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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达资金”
要尽快惠企利民
□

合力治理“蹭热点”式骗局

曾金华

□
当前，基层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任务尤为突出，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困难凸
显，急需“输血”。而受疫情影响，市县一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力缺口较大。中央明确将新增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共 2
万亿元资金直达市县。资金下达“提速”，如何用好管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十分关键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带来
较大影响，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至关重要，必须以更大宏观
政策力度应对冲击。中央已经明确了提
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专
项债规模等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政策措
施。当务之急，是要抓好各项政策措施
的落实。近日，中央加紧部署落实新增
财政资金直接惠企利民的特殊转移支付
机制，确保资金尽快见到实效，纾困和
激发市场活力，发挥好稳定经济增长的
关键作用。
当前，基层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
主体的任务尤为突出，就业压力显著加
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困
难凸显，急需“输血”。受疫情影响，市
县一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力缺口较

大 。 做 好 “ 六 稳 ”“ 六 保 ” 工 作 刻 不 容
缓，对市县资金支持必须特殊时期有特殊
举措。中央明确将新增财政赤字和抗疫特
别国债共 2 万亿元资金直达市县，可谓雪
中送炭的创新之举。
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新增财政
资金通过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等方式，第一时间全
部下达市县，避免了资金层层审批、下达
耗时，有利于迅速发挥资金效益、迅速惠
企利民。
资金下达“提速”，如何用好管好、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十分关键。各地必须把
宝贵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主要用
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
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
投资等，要全力帮扶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中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群众，加强
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使用“一竿子插到底”，是宏观
调控方式的创新，也对财政资金管理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国务院要求，省级政府
要当好“过路财神”，同时不做“甩手掌
柜”，在加强资金监管的同时，将自身财
力更多下沉基层，弥补基层财力缺口，以
确保中央确定的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
主体举措真正落到实处。
这就意味着，虽然资金直达基层，
但省级政府不能甩手不管，而是要对基
层资金使用加强管理、监督。同时，除
了不能截留挪用中央直达资金，还要防
止“挤出”效应，不能因为中央财政给
基层下达了资金，减少省级应该承担的
财力。

对于市县政府而言，在接到直达资金
后，要严格落实相关资金管理规定，合理
统筹上级转移支付和自有财力，科学安排
资金使用，保障好重点支出需求，管好用
好、花出成效。要按照要求建立使用台
账，确保资金流向明确、账目可查。“阳
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有关资金分配、使
用等情况，要及时全面公布，接受社会、
群众监督。
资金从分配、下达到使用等各个环
节，涉及面广，需要中央相关部门形成合
力、强化管理。比如，财政部要同步建立
全覆盖、全链条监控系统，各级国库要督
促做到点对点直接拨付资金、确保账实相
符，审计部门要开展专项审计。对截留挪
用、虚报冒领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大问
责力度，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金融支持小微重在“直达”
□

陈果静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两大货币
透明、缺少抵押物等特点，使得银行担心
政策工具——一个是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
不良贷款上升、贷款成本过高，对其放贷
期支持工具，另一个是普惠小微企业信用
尤为谨慎。从银行体系内部来看，中小银
贷款支持计划。两大工具的创设均围绕小
行是服务小微企业的主力，但不少中小银
微企业，重点引导、激励商业银行强化对
行自身存在不少短板，如揽储困难、风险
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对于小微企业来说
控制不完善等，这使其在服务小微企业时
无疑是“及时雨”
。
“心有余而力不足”
。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
在直达上下功夫，关键在于围绕“痛
社会发展的影响超乎很多人预期，市场主
点”强化政策针对性，推动金融支持政策
体恢复生产、稳定经济增长可能比原来预
更好适应市场主体的需要。此次央行创
计的时间要长，困难要多。其中，小微企
设的两大货币政策工具，正是将货币政
业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面临流动性断裂
策操作与金融机构为普惠小微企业提供
风险，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
的金融支持直接联系，保证了精准性和
进一步稳企业、保就业、稳定经济增长。
直达性。针对小微企业流动资金不足问
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大型商业银
题，央行强调对于普惠小微贷款，银行
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 40%，
要做到“应延尽延”，同时创设政策工
这是在 2019 年“30%”目标之上提出了更
具，对中小银行办理延期的普惠小微贷
高要求。
款给予激励，预计带动延期的本金可达
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投放明显
3.7 万亿元。针对小微企业缺乏抵押担保
加快，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供给不足仍然
等现状，央行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
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对此，《政府工
促进银行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投
作报告》 强调，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
放，支持更多小微企业获得免抵押、免
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
担保的信用贷款支持。
推动利率持续下行。落实这一要求，强化
在解决眼前问题的同时，也要看到，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要在直达上下功夫。但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系统工程，
直达并不等同于央行直接为小微企业贷款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综合施策、久久为功。
“买单”
，而是要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导为
因此，在创设政策工具的同时，央行此次
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加大支持力
还发布了一份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
度，防范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
策指引，着眼长期性、制度性的政策建
观察我国的融资结构不难发现，我国
设，培养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服务的能力和
间接融资——也就是银行贷款占了“大
水平。在政策支持下，银行业机构也需要
头”。因此，通过货币政策工具为实体经
履行好“输血”职责，将业务重心转移到
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纾困，不能绕开银行发
支持小微企业上，将流动性输送到实体经
放贷款这一关键环节。然而，银行向小微
济的毛细血管中。同时，着力提升自身的
企业发放贷款在实践中仍有掣肘，这是因
管理水平，尽力让每一笔资金精准直达真
为小微企业大多存在运营风险高、信息不
正需要的小微企业。

