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境外资金流入
本地市场投资
生态变化

相关链接本报讯（记者 徐世球 通
讯员 龚商）“如果你进入某个
创业园区创业，手头缺乏资金，
甚至没有一间合适的办公室用
于办理工商登记注册，那么可
以选择集群注册登记模式，挂
靠在创业园区的托管企业。”昨
日，市工商局登记注册科副科
长黄敏仪向记者介绍，市工商
局于 5月 30日印发《中山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企业集群注册登

记业务指引》（简称“指引”），正
式启动推行企业集群登记模
式，目前我市的民营科技园、伊
电园易创空间、中山市大学生
创业孵化基地等都符合集群注
册条件。

易创空间负责人表示，很
多初次创业者缺乏资金，也不
需要多大的办公面积，可能一
张办公桌就够用，这种情况便
可以选择集群注册模式，压缩

创业成本，降低创业风险，激活
市场活力。

黄敏仪介绍，这类登记注
册正是按照“一照多址”模式
进行的。此次集群注册是之前

“一址多照”的延伸和补充，截
至 2018 年 3 月底，我市申请

“一照多址”的企业有 446户，
申请“一址多照”的企业有
2359户。

降低创业创新成本 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我市正式推行企业集群注册登记模式
申请登记为集群企业必须

符合的条件
●具有法人资格。
●进驻经镇以上人民政府

（区管委会、办事处）或行政管理
部门批准设立的工业园、科技
园、产业园、孵化器、战略性新兴
产业基地等产业园（区）。

不在登记范围的行业
桑拿按摩、沐足、歌舞娱乐、酒

吧、游戏游艺、旅业、棋牌、餐饮服
务、医疗机构、危险化学品、学校、幼
儿园、培训机构、网吧、电镀、漂染、
印花、洗水、制革、造纸、电力生产、
垃圾处理、再生资源（废品）回收或
加工、放射性物品、民用爆炸物品、
烟花爆竹、企业住所托管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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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我市一天配送
量超过10万单

对于消费者来说，对穿着工
衣穿梭在街头巷尾的“外卖小
哥”一定非常熟悉，他们是即时
配送的重要组成力量。即时配送
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山市送哪儿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
健鸿表示，从 2015年开始，我市
的即时配送行业迎来了快速发
展期，目前有 20余家企业进入
这一领域，我市以平台配送为
主，包括美团、饿了么、宅急送
等，目前有从业人员超过 1 万
人，每天的配送量超过10万单。

黄健鸿表示，目前全国正迎
来即时配送的快速增长扩张期，
数据显示，2017年即时配送行业
用户规模达2.93亿人，相比上年
增长率达 26.8%。我市即时配送
的物品从刚开始的外卖逐渐拓
展到更多领域，目前有蔬菜、水
果、鲜花、蛋糕、礼品、生活用品
等，就在前不久，市中医院的中
药也开通即时配送渠道，送到市
民手中。

【问题】单纯求“快”引
发乱象

对于“外卖小哥”而言，平

台和用户衡量其服务质量的一
个重要指标就是速度。很多平
台对于商品送达的时间都有明
确的时间规定，比如半个小时
内送达。为了追求速度，超速行
驶、逆行、随意变道、闯红灯等
行为时有发生。送餐员小王告
诉记者，送外卖拼的就是速度，
每天高峰期只有午餐和晚餐的
4个小时，虽然也知道违规行驶
危险，“有时候还是抱着很大的
侥幸心理。”

不仅如此，进入物业小区、
大学、医院等公共场所后，因为
乱停乱放等问题，配送员也时常
与物管产生矛盾。

黄健鸿表示，一方面，行业
发展太快，即时配送企业在发展
中“各自为政”，加上部分“外卖
小哥”交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
导致交通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另
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快递行业
由邮政部门监管，但即时配送行
业并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客观
上不利于行业的规范管理。正是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形成
行业自律，中山有 7家即时配送
企业经过前期的筹备和探讨，成
立了中山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
协会即时配送专业委员会。

【做法】将尽快拟定行
业自律公约

中山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
协会秘书长周安明对记者表
示，面对行业发展出现的诸多
共性问题，单靠一个企业是无
法解决的，在协会的牵头下，协
会多次走访即时配送企业，了
解了行业的现状和需求，推动
成立了即时配送专业委员会。
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将积极落实
国家的法律法规，建立企业协
作机制，共同加强行业电动车
管理，为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的

环境。
黄健鸿认为，专业委员会

成立后，从规范行业发展出
发，将尽快拟定配送行业电动
车标准。包括：行车速度、整车
质量、统一颜色、统一车型等；
夜间充电安全方面，选择智能
充电设备避免夜间无人看管时
不间断的充电而有可能引发的
火灾；消防布控方面，配合消
防要求加装消防喷淋头，烟感
器，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
等。“我们目前正在商讨定制
行业统一的标识，在配送的车

