年 2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发生的银行贷款（合同时间和实际到账时间均

应在此区间）。 

2.申请复工复产一次性奖励条件。主要对从 1 月 23 日广

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开始，在疫情期间正

常营业的生活必需品保障企业。 

（五）需提供材料 

1.申请贷款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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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2）企业贷款贴息申请书； 

（3）企业贷款合同书； 

（4）各区出具推荐公函； 

（5）列入国家、省、市有关名单的生活必需品保障企

业佐证等材料。 

（6）审核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2.申请复工复产一次性奖励 

（1）企业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2）企业复工复产一次性奖励申请书；  

（3）各区出具推荐公函； 

（4）区商务或税务部门出具的年营业额证明等材料。 

（5）审核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六）受理部门 

市商务局，81098002 

（七）办理时限 

2020 年 7 月份组织开展第一批申报工作，2020 年 12 月

31 日截止办理。 

（八）有关说明 

以上申报单位应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登记，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不属于“信用中国”网站受惩戒黑名单企业。

本工作指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具体操作按照广州市商务局

出台相关申报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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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中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补助 

政策点：市各项产业扶持专项资金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

支持力度，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在项目评审时可适当

放宽财务条件。 

（一）支持对象 

在我市登记注册，具有对外贸易经营资格的中小微企业

法人。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1.对中型企业（上年度出口额 1000 万美元至 5000 万美

元，以省发布的具体企业名单为准）投保“新兴国际市场政治

风险及附加订单风险”的，市级财政按其实际缴纳保费给予

20%的补助。 

2.对小微企业（上年度出口额 300 万美元（含）以下，

以省发布的具体企业名单为准）投保“小微企业出口信保专

项”的，市级财政按其实际缴纳保费给予 20%的补助。 

（四）支持条件 

1.企业自主向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具有出口信用保险

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已缴纳保费并

开展出口业务； 

2. 依据信用管理部门规定，企业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

戒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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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需提供材料 

1.中型企业专项保费申报材料： 

（1）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

事项申请表； 

（2）保单文件（复印件加盖保险公司公章）； 

（3）保险费全额发票（垫付、非垫付企业均须提供复

印件并加盖保险公司公章）； 

（4）中型企业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

保险事项申请汇总表（保险公司填写并加盖公章）； 

（5）其他相关的材料。 

2.小微企业专项保费申报材料： 

（1）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

事项申请表； 

（2）保单文件（复印件加盖保险公司公章）； 

（3）保险费全额发票（垫付、非垫付企业均须提供复

印件并加盖保险公司公章）； 

（4）小微企业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

保险事项申请汇总表（保险公司填写并加盖公章）； 

（5）其他相关的材料。 

如果是保费不由保险公司垫付的企业，还需提供： 

（1）保险费通知书（非垫付类企业提供第一页复印件

加盖投保企业公章）； 

（2）企业付款银行水单（非垫付类企业提供复印件加

盖投保企业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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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营业执照复印件（非垫付类企业提供）；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市商务局，88902201 

（七）办理时限 

2020 年上半年的投保项目由各相关保险公司在 2020 年

7 月申报，2020 年下半年的投保项目由各相关保险公司在

2021 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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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设立信用修复绿色通道 

政策点：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失信行为的企业，经有

关当事方认可，可暂不列入联合惩戒名单。 

（一）支持对象 

参与防疫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企

业，出现失信行为受到行政处罚，且相关失信信息已满足“信

用中国”网站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规定的最短公示期

限的。因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制售劣质医疗器材、非法经

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破坏疫情防控措施受到的行政处罚

除外。 

（二）支持方式 

申请支持 

（三）支持内容 

市信用办设立信用修复绿色通道，协调国家和省有关部

门快速审核、快速办理，协助企业加快完成信用修复。 

（四）支持条件 

企业按照《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绿色通道流程》提出

修复申请并提交佐证材料。市信用办通过“信用中国协同工作

平台”，协调加快国家、省、市三级信用修复进程。 

（五）需提供材料 

1.信用修复承诺书原件（须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 

2.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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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明材料（主要包括缴罚款收

据等）复印件（加盖公章）；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市发展改革委信用建设协调处 

联系人：廖伟，联系电话： 83125928、38828206 

“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七）办理时限 

自市信用办在“信用中国协同工作平台”收到企业信用修

复申请及佐证材料之日起，3 个工作日内完成修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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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绿色通道流程 

 

 

 

 

 

 

 

 

 

 

 

 

 

 

 

    1.本流程支持对象为参与防疫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运输和

销售的企业。 

2.本流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正常情况下的行政处罚信息修复流程，参照“信用中国”网站修

复指南执行。 

企业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并找到具体行政处罚

记录 

点击“在线修复申请” 

