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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三水区
妇女发展规划和佛山市三水区儿童

发展规划的通知

三府〔2022〕18 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单位，中央、省、市驻三水单位：
现将《佛山市三水区妇女发展规划 (2021—2030 年 )》和《佛山市三水区儿童发展

规划 (2021—2030 年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
向区妇儿工委反映，联系电话：87786612。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
                                                                                                          2022 年 8 月 8 日

详情请登录佛山市三水区政府网 www�ss�gov�cn 政府信息公开栏目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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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关于认定2022年
全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和

先进教育工作者的决定

三府〔2022〕21 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单位：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勇担培育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
秉承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职业精神，勤勉敬业、认真工作，为我区教育事业改革和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展现了人民教
师的可贵品格。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社
会风尚，区政府决定对在我区教育教学工作中涌现出来的 400 名先进个人予以认定。

希望此次受嘉奖的同志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在新的起点
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希望广大教职工以受嘉奖的同志为榜样，与时俱进、勤勉敬业、
高效务实、勇于创新，奋力推动三水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附件：2022 年三水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和先进教育工作者名单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
                                                                                                   2022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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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三水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和先进教育工作者名单 
 

优秀教师（220名） 

姓 名 工作单位 姓 名 工作单位 

胡诗颖 三水区三水中学 梁静芝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禤任安 三水区三水中学 林胜春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周继昌 三水区三水中学 邓志剡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九小学 

曾雯靖 三水区三水中学 李艳瑶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九小学 

吴炜怡 三水区三水中学 黄文虎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九小学 

何  云 三水区三水中学 梁丽萍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 

麦小王 三水区三水中学 罗晓玲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 

陈国华 三水区华侨中学 胡玉玲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 

钱顺琼 三水区华侨中学 卢雪娴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 

李志全 三水区华侨中学 练钰霞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二小学 

潘英华 三水区华侨中学 张柳红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二小学 

李雪玲 三水区华侨中学 彭凤珊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二小学 

罗永合 三水区华侨中学 刘  萍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邓  涛 三水区华侨中学 陈爱华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刘晓梅 三水区华侨中学 陆翠冰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王文昭 三水区实验中学 戴顺玲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叶丽丽 三水区实验中学 梁迪荣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李功鸿 三水区实验中学 胡诗敏 三水区西南街道凤凰小学 

陆秀清 三水区实验中学 蔡可玲 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小学 

莫金庆 三水区实验中学 叶梅贞 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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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工作单位 姓 名 工作单位 

彭春香 三水区实验中学 吴丽君 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小学 

邓颖仪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陈  灿 三水区西南街道刘本章小学 

陈  娟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邓昭建 三水区西南街道南岸小学 

刘彩嫦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李健玲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小学 

霍静仪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李叫开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小学 

叶喜辉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梁慧莹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小学 

梁保康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陆燕飞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小学 

邓佩珊 三水区西南中学 罗佩珠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小学 

麦富安 三水区西南中学 林晓燕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李燕芳 三水区西南中学 欧健莹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梁淑英 三水区西南中学 李  静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刁向洋 三水区西南中学 李启均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赖凯婷 三水区第三中学 王  傲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林勇华 三水区第三中学 陈文杰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杨艳君 三水区第三中学 檀文玲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何雪飞 三水区第三中学 刘诗卉 三水区冠华小学 

蔡少媚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何伟仪 三水区冠华小学 

陈韵珊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齐卫平 三水区冠华小学 

胡颖娜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余海玲 三水区冠华小学 

梁敬贤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沈艳鹏 三水区育才学校 

郑雪桃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陈海苑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东江实验学校 

叶志华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周艳梅 三水区华鹏学校 

关志明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卢美群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彭建云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邓励敏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彭乐明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黄碧欣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李罗君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中学 王  琴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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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工作单位 姓 名 工作单位 

杨丽环 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中学 杨丽珊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李志伟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范  明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杨丽娅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陈碧珊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汪婷婷 三水区乐平中学 林  坛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邱燕红 三水区乐平中学 陆清霞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董文霞 三水区乐平中学 程春苗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宝月小学 

