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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延长期限——

“应延尽延”助小微企业恢复元气
本报记者 姚 进

各级工会5年来为农民工

追回被拖欠工资530多亿元

检察机关惩治恶意欠薪

近3年提起公诉6077件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达899
处

12月22日，候鸟云集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洪泽湖湿地。洪泽湖湿地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75万亩，是华东地区最大的
淡水湿地，随着环境保护与修复力度不断加大，该湿地鸟类种群数已增加到206种。 张连华摄（中经视觉）

三项社保“免减缓”为企减负近1.4万亿元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正常，
但对生产经营面临特殊困难的小微企业
仍需加以帮扶。12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决定，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
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

今年为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特
别是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有关部门出
台了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即对地方法
人银行实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
期还本付息予以一定激励，并对地方法人
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提供优
惠资金支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政策
实施取得显著效果，惠及小微企业310多
万户，对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保市场主体
保居民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
息政策，有助于小微企业更好地渡过难
关，也有助于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目标进一

步实现。此外，对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的延
期有助于降低中小银行资金成本，提高中
小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小微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占比，进一步降
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更好破解中小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述政策的延期
有助于更好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
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会议确定，一是2021年一季度要继
续落实好原定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
还本付息政策，在此基础上适当延长政策
期限，做到按市场化原则应延尽延，由银
行和企业自主协商确定。对办理贷款延
期还本付息且期限不少于6个月的地方法
人银行，继续按贷款本金1%给予激励。
二是将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
实施期限由今年底适当延长。对符合条
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

用贷款，继续按贷款本金40%给予优惠资
金支持。实施好和适当延长上述直达货
币政策工具，有助于小微企业更好应对国
内外环境变化，实现生产经营稳定恢复。

这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将货币政
策操作与金融机构对普惠小微企业提供
金融支持直接联系起来，将银行的政策执
行力度与激励力度挂钩，精准指导银行加
大对普惠小微企业的服务力度，保证了精
准调控，有力支持了稳企业保就业。

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金融系统
通过降低利率为实体经济让利约6250亿
元，通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
小微信用贷款这两个直达工具让利约
2750 亿元，这两个渠道加起来共让利
9000亿元。再加上通过减免服务费用、
支持企业重组和债转股等措施，金融系统
合计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元，预计

全年可以实现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
随着当前经济运行逐步恢复正常，疫

情期间出台的临时性政策措施如何调整
备受关注。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指出，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
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
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
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
有效，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
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是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政策‘不急转弯’的具体体
现之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
究员董希淼认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
在诸多不确定性，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
展仍面临一定困难。因此，保持政策连续
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有助于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

本报北京12月23日讯 记者韩秉
志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3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全国三项社
会保险费减免超过1.1万亿元，惠及1141
万户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699亿元，降
低社保费率政策减少基金收入2500多亿
元，合计减轻企业负担近1.4万亿元。

自2月份起，我国对企业缴纳养老、
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费实施“免、减、
缓”三项措施。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
亓涛表示，从实施效果看，一是有效纾解
企业经营困难。今年2月份至11月份减
免的社保费，超过2015年至2019年6次

下调社保费率为企业减费的总和。
二是有力支持稳岗扩岗。政策注重

分类施策，对吸纳就业能力强但抗风险能
力较弱的中小微企业免征11个月单位缴
费，直接对冲企业用工成本；对抗风险能
力强的大型企业减半征收5个月，大企业
缴费基数大，单个企业减征金额较大，户
均受益超100万元，受益企业积极扩岗。

养老保险基金连续两年大幅减收，会
不会影响养老金发放？亓涛强调，确保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是没有问题的。这主
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我国企业养老
保险基金去年年底累计结余5万亿元，此

外还有2万多亿元全国社会保障战略储
备基金，整体支撑能力较强。二是今年进
一步加大基金中央调剂力度，调剂比例提
高到4%，全年跨省调剂基金1768亿元已
全部缴拨到位，有力支持了困难省份保发
放。今年中央财政已对各地企业养老保
险基金下达补助资金5800多亿元，有力
支持了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
基地养老金发放工作。三是今年年底之
前所有省份都将实现基金统收统支，不仅
能够实现全省基金统一调度使用，提高资
金保障功能，还为下一步实施全国统筹打
下良好基础。四是人社部密切关注各地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情况，对全年全国
保发放的资金准备情况进行了细致调查，
确保各省份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社保减免政策是否会影响养老保险
全国统筹方案的实施？亓涛透露，近年
来，完善省级统筹制度工作加快推进。目
前，27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基
金统收统支，今年年底之前，所有省份都
要启动实施。