辆和服装上使用，对配送员进
行登记，今后如果遇到配送员
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群众
可以拍照发给我们，我们将通
知企业处理，从源头上进行规
范。”黄健鸿表示。

此外，专业委员会还将牵
头制定和执行行规行约，实现
行业内部自我管理和自我约
束，并严格要求配送员提供规
范且优质的服务，在保证安全
的前提下准时送达，促进行业
整体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黄启艳

公 告
广州市惠盛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29日，你公司承接的“中山市石岐区第一城花园布线工程”位于祥

和楼第三幢二楼5―6梯平台发生一起一人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案件中，我局依法

作出处理，决定对你公司给予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元）的行政处罚。该

案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前期已依法送达，现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单位）(（中支）安监管罚〔2017〕11 号)以及《中山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No：

ZS01800007995）法律文书。处以罚款的，罚款应于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缴

至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中山市财政罚款专户，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

额的 3%加处罚款。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委员会或者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6个月内

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案件受理地址：中山市博爱六路12号中山

市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一楼东侧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大厅或者所在镇区（石岐、东区、

西区与南区除外）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行政复议案件受理点。﹚

请你单位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单位）

(（中 支）安 监 管 罚〔2017〕11 号) 以 及《中 山 市 非 税 收 入 罚 款 通 知 书》（No：

ZS01800007995）法律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地址：中山市石岐区民生路 38 号 联系人：陈锦洁、熊 建，联系电话：0760－

88391606﹚

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年 6月12日

2018年5月中山城区

自来水水质通告
广东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中山监测站

备注：标准依据《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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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即时配送日客单量达10万
行业发展比较粗放，近期已成立专业委员会推进行业自律

■进一步下行空间有限
上周是A股“入摩”后的首个

交易周，上证指数全周出现了
0.26%的跌幅。分析人士表示,上
周两市的下跌主要受到两方面
因素的影响，首先，近期市场情
绪较为低迷对A股整体构成了一
定拖累；其次，此前主动型资金
已提前进场完成配置，因而在

“入摩”后反应稍显平淡。
盘面上看，沪指全周先扬后

抑。周初盘面一路上扬，但终究
未敌低迷的市场氛围，伴随着周
四周五的回调，沪指整体收跌，
交易量未见活络。从沪指周K线
轨迹来看，周线上呈现出三连阴
的走势，虽险守 3000点上方，但
形势依旧相对严峻。

“入摩”后的首周，虽然盘面
上并未如投资者此前预期般出
现“开门红”，但正式纳入MSCI
对A股而言依旧意义重大。从其
他新兴市场被纳入MSCI的经验
来看，MSCI不仅带来境外资金
的中长期流入，而且还将带来本
地市场投资生态的变化，如机构
投资者占比提升、波动率和换手
率降低、社会责任投资加大等。
因而，正式“入摩”只是开始。

方正证券此前就曾强调，无

论是国内经济先行指标超预期，
还是6月影响市场的几个“靴子”
将逐个落地，市场环境有望逐步
改善，A股将“熬”过黎明前的黑
暗，跌出来的系统性机会远大于
结构性风险。

■分化中“瞄”向蓝筹
A股“走出去”和“引进来”步

伐同步提速，国际化进程稳步推
进，在这样的背景下，价值龙头
股、大盘蓝筹股的表现往往更
佳。

随着MSCI对部分A股建仓
完毕，北上资金显著流入中大蓝
筹，以上证 50及沪深 300为代表
的大蓝筹绝对估值仍具优势，但
短期来看继续拉升空间有限；反
观创业板，PE 一度仅处于历史
15%分位左右并随后迎来估值修
复，但短期创业板修复空间依旧

有限。随着一季度创业板的反弹
结束，截至目前 PE处于历史约
15.4%分位，空间不大。

虽然近来市场走势相对疲软，
但两市第一高价股的贵州茅台，却
依然受到市场各方的青睐。在这各
方力量中，外资无疑成为股价走高
的重要推手。有数据显示，6月以来
沪股通累计净买入贵州茅台近14
亿元。而且外资对贵州茅台的最新
持股比例已经突破7%，也创下了
历史新高。分析人士表示，以贵州
茅台为首的白酒股“入摩”后率
先创出新高，起到了非常好的带
头作用，将刺激板块内其他个股
走强。在A股板块轮动过程中，尤
其在大盘近期持续调整的过程
中，安全边际较高的消费股后市
有望成为“聪明”资金“抱团取
暖”的首选对象。

中国证券报

省级小微企业创业
创新示范基地认定

中山新入选3家
本报讯（记者 黄凡）6月11日，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新认定41个基地为“广东省小型微型企
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中山有3个基地入选。