张素文 三水区乐平中学 杨  薇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宝月小学 

黄敏清 三水区乐平中学 李丽梅 三水区云东海街博文小学 

谢国深 三水区乐平中学 张  岚 三水区云东海街博文小学 

李观贺 三水区芦苞镇龙坡中学 蔡紫琪 三水区云东海街博文小学 

张红梅 三水区芦苞镇龙坡中学 邓学敏 三水区云东海街博文小学 

李丹凤 三水区芦苞镇龙坡中学 杜艳葵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下东鲁小学 

莫月华 三水区实验小学 何燕鸿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下东鲁小学 

陈燕燕 三水区实验小学 吴华洁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石湖洲星华学校 

李英皓 三水区实验小学 梁云葱 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林颖仪 三水区思贤小学 陆莹仪 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叶顺芬 三水区华侨中学附属小学 梁琼芳 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穆长敏 三水区启智学校 潘燕弟 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何秀仪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玉珍 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李增舟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惠珊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李少莲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邓素珍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杨冬梅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庆仪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杨会攀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吴坚华 三水区白坭镇岗头中心幼儿园 

李思华 三水区理工学校 叶林桢 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幼儿园 

张红梅 三水区理工学校 钟燕芹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李九生 三水区理工学校 卢艺敏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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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工作单位 姓 名 工作单位 

刘奕丽 三水区理工学校 李颖君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董祥四 三水区开放大学 巢威红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卢玉葵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罗美英 三水区乐平镇源潭小学 

卢敏婷 三水区新城幼儿园 陈用华 三水区乐平镇源潭小学 

李  健 
三水区教育发展中心 
（三水区教师发展中心） 冯雪萍 三水区乐平镇三江小学 

朱裕安 三水区教育发展中心 
（三水区教师发展中心） 

 

黄洁怡 三水区乐平镇三江小学 

李  静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邓金英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禤颖华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罗广满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蔡惠娟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黄  妤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黎春华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禤敏峰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朱艳秀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张艳红 三水区乐平镇保安小学 

邓友菘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何翠琼 三水区乐平镇保安小学 

杨彩英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实验校区 陈天丽 三水区乐平镇花蕾幼儿园 

邓婕飞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实验校区 

刘肖红 三水区乐平时代幼儿园 

翁晓茗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实验校区 谢彩霞 三水区乐平黄塘幼儿园 

邓少微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实验校区 林爱群 三水区乐平海佳幼儿园 

唐淑红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实验校区 杨怀思 三水区乐平海豚音伟才幼儿园 

钱巧茵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一小学 李思华 三水区翰苑实验幼儿园有限公司 

李淑枝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一小学 冯晓棋 三水区乐平镇湖湾幼儿园 

李理钿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刘  莉 三水区睿星实验幼儿园 

陆秀英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梁旭升 三水区乐平镇华星中英文学校 

邓健仪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梁彩仪 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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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工作单位 姓 名 工作单位 

邓小瑜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黎燕婷 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小学 

卢伟强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六小学 邓凤明 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小学 

邓梦瑾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六小学 刘肖娴 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小学 

陆思敏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七小学 黄小红 三水区芦苞镇朝阳幼儿园 

林健华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七小学 林凤贞 三水区芦苞镇瑞芳幼儿园 

徐小巧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七小学 蒋敏仪 三水区芦苞镇中心幼儿园 

谭凤梅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曾惠均 三水区芦苞镇教育指导中心 

谢艳英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陈钻带 三水区大塘镇中心小学 

王文清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林杰明 三水区大塘镇中心小学 

陈晓晖 三水区大塘镇永平小学 陈润雯 三水区大塘镇永平小学 

张  影 三水区大塘镇振华学校 刘添花 三水区南山镇迳口中心小学 

罗颖怡 三水区大塘镇中心幼儿园 陈淑敏 三水区南山镇迳口中心小学 

杨梅芬 三水区大塘镇永平幼儿园 周炜萍 三水区南山镇迳口中心小学 

曾琼湘 三水区大塘镇实验幼儿园 潘丽敏 三水区南山镇六和小学 

欧  婷 佛山市萌茵实验学校 罗伟强 三水区南山镇六和小学 

李  军 佛山市萌茵实验学校 邓建飞 三水区南山镇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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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班主任（100名） 

