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挂 失
房屋产权人李加卫(共有人王

淑华)，持有的坐落于淄川区淄城镇
三里村，建筑面积31 . 5平方米，房屋
共有权证号为04-0024428，声明遗
失。

房屋产权人王淑华(共有人李
加卫)持有的坐落于淄川区松龄街
道三里村社区，建筑面积66 . 68平方
米14 . 55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
0 4 - 1 0 0 8 0 4 0 ，共有权证号G 0 4 -
1002011，声明遗失。

本报7月5日讯(记者 刘晓)

近日，淄博市下发《关于建立淄
博市天使投资基金小微企业项目
库的通知》，拟建立天使投资基金
(以下称天使基金)小微企业项目
库，基金重点投资于各类初创期
科技型、创新型小微企业，并引导
基金对入库企业进行重点扶持。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全民创
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愿景”，这
意味着，全民创业将成为经济发
展的新常态。日前，科技型、创
新型的小微企业渐渐成为创业
创新中较为活跃的群体。然而，
该类企业往往存在投资短板、风
险系数高等问题，少有风险投资
及银行等商业资本抛出橄榄枝，
造成大量初创期科技型、创新型
小微企业因资金掣肘难以发展
壮大。

据悉，基金投资范围包括淄
博市境内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大学科技园、留学生创业园等
的种子期或初创期科技型、创新
型小微企业等。

入孵小微企业须符合主要发
起人应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者
创新商业模式的个人，包括海外
留学归国人员、全日制大学专科
以上学历的在校生、5年以内毕业
生及其他科技人员等；知识产权
权属清晰；有完整的创业计划。基
金投资支持的在孵小微企业须符
合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原则上成
立时间不超过3年；具有大专以上
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
例达到30%以上，从事研究开发
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0%以
上；每年用于高新技术研发的经
费占销售额的5%以上；企业运作
较规范。

种子期、初创期企业不同阶段
认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种子期企业应为尚未正式发起
设立或成立时间不超过1年(以工商
登记日期为准，下同)；企业主要技
术还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形成销售；
或者企业有产品试销，尚未形成成
熟的盈利模式；或者企业有产品销
售，但收入少于支出，尚未盈利。

初创期企业应为企业成立时间
在1年以上但不超过3年；企业在技
术创新及商业模式创新上特色明
显，有一定的业绩；或者企业已有稳
定盈利模式，开始由研发中试阶段
向批量生产及销售发展。

本报记者 刘晓

本报7月5日讯 (记者
臧振 ) 近日，淄博市出台
了“工业企业50强”和“创新
型高成长企业50强”培育支
持办法，将从要素支持、重
点项目建设、营商环境等方
面，进一步扶持创新型、高
成长企业的发展。

淄博市将集成全市政
策、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
资源，对“双50强企业”予以
重点支持，全面享受市内用

于扶持工业发展的各项优
惠政策。各金融机构要将

“双50强企业”列入重点扶
持名录，实行信贷倾斜政
策。市、区转贷应急资金、担
保基金优先安排“工业企业
50强”使用。

支持“工业企业50强”
科学谋划企业转型升级的
短期措施和长远战略，鼓励
聘请国内外知名咨询机构，
开展咨询诊断，对聘请国际

知名咨询机构策划发展规
划、开展管理咨询诊断的，
给予一次性不超过5 0万元
的补贴。

以成长性为标准 ,支持
“创新型高成长企业50强”
扩张规模。对上年主营业务
收入、利润、地方税收留成
增幅三项指标均超过全市
平均水平1 0个百分点及以
上的企业，按照增长幅度，
给予50-100万元扶持奖励。

本报7月5日讯(记者 刘晓)

近日，淄博市工商局开始对《进
一步放宽名称登记条件促进名称
登记便利化的实施意见(试行)》和

《淄博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
见，时间截止到7月8日。

《意见(试行)》对企业名称
登记条件进一步放宽。放宽“近
似”名称登记，实行一般字号名
称核准不重名原则。企业申请登
记的名称，只要其字号不与登记
主管机关辖区内核准或者已登
记的(简称已核准，下同)同行业
或无行业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相
同的，均允许使用。