贺

成

近日，随着公安交管部门开展依法查纠摩托车骑乘人员不佩
戴安全头盔活动，头盔价格水涨船高，也让个别不法分子从中窥得
“商机”
“
，头盔诈骗”案随之发生。媒体调查发现，这些“蹭热点”式
诈骗的骗术如出一辙，先是煽动囤货焦虑，收到货款后就“玩失
踪”
，
微信朋友圈则成为骗局滋生的重点场所。
“蹭热点”式骗局背后，折射出很多消费者的消费心态还不够
理性。其实，留心一些骗子“蹭热点”的
“成功之道”不难发现，很多
“蹭热点”骗术并不高明。一些骗子稍微把热点一篡改，或一炒作，
就设计好了圈套。可以说，只要人们不盲从，养成凡事研判的习
惯，
甚至稍微冷静思考一番，
骗子就难有可乘之机。
同时，
“ 蹭热点”式骗局还折射出一些职能部门工作存在短
板。观察一些骗子“蹭热点”屡屡得手的案例，除了被骗对象急功
近利、心怀侥幸外，相关职能部门对新型诈骗行为关注不够及时、
惩治不够有力也是重要原因。当“蹭热点”式骗局发生之后，一些
职能部门并未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是习惯把问题归结到骗子
和被骗者身上，要么谴责骗子无良无德，要么简单发布消费提示，
这显然不够。因此，治理“蹭热点”式骗局，既需要消费者提高防范
意识，
更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一站式”老年医学科有必要
□

江德斌

在日常生活中，一体多病，多种老年综合征共存于一身的老年
人，去医院诊疗时常常面临多次挂号、多科看诊的繁琐流程，其药
物治疗也因多病混合，存在产生副作用的风险。据悉，北京市二级
以上综合医院正在陆续建设老年医学科，为老年人提供多学科综
合诊疗，
到 2022 年拥有这一科室的医院比例将达到 50%以上。
截至 2019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5388 万人，占
总人口的 18.1%，随之而来的则是老年人口养老和健康问题。众
所周知，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往往年高体弱，一些老年人患有
多种慢性病，经常要去医院治疗，在多个科室来回奔波，不仅耗费
精力，也很不方便。一体多病、老年综合征患者就医时，医生往往
需要仔细询问病况，综合考虑多种病症的冲突，权衡治疗方案的利
弊，以寻求最适宜、最稳妥的治疗方案。可见，医院普设老年医学
科，将多个科室综合在一起，为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提供“一站式服
务”
，
很有必要。
其实，老年医学科的作用并不局限于治疗疾病。因为，对于高
龄多病衰弱的老人来说，重点是多个健康问题的“协调统一”
“整体
优化”，这正是老年医学的专长。老年医学科把不同的科室协调起
来，组成多学科医学团队，针对老年人的疾病种类和健康状况，作
出康复、
营养、
疾病、
心理等综合处理，无疑能为老年人提供更适宜
的综合医疗服务，与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需求紧密相连，是社会发展
进步的具体体现。

陈丽芬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服务业处处长、研究员

解融资难题

程

硕作（新华社发）

受疫情影响，不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着复工难、复工后更难的问题。为
解决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西
省分行近日联合开展“百亿送贷”活动，投放贷款不低于 100 亿元，力争使山西全省至
少 20 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受益。该活动旨在通过推进信息共享、创新融资产
品、搭建服务载体等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渠道窄、融资成本
高、融资风险大等问题。据悉，山西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积极与邮储银行分支行做好对

提高消费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
本轮促消费措施在于疏通扩大消费的
“堵点”
，
解决企业的
“难
点”
和
“痛点”
，
挖掘消费的
“增长点”
。措施力度大，
针对性更强，
从
接地气的消费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消费，
宽领域广覆盖，
充分释
放消费潜力。要进一步将短期的刺激消费作用转变为长期效果，
持续扩大内需。一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
发点”，促消费即是保民生。二是抓住“基本点”，符合消费升级需
求，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提高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三是打
造
“热点”
，
推进新型城镇化，
协同城乡发展，扩大城乡消费，
完善新
型基础设施，
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扩大新消费。