姓 名 工作单位 姓 名 工作单位 

王晓薇 三水区三水中学 陈小倩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 

麦俭婷 三水区三水中学 曹焕珍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二小学 

李小梅 三水区三水中学 纪容玲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二小学 

董满华 三水区华侨中学 梁婉婷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李惠芳 三水区华侨中学 李燕冰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陈丽容 三水区华侨中学 柯  燕 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小学 

刘喜钦 三水区华侨中学 梁小艳 三水区西南街道南岸小学 

何月娥 三水区实验中学 郑晓敏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小学 

张益钗 三水区实验中学 陈海云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小学 

黎艳芳 三水区实验中学 凤发玉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杨柳清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郭栋凌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柯净宜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覃梦林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李锦龙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谢  蓓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谭  娟 三水区西南中学 刘丽荣 三水区冠华小学 

孟  捷 三水区西南中学 毕少芳 三水区育才学校 

赵永石 三水区第三中学 陆玉娟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东江实验学校 

黄爱芬 三水区第三中学 周伶俐 三水区华鹏学校 

陈华芬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易宝球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陈  蕴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董惠娟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梁红环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韩文兰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宝月小学 

黄彩霞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邓肖慧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宝月小学 

何  易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中学 陈超贤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下东鲁小学 

庾健飞 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中学 卢应泉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下东鲁小学 

何幸开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谢伟清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南华学校 

麦燕瑜 三水区乐平中学 朱诗韵 三水区小哈佛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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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工作单位 姓 名 工作单位 

刘颖贤 三水区乐平中学 蔡雪方 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郭伟丽 三水区乐平中学 卢美珊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陆巧仪 三水区芦苞镇龙坡中学 邓丽敏 三水区白坭小英才幼儿园 

胡少媚 三水区实验小学 李绮楠 三水区白坭红星幼儿园 

陈艳君 三水区实验小学 杨丽贞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何沛霞 三水区华侨中学附属小学 谢团英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陈晓仪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曾妙欢 三水区乐平镇源潭小学 

潘庆华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梦霞 三水区乐平镇三江小学 

王卓峰 三水区理工学校 叶嘉敏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王家晓 三水区理工学校 罗洁红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甘婉红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蔡小杏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冼翠华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郭敏芳 三水区乐平镇保安小学 

吴  仪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范小娟 三水区乐平小星星实验幼儿园 

何秀静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方  纯 三水区南边小英杰幼儿园 

邓晓婷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张淑英 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小学 

梁雪飞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实验校区 胡丽开 三水区芦苞镇蔡边小学 

叶嘉新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一小学 侯海珍 三水区芦苞镇锦江伊萌幼儿园 

黄考仪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黄春花 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幼儿园 

何雁明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林杏凯 三水区大塘镇中心小学 

廖小玲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六小学 黄沛贞 三水区大塘镇中心小学 

莫结英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七小学 黄婉仪 三水区大塘镇永平小学 

谭碧霞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吴露莹 三水区大塘镇永平小学 

薛敏嫦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唐雪梅 三水区南山镇迳口中心小学 

潘自玲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九小学 张  丽 三水区南山镇六和小学 

陆凤霞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 李志光 三水区南山镇六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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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教育工作者（80名） 

姓 名 工作单位 姓 名 工作单位 

叶翠英 三水区三水中学 古飞霞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赖志成 三水区三水中学 刘月群 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小学 

蓝碧微 三水区三水中学 李良初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小学 

黄志泉 三水区华侨中学 冯  勇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禤洁媚 三水区华侨中学 龚金秀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劳婉仪 三水区华侨中学 李超城 佛山市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 

陈惠珍 三水区实验中学 王跃之 三水区冠华小学 

黄旭东 三水区实验中学 莫洁英 三水区育才学校 

钟永强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林浩良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东江实验学
校 

孙  平 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梁穗萍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梁  毅 三水区西南中学 邝远芬 三水区时代蓝湾幼儿园 

禤文斯 三水区西南中学 蓝巧玉 三水区招商越园幼儿园 

熊灵弟 三水区第三中学 唐玮芳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卢健勋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刘中义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宝月小学 

梁静明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邹汝欣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下东鲁小学 

朱杰文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周  欢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博文小学 

彭健聪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中学 陆广成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教育指导中心 

黎结群 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中学 梁敏芳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教育指导中心 

