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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不松劲 复工不误时·城事

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

珠海无新增确诊病例

金融惠企政策
为复工复产“供血”

广东新增 5 例澳门新增 4 例
本报讯（记者刘联）记者从
珠海市卫生健康局获悉，3 月 25
日 8 时 40 分，广东省卫生健康
委公布，
珠海市无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截至 3 月 24 日 24 时，我市
累计确诊病例 101 例，累计死亡
病例 1 例，累计出院 97 例，现有
在院病例 3 例，均为境外（英国）
输入病例。现有疑似病例 0
例。现有 18 名密切接触者正在
接受医学观察。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公布，3
月 24 日 0-24 时，全省新增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 5 例，分别为广州
4 例（英国、巴基斯坦、美国、智利
各输入 1 例）、深圳 1 例（英国输

入）。截至 24 日 24 时，全省累
计报告境外输入病例 81 例，境
外关联病例 1 例；
累计出院 4 例。
截至 3 月 24 日 24 时，全省
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433 例，
累计出院 1334 例，
累计
死亡 8 例。24 日新增出院 1 例。
在院的91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77 例）中，轻型 18 例，普通型 66
例，
重型0例，
危重型7例。
此外，
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应变协调中心 24 日晚表示，
澳门当天新增 1 例确诊病例；该
中心 25 日凌晨发布消息表示，
澳门新增 3 例输入性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病例。至此，
澳门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增至 29 例。

21 名黄冈务工人员及家属抵珠
休息一周检查健康后再回生产一线
珠海农商行的工作人员给客户办理金融业务。

“1+7”
稳增长
采写：
本报记者 廖明山 佘映薇
摄影：
本报记者 钟 凡

3 月 25 日，我市举行疫情防控工作现场发布活
动（金融工作专场），市金融工作局负责人深入解读
《珠海市关于金融支持复工复产促进经济平稳发展
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为“1+7”稳增长系列政策之
一，提出 19 条具体举措缓解疫情导致的企业资金压
力，为企业复工复产“供氧输血”。

设立 1 亿元复工复产专项资金
《若干措施》中提出，设
立规模为 1 亿元的复工复产
专项资金，从贴息、贴费、风
险分担三方面发力，短时期
内集中财政资源向中小微企
业提供多方位融资支持，解
决
“融资难”
“融资贵”
问题。
一是对疫情防控期间
珠海市法人银行向珠海中
小微企业新发放的贷款（含
展期），按照贷款合同签订

当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 50% ，给 予 企 业 3
个月、5 万元以内的利息补
贴；二是对疫情防控期间珠
海市内银行向疫情防控相
关企业和 5 月底前复工复产
中小微企业办理的票据贴
现 业 务 ，按 照 贴 现 费 用 的
50%，给予 5 万元以内的贴
现费用补贴；三是对今年 2
月至 9 月珠海融资担保机构

担保的珠海中小微企业贷
款融资和债券融资业务进
行再担保，当发生代偿时，
基金和担保公司分别按 5:5
的比例分摊风险。
“通过一连串政策
‘组合
拳’，我们预计将撬动约 75
亿元的银行融资，为最需要
资金的中小微企业纾难解
困。
”
珠海市金融工作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张成表示。

三类企业将获重点支持
《若干措施》明确重点支
持三类群体，包括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受疫情影响
较大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中
小微企业和复工复产中资金
需求量较大的企业，为其提
供
“点对点”
的高质量金融服
务。同时，
《若干措施》对我
市其他中小微企业、受疫情

影响人员也提供了专项支
持。
“《若干措施》规定，对参
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和受疫
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
人群，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
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揭、
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
排，
合理延后还款期限，
减轻

这一部分人群的还款压
力。
”张成介绍说。
有需要的中小微企业、
以及其他符合再贷款、再贴
现等金融惠企政策条件的企
业，可以通过珠海银行、融资
担保机构了解贷款、融资担
保的具体要求，并申请有关
政策支持。

充分保障政策落地见成效
政策发布后如何保障落
地见成效？
《若干措施》从地方政府
监督引导的角度，将金融支
持成效纳入评价要素，规定
了对不抽贷、不断贷、不压
贷，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的
市内银行机构，以及提供疫

情专项保险保障的市内保险
机构，将其成效作为往后一
年政银、政保业务合作的评
价要素。
此外，面对疫情导致上
市企业面临股价波动和经营
困难的双重风险，
《若干措
施》支持因疫情影响，
在股票

质押、公司债兑付、信息披露
等遇到困难的上市公司与监
管机构沟通协商制定针对性
措施，
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灵
活妥善调整企业信息披露、
债务偿付等监管、履约事项，
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资本市
场的负面影响。

黄冈务
工人员乘专
车抵珠。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记者廖明山 吴梓
昊）
“乘坐返岗专车既安全又便
捷，非常感谢组织方。
”
已在珠海
工作1年的夏先生高兴地说。24
日上午，
一辆从湖北黄冈开出的
返岗复工专车抵达珠海，
共接回
21 名务工人员及家属。珠海市
黄冈商会会长罗志华告诉记者，
这批人员在离鄂前均接受了健康
筛查，
持有湖北健康码
“绿码”
。
当天 8 时 10 分，21 名来自
黄冈的务工人员及家属乘专车
抵达市体育中心。下车时，每人
都要接受体温检测，并逐一进行
记录。罗志华表示，所有人员在

出发前都要量体温，
在车上每隔
4 小时也要量一次。
“ 他们回到
珠海还要先在家里休息一周，
经
过健康检查后再回到生产一
线。
”
罗志华说。
罗志华介绍，
返岗专车服务
除了做好全面消毒，
进行身份核
查、实名登记、体温检测外，
还严
格采取限座、分散就坐的方式，
乘客、驾驶员全程佩戴口罩。务
工人员通过返岗专车来珠，
有助
降低路途中发生感染的风险。
据了解，
这是在疫情防控期
间，
珠海市黄冈商会首次从黄冈
接回务工人员。

国外返珠后欲“逃离”集中隔离点

前山一对夫妻被拘留十日
本报讯（记者廖明山 吴梓
昊）记者从香洲公安分局了解
到，近日，一对夫妻从美国返回
珠海，
被集中隔离后企图强行离
开隔离点，被香洲警方依法处以
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
3 月 23 日晚，孙某某与闫
某某夫妻二人在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期间，擅自撕开酒店客房封
条，企图离开集中隔离安置酒
店，返回其二人位于前山街道春
晖社区权英豪苑小区的住处。
前山街道驻集中隔离点安置工
作组工作人员发现后，
对二人进
行耐心劝导、说服教育，二人不
但不听劝阻、拒绝改正，还辱骂
现场工作人员和辖区民警，给集

中隔离安置工作造成干扰。
据了解，
3月18日，
孙某某与
闫某某乘坐航班从美国飞往北
京，
3月20日从北京飞往广州，
并
从广州返回珠海。在广州，
孙某
某与闫某某已被珠海驻点广州的
工作人员多次告知当前珠海的疫
情防控政策，
要求从国外返回香
洲区的人员，
必须如实填报个人
资料，且需要到指定隔离点进行
医学观察14天，
相关费用自理。
3 月 24 日，香洲公安分局
依法对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
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
命令，
拒绝执行集中隔离的孙某
某与闫某某，
处以拘留十日的行
政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