中山入选的 3个基地分别为：中山市华
南现代中医药城发展有限公司的华南现代
中医药城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中山
市坦南创客园投资有限公司的坦南创客园；
中山市日升物业出租有限公司的中山市日
升创业孵化基地。

据悉，示范基地从公布起，有效期为 3
年。省级示范基地除了得到部门相关扶持，
示范基地本身也要求加强规范管理，完善公
共设施建设，提升运营发展能力，整合创业
创新资源，为创业企业和团队提供优质服
务，不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记者从市经信局了解到，中山增加 3个
基地入选后，中山目前拥有广东省小型微型
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总计10个。

国家健康产业基地
企业加快科技平台建设

新增两家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 通讯员 涂莉）国
家健康产业基地企业正通过科技平台建设助
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昨日从该基地获悉，
日前，该基地新增了中山百灵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中山市美捷时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两家
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该基地内现有高
企总数达 70家，占火炬区的 22.8%；并拥有 3
个省级创新团队、12家市级创新团队和12个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2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据介绍，中山百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
2004年落户国家健康基地，是一家致力于高
纯度动植物提取物、医药原料药、化妆品原料
及食品添加剂产品研发与生产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目前该公司累计申请专利36项，已授
权的有效专利数 13项，其中发明专利 13项，
全部来自企业技术中心，专利的实施为企业
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约2亿元。中山市美捷时包
装制品有限公司也是在 2004年落户该基地
的，是一家专业生产气雾剂阀门、按压泵和喷
雾泵等高端包装制品研发、制造及服务的高
新技术企业。目前具备年产气雾剂阀门60亿
套，分配泵及喷雾泵 20亿套，盖类产品 10亿
只的综合生产能力，是目前全球气雾剂阀门
行业最大的生产企业之一。

另据了解，日前由该基地内的中智药业集
团组建的中药破壁饮片工程实验室列入“第六
批省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公示名单内。

我市保险行业推
“线下理赔夜市”

未来还将落地“线上理赔夜
市”和“理赔午市”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简颖珊）6
月7日，记者从市保险行业协会获悉，本周开
始我市一保险公司正式推出“你下班我不下
班，理赔服务不打烊”理赔夜市服务，通过延
长工作日服务时间，为上班一族客户提供理
赔办理和咨询等贴心服务。

据悉，推出初期，该保险公司理赔夜市
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17:30-20:30，理赔中
心通过安排专人在柜台值班，为客户提供晚
间理赔咨询、单证收集、人伤调解等系列服
务，进一步解决上班一族客户下班理赔难、
咨询难的问题。

据了解，运行数天以来，市民消费者对
这样的服务表示欢迎，并希望能在时间上相
应延长。而这家保险公司的负责人也表示，
公司将根据“线下理赔夜市”试运行情况逐
步调整值班时间和人员安排，并持续加码理
赔服务供给，推动“线上理赔夜市”和“理赔
午市”尽快落地。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 通讯员 黄奋敏）记者昨日从市科技
局获悉，由中山市科学技术局、香港科技大学主办的“2018年香
港科大百万奖金（国际）创业大赛中山赛区”已启动报名。报名时
间为6月10日－26日，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团队登录大赛官网
（http://www.onemilliondollar.hk.cn）统一网上报名。

此次大赛旨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加快中山与香港科技合作交流。初赛时间
为 6月 27日－7月 3日，评审专家对参赛项目进行网络评
审，最后确认 12个参赛项目晋级中山赛区决赛。决赛分为
半决赛和决赛，采用现场答辩、当场亮分的评选方式，最终
确认5个参赛项目晋级8月份举办的全国总决赛。

此次大赛设有一、二、三等奖，优胜奖、电梯演讲奖、学
生团队奖共六大奖项，其中一等奖一名，奖金 25万元+奖
杯+证书。据介绍，此次大赛扶持政策诱人，获奖团队在中
山市注册企业后，可优先推荐给科创基金和科技银行等金
融机构，科技“孵化贷”贷款额度最高可达200万元。

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需求的不断升
级，极大地推动了即时配送行业的发展，目前中山即时配
送一天的客单量达到10万单（不包括快递行业，下同），从
业人员超过了1万人。然而，行业的快速化、粗放式发展也
随之出现了问题，比如“外卖小哥”的超速问题。记者从6
月8日举行的中山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即时配送专
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了解到，专业委员会将积极建立企
业协作机制，推动即时配送行业规范化发展。

外卖小哥的身影在城区街头随处可见。 本报记者 黎旭升 摄

“入摩”首周 A股波澜不惊
“入摩”首周，A股主要

指数分化，沪指微幅下跌。
分析人士表示，在近期

市场主线本就不甚明朗之
际，上周两市的震荡，一定
程度上为后市盘面平添了
几分不确定性，不过客观来
看，后市指数下行的空间已
较为有限，机会大于风险。

2018年香港科大百万奖金（国
际）创业大赛中山赛区启动报名

最高可获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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