罗学振 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李颜芬 三水区白坭镇教育指导中心 

苏庆新 三水区乐平中学 陈江华 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叶结英 三水区乐平中学 李少兴 三水区白坭镇第二小学 

吴泳娥 三水区芦苞镇龙坡中学 麦芝妮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罗国群 三水区实验小学 梁健全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邝正安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  辉 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小学 

余银娣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杰英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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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工作单位 姓 名 工作单位 

卢燕华 三水区理工学校 李惠欢 三水区乐平镇南边小学 

李坚贞 三水区新城幼儿园 李桂林 三水区乐平镇保安小学 

邓影瑜 三水区西南街道教育指导中心 叶洁雯 三水区乐平镇齐家幼儿园 

谢  舒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胡肖君 三水区乐平镇蓝贝贝幼儿园 

李碧丹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林绮文 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小学 

李小妹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实验校区 何伟奇 三水区芦苞镇新乐丰小学 

蔡天民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吴礼华 三水区芦苞镇蔡边小学 

卢泽常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邱凤英 三水区大塘镇中心小学 

程少崧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罗锦秋 三水区大塘镇永平小学 

朱伟标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七小学 陈建好 三水区大塘镇教育指导中心 

彭爱珍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庾民强 三水区南山镇迳口中心小学 

邓永发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 巫伟强 三水区南山镇六和小学 

卢文泽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 卢海军 三水区南山镇教育指导中心 

陆菊芬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二小学 潘俊强 三水区教育发展中心 
（三水区教师发展中心） 

陆敏然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郭燕芬 三水区教育发展中心 
（三水区教师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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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单位：
《佛山市三水区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20-2035）》业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城管执法局反映，联系电话：
87911821。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8 日

详情请登录佛山市三水区政府网 www�ss�gov�cn 政府信息公开栏目查阅。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佛山市三水区环境卫生专项规划

（2020-2035）的通知
三府办〔202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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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单位，中央、省、市驻三水单位：
根据《广东省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有关要求，经区政府同意，决定废止《佛山

市三水区民办社会福利机构优惠资助试行办法》等 7 份政府规范性文件。凡被废止的
政府规范性文件，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附件：废止的佛山市三水区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29 日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废止
部分政府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三府办〔2022〕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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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废止的佛山市三水区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  号 

1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三水区

民办社会福利机构优惠资助试行办法的通知》 
三府办〔2013〕12号 

2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三水区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暂行办法、佛山市三水区政府向

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 

三府办〔2013〕28号 

3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三水区

人才分类认定暂行办法的通知》 
三府办〔2019〕15号 

4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三水区

人才公寓租赁管理办法的通知》 
三府办〔2019〕16号 

5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佛山市三水区

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 
三府办〔2016〕21号 

6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三水区

“互联网+先进制造”发展工业互联网扶持办法的通知》 
三府办〔2019〕12号 

7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三水区

促进财产保险业发展扶持办法（试行）的通知》 
三府办〔2019〕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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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单位：
《佛山市三水区“四上”企业培育工作方案（2021—2023 年）》，业经 2022 年 7 月 7

日第十七届 16 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经科局反映，联系电话：87755918。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31 日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
三水区“四上”企业培育工作方案

（2021—2023年）的通知

三府办〔2022〕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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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四上”企业培育工作方案
（2021—2023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1+9”工作部署，根据上级相关政策文件精神，进一步鼓
励、引导和支持我区中小微企业做大做强，不断壮大我区“四上”企业规模，推动行
业高质量发展，增强我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及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指示精神，
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全区加快
实施“四上”企业培育行动，扶持一批小微企业做优做强，培育一批“四上”企业并
及时动态纳入统计，全面准确反映我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成果。

（二）基本原则
一是企业为主，政府引导。坚持企业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愿和

选择，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落实综合支持激励措施，加大对“四上”企业培育
支持力度，鼓励小微企业做优做强，成长为“四上”企业。二是上下联动，形成合力。
通过区镇联动，部门互动，形成精准培育、动态管理的工作机制。三是优化服务，做
好保障。对小微企业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测，注重加强部门数据的比对分析，建立企业
升前、升中、升后的长效服务机制，做好统计跟进和相关政策服务，确保达到“四上”
标准的企业能够及时纳入统计。

