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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虽
然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但位于
火炬区零壹共创孵化器内的泰
坦智能动力公司却没有“闲”下
来的感觉，一直忙碌地生产。“入
孵第一年销售收入只有 100多
万元，2018 年却实现了超千万
元，而且成为国内重点叉车公司
的客户。”1月10日，广东泰坦智
能动力有限公司总经理吉庆红
告诉记者，经过近两年的孵化，

公司已实现了快速发展。
泰坦智能动力公司只是零

壹共创孵化器内的明星企业之
一。据中山火炬零壹共创孵化器
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颂文介绍，孵
化器目前在孵企业 35家，累计
毕业企业 9家，成功引导泰坦智
能动力项目被上市公司兼并，叶
浪智能、博顿光电等项目成功获
得股权融资，并且引导科技贷款
对接入孵企业共约800万元。

零壹共创孵化器成立之初
便确定了走专业孵化器的路线，
并于2018年11月份成功通过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单位
认定。入孵企业中，22家企业已
申请并获得自主知识产权，占比
63%。

朱颂文介绍，去年零壹共
创孵化器专门针对高端装备制
造、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产业
有的放矢，积累了一批潜在的

培育客户。比如，该孵化器与基
金公司实现抱团发展，对已成
立及筹建中的基金项目资源进
行人盯人的跟踪。通过点亮资
本基金，其市内外已投项目筛
选，并围绕火炬区重点发展产
业的相结合，对叶浪智能（行为
识别视觉系统项目）、博顿光电
（射频离子源装备项目）、力子
机器人（AGV导航系统项目）等
进行招引落地。

去年该孵化器净增入孵企
业 14家，净增高企数量 4家。泰
坦智能动力就是其中的一家，该
公司专门研发生产 AGV（自动
导引运输车）、叉车两大类别的
智能充电设备，并已被上市公司
相中，今年将从孵化器毕业，并
入上市公司加快发展。“今年 1
月份已经签了近 400万元的合
同，预计全年要做到 3000-5000
万元。”吉庆红充满信心地说。

本报讯（记者 徐世球
通讯员 龚商）昨日上午，在
市行政服务中心A区开办企
业专区，广东钩玄工商代理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肖结莹通
过自助区的电脑登录“中山
市商事登记全程电子化智能
申报平台”，成功填报新登记
注册的企业资料。记者从市
工商局登记注册科获悉，该
平台上线试运行已有一个多
星期，目前表现平稳，登记注
册企业无需办理人员和股东
到场，即可实现全程电子化
操作，也不需要现场签名确
认，刷脸即可。

在市工商局登记注册科
工作人员的演示下，记者注
意到，申报流程清晰而简单。
登录“中山市商事登记全程
电子化智能申报平台”网页
——点击广东政务服务网
——在切换区域和部门栏切
换到中山市，即可找到开办

企业栏，然后逐步填写资料，
包括执照领取方式等，然后
进入“材料生成”，此时系统
会自动生成一个二维码，办
理人员将二维码发给新办企
业的法人、股东及高管，确认
无误后将进入刷脸环节，三
四秒钟即可完成，再将信息
反馈给办理人员进行业务提
交。正常情况下，15分钟可完
成该过程。

广东钩玄工商代理有限
公司是一家中介机构，主要为
各类企业提供税费申报、企
业登记注册和名称更改等各
类业务。其工作人员肖结莹
告诉记者，她经常到市行政
服务中心各部门办理相关业
务。“中山市商事登记全程电
子化智能申报平台流程顺
畅，步骤设置智能化，非常好
用，通过家中或办公室电脑
就可完成企业登记注册，真
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腿、群众

零跑路’的目标。”
市工商局登记注册科负

责人李庆华表示，去年 5月，
《中山市全面提升开办企业便
利度行动方案》全面实施，同
时相关开办企业综合平台开
始试运行，截至目前，行动方
案中的主要事项已基本完成。
考虑到和广东“开办企业一窗
受理”系统的兼容问题，中山
市开办企业综合平台目前暂
停使用，而最近上线的中山市
商事登记全程电子化智能申
报平台和广东“开办企业一窗
受理”系统可实现深度融合。
目前，中山市商事登记全程电
子化智能申报平台仍处于试
运行阶段，通过一段时间的试
运行，工商部门将不断寻找问
题，并进行调试，待平稳运行
后再向全市铺开，届时，商事
登记电子化进入全面实施阶
段，营业执照也可邮寄到指定
地址。

A股重现调整
两市成交萎缩

据新华社电 短暂反弹未能延续，10日A
股重现调整，不过主要股指跌幅都比较有
限。两市成交总量再度萎缩，降至 3200亿元
以下。

当日上证综指以2543.85点小幅低开，全天
围绕前一交易日收盘点位窄幅震荡。盘中沪指摸
高2551.83点，探低2531.66点，收盘报2535.10
点，较前一交易日跌9.24点，跌幅为0.36%。