接，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实际，深入分析特色经济、特色产业分布状况，确定重点服务区
域和服务对象，筛选一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集中交易市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

吴剑峰

挥银企合作的桥梁纽带作用。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

（时 锋）

企业要加强风险管控意识
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企业需要加强风险管控意
识，在决策中加大对风险的考量权重，重新审视自己的原材料市场
和产品市场，重新考虑自己的全球布局，争取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
场之间达到平衡。对于地方和企业而言，当前首先要做好补短板，
降低两链的对外依赖性。其次是通堵点，让土地、
劳动力、
资本、
技
术、数据等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高效配置。此外，注活力，
赋予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经营权。最后是抓落
实，
要确保政策红利落到基层。

替企业做规划有点越俎代庖
□

于

彬

梁启东

最近，笔者在地方调研和讨论一些地
方“十四五”规划工作，发现一个现象
——个别地方在研究本地规划时存在越俎
代庖现象。
比如，有的规划草案出现这样的字
样：依托某某企业，建设某某园区或产业
集群，到××时间，完成××任务；有的
规划草案甚至对本地民营企业制定了很具
体的产值、营业收入、利税年度增长幅
度，以及到规划期末的完成指标。有些地
方草拟的规划过分重视数字指标，先设计
好规划期末增长目标，再设计年度增长幅
度，然后把这些指标向企业摊派，要求企
业按照政府的指标作发展规划。
又如，有的项目刚刚达成意向，地方
规划部门就一厢情愿，急于列入规划；有
的项目刚刚招来尚未达产，就已设定未来
每年增长幅度。有的规划草案尽管会聘请
第三方机构评议，但也是地方干部意图先
入为主。有的规划草案过分“创新”，“新
概念”满天飞，蓝图看似宏伟，但脱离实
际，最后只能是“墙上挂挂”
，画饼充饥。
这些现象，实际上是官僚主义和行政

个别地方在研究本地规划时存在越俎代庖现象，这实际上是官僚主义和行政主导
经济的思想习惯在作怪。不尊重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的行为，除了容易导致形式主
义，还极易形成数字造假等问题，危害严重。当然，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不是撒手不管，
怎样做好服务，搭建扶持平台，营造营商环境等，地方政府要服务的事还有很多

主导经济的思想习惯在作怪。不尊重规划
的科学性、权威性的行为，除了容易导致
形式主义，还极易形成数字造假问题，危
害是严重的。
发展规划的研究和编制，重在明确定
位。发展规划是严肃的，是要经过人大通
过的，政府在任期之内对规划实施是要负
责任的。既然规划是权威文件，那么对罗
列企业或项目的名单就需要特别谨慎，点
到某些企业和项目的名字而忽视、排除另
外一些企业或项目的名字，这就有不公平
之嫌。而且，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市场环
境跌宕起伏，谁也不敢保证哪家企业经营
指标每年都持续增长，如果规划里的指标

是想当然的，难免损害政府公信力。
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
场主体，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这要求政
府更好发挥作用，作规划绝不能越俎代
庖，不该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具体经
营情况指指点点。现实中，个别政府部门
工作人员总觉得自己比企业强，老想着替
企业作规划、拿主意。这种态度是不对
的。各地各行业千差万别，市场需求多元
多样，地方规划必须立足实际，涉及企业
的规划必须充分尊重企业、依靠企业、相
信企业。政府对于市场主体的管理与服
务，应坚持简政放权思路，梳理事项清
单，统一事项名称和办理流程，向全社会

公开发布事项清单，向企业和社会充分放
权，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发展激情和创新
活力。
当然，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不是撒手
不管，无所事事。实际上，怎样做好服
务，搭建扶持平台，营造营商环境等，地
方政府要服务的事仍有很多。比如，提高
政务公开水平，开展涉及多部门事项联合
办理，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等，都
需要政府站在“用户体验”角度，实行综
合受理、部门联动、集成服务，让“数据
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特别是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经济发展新老难题交织，迫
切需要政府部门深入企业，问需于企、问
计于企，做好“六保”特别是“保市场主
体”工作，实施财税、金融、法律、就业
等援助，帮助企业增强信心，渡过难关。
在今年这个“规划年”，疫情下的广大企
业也需要研究发展规划，谋划未来发展思
路，政府对此应摆正角色，正确地给予指
导。至于如何拿捏适度，考验着各地政府
部门的治理智慧。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许德友
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

都市圈建设发展是提振内需关键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大战略区域不是在图上画圈、
点哪是哪，而是在区域内大城市和城市群发展驱动下形成的。人
随产业走，大多数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都具有空间集聚的内在特
征，除了我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外，以都市圈为主体的区域增长
点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目前，湖北武汉、四川成都、陕西西
安、山东青岛、河南郑州等多个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迅速，不断逆
袭并带动所在省份快速崛起。下一步，围绕中心城市的都市圈建
设与发展将成为我国提振内需的关键。目前来看，我国城镇化率
提升仍有空间，内需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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