（三）工作目标
1�2021—2023 年，全区“四上”企业新增 489 家、净增 329 家，其中 : 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新增 260 家、净增 130 家，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新增 103 家、净增 88 家，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新增 90 家、净增 75 家，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
企业新增 36 家、净增 36 家。

2�2021—2023 年，全区“个转企”企业新增 450 家。
二、统计标准、原则和方法

（一）划分标准
“四上”企业具体标准如下：

1� 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2� 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1）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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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位；（2）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
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

3� 规模以上服务业 :（1）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2）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三个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
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四个行业小类；（3）年营业收入 500 万
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两个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4� 有资质的建筑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1）有总承包、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
法人单位；（2）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二）统计原则
“四上”企业实行法人企业属地统计原则，即必须是在本区域内注册登记为独立法

人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中的工业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但视同企业法人），
在达到上述标准后才能按程序申报纳入统计范围，作为“四上”企业实施统计调查。

（三）企业培育库
凡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纳入“四上”企业及“个转企”培育库：
1� 工业企业：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1000 万元—2000 万元（不包含

2000 万元）。
2� 批零住餐业企业：批发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1000 万元—2000 万元（不包含 2000

万元）或年纳税额超 50 万元；零售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300 万元—500 万元（不包含
500万元）或年纳税额超 15万元；住宿餐饮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150万元—200万元（不
包含 200 万元）或年纳税额超 10 万元。

3� 服务业企业：主营收入 1500 万元—2000 万元（不包含 2000 万元）的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
个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企业；主营收入 700 万元—1000 万元（不包含 1000 万元）的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三个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
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四个行业小类企业；主营收入 300 万元—500
万元（不包含 500 万元）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两个门类，
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4� 建筑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已在工商注册但还没有取得资质等级的新企业，
或已有资质和项目但没有申请纳入统计范围的企业。

5� 个体工商户：依照《个体工商户条例》规定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从事
工商业经营的商事主体。

三、工作任务

（一）推进小微工业企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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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000 万元（含）以上小微工业企业和新投产投资超亿元项
目为重点培育对象，全面摸查小微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建立并滚动修编后备企业
培育库，并将当年新增（净增）预期目标任务并分解到各镇（街道）。加强部门联动，梳
理各级小升规扶持政策，有针对性进行现场宣传和解读，调动企业升规的积极性。加
强实地走访和企业调研，主动收集并帮助解决小微企业在升规前后面临的突出问题，
指导和督促达标企业按时登记入库。〔牵头单位：区经科局；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
统计局、区税务局、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二）推动“批零住餐”企业上限入库
对限额以下企业进行调查摸底，建立后备企业培育库，分类指导，重点培育。实

施粤菜师傅、夜间经济集聚区等系列工程，创新“促销费、扩内需”模式，加快打造 4
个美食集聚区、借助“长寿醋”“河鲜美食”等美食节庆、建设美食基地、擦亮美食品
牌等举措加大宣传力度，扶持相关行业做大做强。积极发挥《佛山市三水区推动批零
住餐业提质升级扶持办法》（三府办〔2021〕6 号文印发）的政策效应，强化部门协作，
积极通过入企宣传、上门指导等方式，做好“批零住餐”小微企业经营情况的调查核
实工作，滚动修编后备企业培育库，督促符合条件的企业入库。〔牵头单位：区市场监
管局、区经科局、区文广旅体局；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统计局、区税务局、各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

（三）鼓励服务业做大做强
优化完善统计监测体系，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数据应统尽统。全面摸底排查我区规

模以下服务业企业发展情况，把具有一定规模、符合产业政策、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列
入培育库进行重点培育和扶持，推动交通运输仓储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居
民服务、修理业等行业加快发展。积极指导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市场竞争，特别是
帮扶特色龙头企业创建品牌，打响品牌效应，带动和引领其他与之配套的链条企业健
康发展。加大对规上服务业培育和指导，做好规下服务业提质和升级，指导和督促符
合标准的规上服务业企业申请入库工作。〔牵头单位：区发展改革局；责任单位：区教
育局、区经科局、区财政局、区人力资源社保局、区住建水利局、区交通运输局、区
卫生健康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统计局、区税务局、各镇政府（街道办
事处）〕