深证成指收盘报7428.61点，跌19.32点，跌
幅为0.26%。创业板指数跌0.28%至1258.99点，
中小板指数表现略好，跌0.16%至4838.24点。

伴随股指下行，沪深两市2100多只交易
品种告跌。不计算ST个股，两市近50只个股
涨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收跌，券商、铁路、生物
科技等板块表现较弱，跌幅超过 1%。上涨板
块中，半导体、通信设备、电气设备涨幅在1%
以上。

沪深B指涨跌互现。上证B指跌0.16%至
275.48点，深证B指涨0.23%至861.94点。

沪深两市重回缩量态势，分别成交 1327
亿元和1807亿元，总量降至3200亿元以下。

去年全国CPI
同比上涨2.1%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数
据，2018年 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1.9%，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
百分点；2018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同比上涨2.1%。

12月份，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
价格同比七涨一降。12月份，食品烟酒价格
同比上涨 2.4%，影响CPI上涨约 0.72个百分
点。其中，鲜果价格同比上涨9.4%，禽肉类价
格上涨 5.4%，鲜菜价格上涨 4.2%，畜肉类价
格上涨0.8%，鸡蛋价格下降1.4%。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其中，
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居住价格分别
上涨 2.5%、2.3%和 2.2%，其他用品和服务、衣
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6%、
1.5%和1.4%；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0.7%。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2018年12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9%；全
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3.5%。

随着中山市商事登记全程电子化智能申报平台试运行，我市营商环境
进一步优化。 本报记者 黎旭升 摄

注册登记电子化 网上刷脸可签名
中山市商事登记全程电子化智能申报平台试运行

火炬区零壹共创孵化器让企业“温暖”成长

超六成入孵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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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泸州两地展
现慈善大爱精神

近几年，中山市泸州商会在
中山民间最出名的是该商会成
立的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在中珠
江三地打工的泸州籍乡亲维权。
其实，该商会的慈善公益事业也
赢得越来越多社会各界人士赞
誉。

2018年12月6日，该商会第
二届第六次理事会决定，该商会
继续参与泸州市栋梁工程扶贫
助学公益活动，按照每个贫困大
学生资助五千元的标准，会长邓
明超率先自掏腰包捐出 2万元
负责支助 4名泸州家乡贫困大
学生。其它理事会成员纷纷慷慨
解囊，短短半个小时共筹集到捐
款17.5万元。于是便有了本文开
头的那一幕。值得一提的是，该
商会已于 2018年 8月向泸州市

“栋梁工程捐资助学”活动捐赠
10万元、帮助 20名贫困学生圆
大学梦。

该商会不少会员在沙溪镇
创业投资，会员们视中山沙溪镇
为自己的第二故乡。2018年 2月
春节前夕，该商会对沙溪镇象角
村 57户特困户和贫困学生家庭
开展献爱心活动，共向象角村捐
赠 20万元，为 53户贫困家庭分
发价值 55000元的慰问品，向 5
位 80岁以上困难老人每人发放
3000元慰问金，向 17位家庭困
难学生每人发放 4000 元助学
金，向 31户困难家庭每户发放
2000元慰问金。

据统计，中山市泸州商会成
立近 7年来，积极参与中山市和
家乡泸州市的各种扶贫攻坚、慈
善助学活动，会员企业家们先后
为扶贫济困和“栋梁工程”公益

事业捐资 770多万元，让近 200
名高中毕业生圆了大学梦。

■致富不忘帮助家乡
发展经济建设

该商会在日常开展会员企
业走访活动中发现，随着东部沿
海城市的人工、土地等资源要素
成本不断上涨，传统制造业利润
越来越微薄，于是，该商会千方
百计为企业寻找开拓市场的新
机遇。2017年，泸州市相关部门
来该商会招商引资，该商会进行
综合调研分析之后，大力支持相
关行业的会员投资家乡，至今已
有 2家会员企业在家乡投资建
厂。该商会副会长胡在英就是其
中之一。

胡在英于 1990年从泸县农
村来中山市一家制衣企业打工，
17年的打工经历让她成为制衣

业行家里手。2006年，她创建中
山市三生制衣有限公司，成功迈
出自主创业第一步，2013年创建

“中山市白桦电子有限公司”，从
一个农村姑娘成长为该商会成
功的女企业家之一。

2017年 6月，泸州市相关部
门来该商会招商引资，她与商会
领导认真分析投资家乡制衣业
的优势，决定为家乡经济发展奉
献微薄之力。她筹措资金 100多
万元于2017年12月在家乡注册
成立“泸州市春晖制衣有限公

司”，工厂当月投产。目前，该公
司拥有生产车间2000多平米，在
当地招收员工 220人，生产冲锋
衣、棉衣、夹克、羽绒服、防晒服
等产品，产品已远销美国、加拿
大、芬兰、瑞士等国家，2018年实
现产值近 800万美元。她不仅为
家乡解决了 200多人的就业，而
且让每个员工月收入近5000元，
创税近100万元/年。胡在英投资
家乡之举受到家乡群众的赞扬。