“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更体现了
实施全国统筹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人社部将抓紧推进各项准备工作，尽快实
现全国统筹。”亓涛表示，下一步要继续做
好阶段性减免政策落实，确保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人社部将加强对各省份特别
是困难省份确保发放情况的跟踪调度，进
一步压实省级政府责任，确保各地发放资
金及时筹集到位，并按时足额拨付余下的
中央调剂资金、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支持
地方做好确保发放工作。

本报北京12月23日讯 记者黄晓芳近
日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2020年我国海上油气产量突破6500万吨油
气当量，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海油实现
国内海上原油增产240万吨，占三大石油公
司国内增量的80%以上。

具体来看，我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基
地——渤海油田实现稳产3000万吨目标；
南海东部油田创下历史最高油气产量纪录，
超出年初计划产量100余万吨，稳居国内海
上第二大油气田；南海西部油田油气产量比
计划超产74万吨，创历史新高。

为实现增产目标，中国海油一方面努力
加快新油气田投产，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在产
油气田增产潜力，超额完成国内原油增产
目标。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海上油气生产曾
一度面临人员、装备等无法按时到位等诸多
挑战，中国海油海上一线作业人员主动延长
倒班时间、坚守工作岗位，保障海上油气田
安全平稳生产。同时，中国海油合理调整生
产计划，加强物资采办和资源调配，确保重
点开发项目稳步推进。

在渤海，我国渤海湾首个千亿方大气田
渤中19-6试验区顺利投产，创造了我国海
上油气田建设周期最短纪录；在南海，我国
海上最大高温高压气田东方13-2气田的顺
利投产，为我国海上油气开发开辟了新的增
长点。

本报北京12月23日讯 记者李万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的
“依法惩治恶意欠薪 让劳动者劳有所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3年
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6336件
6633人，批准逮捕3710件3805人；受理审查起诉9268件10497人，
提起公诉6077件6644人。

2019年至今，检察机关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共为农民
工追讨欠薪3.4亿余元，办理支持农民工起诉民事案件25635件。

检察机关借助“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摸排梳理欠薪犯罪案件
线索，加大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高发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的立案监督力度。今年1月份至11月份，全国检察机关共监督公安
机关立案130件，同比上升8.33%，有效防止了有案不立等情形。

对因欠薪遭受困难的农民工，检察机关积极搭建平台，探索国家和
社会互补的多元社会救助渠道，避免因劳而无酬对农民工生活造成影
响。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还注重把握维权与护企并重，通过适用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贯彻少捕慎诉理念，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帮助
困难企业渡过难关，服务和保障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11月份，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案件不批准逮捕630人，不捕率为45.8%，不起诉1178人，不起
诉率40.8%，均远高于其他犯罪案件的不捕率、不起诉率。

本报北京12月23日讯 记者常理从全国总工会获悉：5年来，各
级工会通过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建会、组织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方式，不断
扩大工会对农民工的有效覆盖。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社会保险参
加人数明显递增，全国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率已达
99%。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纳入法治化和制度化轨道，各级工会
配合有关部门共为509.86万名农民工追回被拖欠工资532.51亿元。

2016 年，全国总工会制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农民工工作规划
（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拟定了农民工组织化水平明显
提高、合法权益充分保障、素质水平持续提升、市民化有序推进等4项
目标，截至今年11月份，《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工会农民工
工作取得新进展。

全国总工会组织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办理法
律援助案件1.47万件，援助农民工等五类职工2.5万人，挽回经济损失
7.4亿元。2017年以来，组织2.7万名社会律师开展公益法律服务3.5
万场（次），现场受理劳动争议案件6.3万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7.1万
件，援助农民工16.7万人，帮助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超过20亿元。

本报北京12月23
日讯 记者黄俊毅从国
家林草局获悉：“十三
五”期间，我国统筹推进
湿地保护与修复。5年
来，新增湿地面积300
多万亩、国际重要湿地
15处、国家重要湿地29
处，国际重要湿地总数
达64处；新增国家湿地
公园201处，国家湿地
公园总数达899处；湿
地 保 护 率 达 到 50%
以上。

5年来，安排中央
财政投入98.7亿元，实
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补
助、退耕还湿、湿地保护
与恢复补助项目2000
多个。