（四）壮大建筑行业集群
及时掌握建筑业企业的发展状况，对已纳入区统计部门一套表系统的建筑业企业，

按季度上报建筑业产值数据。加强优质建筑企业的挖潜，促进建设行业上下游产业链
各关联企业合作，通过引进增量、培育存量，培育一批龙头企业，优化建设产业结构。
发挥《佛山市三水区促进建设企业发展扶持办法》（三府办〔2020〕11 号文印发）的政
策带动效应，借助财政资金、场地补贴、人才入学、融资上市等扶持措施推动企业在
主项资质、开拓市场、培育龙头企业、创建优质工程、人才等方面进行提升优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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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筛查符合条件而尚未入库的建筑业企业清单，并按清单逐一落实，做到应统尽统。〔
牵头单位：区住建水利局；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统计局、区税务局、各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

（五）多措并举推动“个转企”
支持个体工商户做大做强，不断优化我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市场主体结构。

有重点、分步骤对“个转企”对象进行引导培育，对具有潜力、成长良好的个体工商
户重点关注和帮扶，增强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的意愿和信心。〔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四、扶持措施

对在我区登记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021—2023 年期间达到“四上”企业标
准，并首次进入国家统计局统计联网直报名录库（以下简称名录库）的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给予资金扶持；
对在我区登记注册、2022—2023 年期间转型升级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或有限责
任公司的个体工商户给予资金扶持。

（一）对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给予 30 万元资金扶持，其中，在认定后的次年给予
15 万元扶持；下一年度企业仍在名录库中（第一次年度审批时新增在库，至下一年度
审批完成时仍然在库，由区统计局予以认定，下同），再给予 15 万元扶持。（牵头单位：
区经科局）

（二）对符合条件的批零住餐企业 , 按照《佛山市三水区推动批零住餐业提质升级
扶持办法》规定的条款给予资金扶持。（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三）对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给予 20 万元资金扶持，其中，在认定后的次年给予
10 万元扶持；下一年度企业仍在名录库中，再给予 10 万元扶持。（牵头单位：区发展
改革局）

（四）对符合条件的建筑业企业，按照《佛山市三水区促进建设企业发展扶持办法》
规定的条款给予扶持。（牵头单位：区住建水利局）
    （五）对 2022—2023 年期间转型升级为企业的个体工商户，在转企认定后次年给予一
次性 1�6 万元扶持。（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上述扶持资金由区、镇（街道）按税收分成比例共同承担，但本方案出台前已有规
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四上”企业培育牵头单位要结合上级部门的工作要求 ,
及时调整任务目标，落实培育工作举措，确保“四上”企业培育以及“个转企”工作
取得实效。

（二）加强资金保障。区财政局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四上”企业和“个转企”
资金扶持，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各牵头单位负责扶持资金的组织实施工作，
包括编制年度资金预算，制定资金申报流程，组织企业申报及资金兑现等，同时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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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工作。
（三）加强扶持培育。牵头单位负责建立后备企业培育库，加大对后备潜力企业的

培育，健全入库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企业点对点精准服务，宣传各级“四上”企业及“个
转企”扶持政策，引导企业加快入库步伐。

（四）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加大扶持政策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电视、
微信等媒介，以政策推送、在线解答等方式开展政策宣传服务，及时总结并宣传“四上”
培育和“个转企”工作的先进典型，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五）强化工作落实。区属有关部门、各镇（街道）要对照具体目标做好统筹安排，
部署落实相应工作，建立并健全工作责任制。

六、附则

本方案由区经科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2021—2023 年三水区“四上”企业及“个转企”预期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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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2023年三水区“四上”企业及 
“个转企”预期目标表 

单位：家 

年份 全区合计 

“四上”企业 

个体工商

户转企 四上 

小计 

规模以上 

工业 

限额以上

批零住 

餐业 

规模以上

服务业 

有资质的

建筑业企

业和房地

产开发经

营企业 

2021 
新增 315 165 90 37 27 11 150 

净增 106 106 45 28 22 11 / 

2022 
新增 317 167 90 34 31 12 150 

净增 114 114 45 31 26 12 / 

2023 
新增 307 157 80 32 32 13 150 

净增 109 109 40 29 27 13 / 

注：具体任务指标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执行，当年市下达的任务目标比区高按照

市的任务目标执行，市下达的任务目标比区低则按照区的任务目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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