企业申请的名称与已核准
的同行业或无行业企业名称中
的字号读音相同，但字形、字义
不同的允许使用。企业名称包含
已核准的同行业或无行业企业
名称中的字号，但明显具有独立
含义、不会造成公众误认的均允
许使用。非公司制企业转型升级
为公司的，只要原名称中的字号
和行业用语与已登记企业名称
不重、主要出资人不变，在原企
业办理注销登记的前提下，新公
司可以保留使用原名称中的字
号和行业用语,也可直接在原名
称后缀“有限公司”、“股份有限
公司”字样。

本报7月5日讯(记者 刘晓) 随
着“三伏天”越来越近，气温将逐渐出
现几个小高峰。淄博气象台预计，未
来一周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也
将逐渐升高至33℃左右。

本周二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小
暑节气，太阳到达黄经105°。小暑开
始，江淮流域梅雨先后结束，东部淮
河、秦岭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区开始了
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雨季，降水明
显增加，且雨量比较集中；华南、西
南、青藏高原也处于来自印度洋和我
国南海的西南季风雨季中；而长江中
下游地区则一般为副热带高压控制
下的高温少雨天气。

“未来一周，淄博天气还是以晴
到多云为主，气温开始回升。对我国
来说，台风活动逐渐频繁，所以未来
一段时间还要注意防范台风影响。”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由于未来几天温度较
高，而且空气湿度相对较大，因此会
有“闷热”的感觉，容易发生中暑等情
况，提醒市民注意防范。

“时当小暑之际，气候炎热，人
易感心烦不安，疲倦乏力，在自我
养护和锻炼时，应按五脏主时，夏
季为心所主而顾护心阳，平心静
气，确保心脏机能的旺盛。不要贪
凉冲凉水澡，更不要盲目进冷食”
医生介绍。

本周周末本年度第9号台风“灿
鸿”将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具体天气
情况如下：6日，多云转阴有雷阵雨，
南风2到3级，气温22～30℃；7日，阵
雨转多云，南风2到3级，气温2 0～
32℃；8日，多云，南风2到3级，气温19

～32℃；9日，多云，偏东风2到3级，气
温20～31℃；10日，多云，偏东风2到3

级，气温23～33℃。

据了解，登记机关依照相关规
章、规定对申请人申报的企业名称
履行形式审查责任和义务。简易名
称审批事项由受理人员独立受理、
当场核准；一般名称审批事项由受
理人员受理后，报审核人员核准；特
殊复杂名称审批事项由审核人员提
出，经局合议组集体研究,作出是否
予以核准的决定。

申请人对申报名称内容的真实
性、合法性负责，有向登记机关出具
相关承诺说明的义务，并对申报名
称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可以登录
登记机关官网—淄博红盾信息网办
理名称申报，也可以到各级登记机
关办事大厅现场办理名称申报。

允许企业名称中不使用国民经
济行业类别表述企业所从事行业，
但不得与同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
准或者登记注册的不使用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表述所从事行业的企业名
称中字号相同。

鼓励和支持新兴行业发展。允
许企业名称中使用《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中没有的新兴行业、新型业态
术语表述其所从事行业，亦不构成
与同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或者
登记注册的使用传统行业表述的企
业名称相同。

企业分支机构达到三个以上
的，可以在行业之后、组织形式之前
使用“连锁”、“总部”等经营模式用
语。

企业经济活动性质分别属于国
民经济行业不同大类的 ,企业名称
中行业表述允许使用两个以上行业
类别用语，但其主要经济活动性质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类别用语表述在
前。

淄淄博博拟拟建建天天使使基基金金小小微微企企业业库库
助力初创期小微企业，在校大学生持完整创业计划可获基金支持

新兴企业可独创

行业名称

优化企业名称审批

实行自主申报

种子期企业未盈利

可申请入库

头条链接

相关链接
淄博市出台一揽子创新型企业扶持政策

创创新新型型高高成成长长企企业业可可获获百百万万奖奖励励

相关新闻

淄博市放宽企业注册名称限制，释放企业名称资源

同同音音不不同同字字可可作作新新企企业业名名称称了了

本本周周雨雨打打头头 小小暑暑带带来来闷闷热热天天
周二开始气温逐渐升高，未来“台风”活动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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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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