同时，我国持续加
大红树林保护修复力
度，摸清了全国红树林
底数。此外，我国深度
参与《湿地公约》履约工
作，海口、常德、常熟、东
营、哈尔滨、银川等6个
城市获得全球首批国际
湿地城市称号。

本报北京12月23日讯 记者张雪
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文化
和旅游助力脱贫攻坚新闻发布会。文化
和旅游部副部长李群在会上介绍，文旅部
立足文化和旅游优势特点，坚持把扶智、
扶志与扶贫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
力，并从组织、机制、资金、人才等方面不
断加大脱贫攻坚保障力度。

“十三五”期间，文旅部共投入42.96
亿元，通过戏曲进乡村、贫困地区村文化
活动室设备购置等项目，及旅游发展基
金，为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旅游发展提供
资金保障；开展“订单式”人才支援工作，

实施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项目，组织面向
贫困地区培训班700多期。

文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负责人
王晨阳介绍，在推动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
作中，文旅部采取了推动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建设、培养带头人、推进产品销售、加强
宣传推广等四个方面的举措。目前，国家
级贫困县共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近
1000家。

文旅部会同国家发改委推出了全国
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其中225个都
是贫困村，为贫困地区培育了一批优质的
乡村旅游品牌。

本报北京12月23日讯 记者佘惠
敏报道：国务院新闻办12月23日下午举
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科技助力脱贫攻坚的
有关情况。科技扶贫是国家扶贫开发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
介绍：“凡是脱贫致富，必有科技要素。”

徐南平表示，我国深入实施科技扶贫
“百千万”工程，统筹推进“点片面”科技扶
贫工作，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科技扶贫大格局。

“点”上全力推进定点扶贫。党的十
八大以来，科技部在江西井冈山、永新，四
川屏山，陕西柞水、佳县等5个定点扶贫
县累计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央引导
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等科技项目250余项，
累计投入资金2.8亿元，引进帮扶资金约
8.6亿元，培训基层干部、技术人员等8600
余人，选派15名后备干部赴定点扶贫县
挂职，不断提高定点扶贫县科技创新能力
和产业竞争力，5个定点扶贫县全部实现
高质量脱贫摘帽。

“片”上合力推进片区扶贫。科技部
会同国家铁路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牵头联系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脱
贫攻坚工作，推动片区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加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党的十八大
以来，科技部通过“三区”人才计划、科技
人才专项计划累计投入经费近5.2亿元，
支持片区五省一市选派科技人才2.75万
名，培训5211名农村科技创业骨干。

“面”上强力推进行业扶贫。科技部
组织动员全社会科技力量投身脱贫攻坚，
科技特派员成为脱贫攻坚的“生力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科技系统累计在贫
困地区建成1290个创新创业平台，建立
7.7万个科技帮扶结对，选派28.98万名科
技特派员，投入 200 多亿元资金，实施
3.76万项各级各类科技项目，推广应用
5万余项先进实用技术、新品种。

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
校长、云南省科协主席朱有勇长期在云南
省普洱市澜沧县竹塘乡蒿枝坝村驻村扶
贫，也是第一个把院士工作站建在最基层
村民小组的科技特派员。朱有勇团队推广
林下种植中药材的科研成果，推广后每亩
森林可以产出6万元到8万元；针对当地热

带河谷区有大量冬闲田的实际情况，推广
冬季马铃薯技术，一亩地一个冬天农民平
均可以增收5000元，把冬闲田变成了扶贫
田；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群众技术水平有限
的问题，创办了专家技术扶贫班，到今年已

经办了36期，培养1400多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外国专

家局局长郭秉晨介绍，在科技部悉心指导
和大力支持下，宁夏启动东西部科技合
作，实施了“科技支宁”科技扶贫东西协作
行动，引进推广落地了一大批新技术、新
品种、新成果，为产业扶贫提供了有力的
支撑。“这两年正是在科技的支撑下，我们
宁夏贫困地区的脱贫产业快速发展，带动
了贫困农民人均收入从2015年的6818
元，增加到目前的11450元，几乎翻了一
番，增收效果非常好。”

科技系统在贫困地区建成1290个双创平台
28.98万名科技特派员助力脱贫攻坚

国家级贫困县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近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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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津石高速公路全线开通运营。津石高速总长233.5公
里，总投资355.33亿元。开通后，石家庄至天津高速公路通行时间由4个
小时缩短至3个小时。 刘 潇摄（中经视觉）

津石高速全线开通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