按照要求分别提交“信用修复承诺书原件”“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和

“已履行行政处罚相关证明材料” 

信用修复申请提交成功后，“信用中国”网站以短信形式发送修复进度

查询码 

市信用办在信用中国协同工作平台受理企业申请，协调省和国家相关

部门加快审批 

经“信用中国”网站审核通过后，撤销公示 

自申请材料提交成功之日起，3个工作日完成信用修复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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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信用修复承诺书 

“信用中国”网站： 

我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后四位：         /                  ，于      

年   月   日，被      省        市（区）         部门给予行

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为                。我单位在失信行

为发生后，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积极了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策

文件，主动修正和整改失信行为，并已依法依规及时、全面接受了处

罚。现提请对该条行政处罚信息进行信用修复。 

我单位郑重承诺：  

一、所提供资料均合法、真实、准确和有效； 

二、已按照行政处罚决定机关规定和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及

时、全面接受了处罚；  

三、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依法守信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 

四、自觉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 

五、若未遵守本承诺内容，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接

受处罚，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六、本《信用修复承诺书》同意向社会公开。 

  法人代表人：               （签字）  

                  单位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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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免费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 

政策点：对受疫情影响无法如期履行或不能履行国际贸

易合同的企业，为其免费开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 

（一）支持对象：中小微企业 

（二）支持方式：企业在线申请 

（三）支持内容：免费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 

（四）支持条件 

受疫情影响无法如期履行或不能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等

符合不可抗力情况条件的各类企业。 

（五）需提供材料 

1.企业所在地政府、机构出具的证明/公告； 

2.海陆空相关延运、延飞、取消等通知/证明； 

3.出口货物买卖合同、货物订舱协议、货运代理协议、

报关单等； 

4.办理不可抗力的申请书（办理该证的具体情况，详细

原因）； 

5.其他所能提供的材料。 

（六）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市贸促会法律事务部 

联系人：卢晓慧，联系电话： 87305356 

（七）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一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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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政策点：建立应急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对企业受疫情影

响造成的合同履行、劳资纠纷等开展专项法律服务。 

（一）支持对象 

中小微企业 

（二）支持方式 

自动享受 

（三）支持内容 

    1.汇编涉疫法律问答。撰写、汇编当前疫情防控时期与

中小微企业发展相关的法律问题解答、法律文章，以问答方

式、专栏文章等形式在“广州律协”微信公众号和广州市律师

协会网站（http://www.gzlawyer.org）发布；在“广州司法”“广

州普法”等微信平台发布矩阵及网站进行发布，并通过抖音

号、广州电视台法治频道等平台制播相关法律知识栏目，为

中小微企业遇到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 

    2.成立律师服务团。成立由 305 名各法律专业领域律师

组成的支持中小微企业律师服务团，中小微企业通过“广州律

协”微信公众号的“律·战疫”专栏获取涉疫情防控律师团专项

法律服务。服务团深入企业通过对顾问单位和困难中小微企

业以走访和电话询访的方式，了解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遇到

的困难，特别是合同履行、劳资纠纷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为

企业提出有针对性的法律意见。 

    3.提供优质公证法律服务。中小微企业搜索“智慧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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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在线申办 27 项“零跑腿”公证事项; 为需要办理因疫

情而发生的不可抗力事件公证提供快捷服务。 

    4.推出疫情应急法律服务平台。组织 1200 多名律师 24

小时在法律服务平台免费为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可能发生

的合同、融资、劳资、物业租赁等纠纷提供法律咨询，组织

30 名公证员为有需要的企业和企业主提供不可抗力事件、证

据保全公证办理等相关咨询和法律解答。中小微企业可通过

“广州微司法行政”小程序，点击“广州市司法局疫情应急法律

服务平台”进入咨询，或关注“广州司法行政”微信公众号，点

击底部菜单“战疫律师”进入咨询。 

    5.涉疫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指引。中小微企业可以通过“羊

城慧调解 ”微信小程序，寻求线上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全市调解组织主动深入企业开展涉企矛盾纠纷调解，引导劳

资之间、企业之间互相理解，共克时艰；组织人民调解专家

发挥法律特长，为企业提出涉疫合同履行、劳动争议等问题

的解决方案；分期制定“疫情防控期间人民调解工作指引”，

中小微企业可在“广州司法行政”微信公众号或广州市司法局

网站（http://sfj.gz.gov.cn/index2.html）信息公开栏下载。 

6.提供法律援助工作指引。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启动疫情

法律援助专项行动，引导法援申请人与企业以和解、调解方

式快速解决劳资纠纷；建立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法律援助

专项工作组，制定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法律援助事项业务

指引，可在“广州司法行政”微信公众号或“广州市法律援助”

小程序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