文/图 本报记者 黄标
通讯员 冯泽梅

中山照协、古镇商会
组织会员参加2019年古
镇镇慈善万人行

捐款245万多元
本报讯 2019年新年伊始，一年一度的

古镇镇慈善盛典“古镇镇 2019年慈善万人
行”在该镇体育馆广场举行。中山市照明电
器行业协会、中山市古镇镇工商联（商会）组
织近 150人的会员方队参加了巡游活动，并
向慈善会捐赠善款2458480元。

据了解，一直以来，中山市照明电器行
业协会、中山市古镇镇工商联（商会）都积极
发动、鼓励会员企业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
业。2018年度，中山市照明电器行业协会、中
山市古镇镇工商联（商会）组织、发动会员企
业共捐出 5023480元善款，用于敬老、助医、
助学、助残等公益慈善项目，其中最多一笔
是 2180000元，由常务副主席单位广东百佳
百特实业有限公司捐助，用于购买消防机械
人、重阳敬老及扶贫助学。（蔡伟强 蔡泳燕）

本报讯（记者 黄标）日前，
中山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在城
区举行换届选举大会，广东省中
山丝绸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关天计获推选连
任该协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关
天计在就职仪式上表示，中山是
国内重要的纺织服装生产基地，
纺织服装行业是中山市支柱产
业之一，他将带领协会新一届理
事会成员全力服务会员企业，聚

力搭建平台，力推中山市纺织服
装产业的发展和提升。

近年来，受多种不利因素
影响，中山市纺织生产企业遇
到各种困难。但该协会带领会
员企业秉承诚信和担当原则，
在不断创新中寻求发展。该协
会第四届理事会自 2012年就职
以来，千方百计为会员企业开
拓海外市场创造机会，比如，借
中山每年举办的招商引资·招

才引智洽谈会之机，联合印度
尼西亚、泰国、巴基斯坦、斯里
兰卡这四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举
办经贸投资推介会，推动会员
企业“走出去”开拓东盟新兴市
场；联手广东省纺织协会共同
举办“纽约国际服装采购展
（APP）暨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
展览会”，为会员企业在美国市
场的专业买家提供“一站式”集
约高效的国际采购平台。

为了让会员企业学会运用
知识产权保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该协会多次邀请拱北海关
法规处来中山讲授相关知识产
权保护政策及解答企业疑问；
为了让纺织服装企业了解进出
口产品的质量检验过程，该协
会联合中山出入境检验检疫部
门举办“走进检验检疫”实验室
开放日活动，增进企业与检验
检疫部门的交流与沟通。从

2014 年开始，该协会多次举办
互联网电商代运营及培训服务
讲座，为会员企业提供与网商
对接合作的平台机会，推动会
员企业拓展电子商务渠道。目
前，天猫、凡客诚品等国内知名
电商已与通伟、广弘等大批会员
企业结成合作关系。据统计，该
协会近几年来已举办 41场业务
交流培训讲座，3200多名会员企
业代表受益。

民众镇政府与镇工
商联召开政企座谈会

倾听民企心声
破解发展难题

本报讯 1月 8日下午，民众镇政府与镇
工商联召开2019年政企座谈会，听取该镇民
营企业家介绍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以及对民众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
意见与建议，该镇工商联（商会）60多家企业
代表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民众镇工商联（商会）秘书长
汇报该商会秘书处 2018年会走访企业调研
的情况，重点汇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内容包括有加快闲置用地（厂
房）的处置、支持休闲农业发展、加强政策宣
传、解决招工困难、提升园区配套建设以及
吸引人才就业等。多位企业代表也现场提出
了自身企业的困难和问题，该镇有关职能部
门对上述问题给予现场解答。该镇工商联主
席（商会会长）张燕航建议政府多实施鼓励
政策，加快镇内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黄标 钟民众）

勇担社会责任 助力精准扶贫
中山市泸州商会成立以来为公益事业共捐资770多万元

该商会到沙溪镇象角村给困难老人发放慰问金。

中山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
换届，关天计连任新一届会长 力推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1月6日，中山市泸州商会第二届第五次会员大会上举行“泸州市栋梁工程扶贫助学公益活动”捐
款仪式,在数百名会员和乡亲共同见证下，该商会会长邓明超代表商会向四川省扶贫基金会泸州分会捐
款17.5万元；四川省扶贫基金会泸州分会秘书长彭文富代表泸州市政府宣读表彰中山市泸州商会获
“栋梁工程捐资助学”先进单位等文件；率泸州市慰问团到中山慰问泸州籍外出务工人员的泸州市委副
秘书长张兴友，在会上高度评价该商会为推动中山泸州两地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做出新贡献。

中山市泸州商会理事长田兴华对记者感慨：“当年300多万川军出川抗战，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
的故事，彰显巴蜀儿女的团结、正义、敢担当的优秀品格。如今在中山创业发展的泸州籍企业家，当然也
不会忘记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