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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4日电（记者王
俊岭） 3 日，商务部亚洲司负责人
对中韩经贸联委会第 24次会议成
果进行了解读。此次会议 1日在山
东青岛举行，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中国与外方首次在线下召开
的政府间经贸合作机制会议。中韩
双方就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推动中
韩经贸关系发展及有关区域和多
边经贸合作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具体来看，双方在多个重要
领域达成广泛共识：

一 是 加 强 双 边 合 作 顶 层 设
计。双方同意，继续深入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南方”
“新北方”政策对接合作，积极推
进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加快编制 《中韩经贸合作联合规
划 （2021-2025）》，推动双边经
贸合作提质升级。

二是深化贸易投资合作。双
方同意要努力挖掘更多贸易领域
和潜力。积极组织各类经贸促进

活动，为两国企业搭建更多贸易
平台。支持两国有实力、信誉好
的企业开展双向投资，为对方国
家企业在本国投资兴业提供公
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三是推动产业对接合作。双
方一致认为，中国正在推进“新
基建”，韩方也推出“韩国版新
政”，两者十分契合。双方要加强
对接，共同推动以产业合作带动
各领域贸易投资合作，培育后疫
情时代两国经贸合作新增长点。

四是扩大地方经济合作。双
方认为，地方合作是中韩经贸合
作最有活力和最具潜力的组成部
分。双方将继续扎实推进共建中
韩产业园合作，打造地方合作新
高地。双方支持中方有关省市创
新方式、拓宽领域，深入推动与
韩国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五是推进多边区域合作。双
方同意，继续加强在区域和多边
框架下的沟通协调，推动年内如

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RCEP），推进中日韩自贸协
定谈判，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
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目前，中国抗击疫情取得重
大战略成果，韩国疫情也得到有
效控制，两国率先开通了重要商
务等人员往来‘快捷通道’，恢复
和发展经贸交流具备有利条件。
中韩率先面对面召开经贸联委
会，推动逐步恢复政府间经贸领
域交往与合作，彰显了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下我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的决心和意志，向外界发出了
中韩两国坚定发展双边经贸关系
的明确积极信号，对区域乃至全
球经贸合作恢复与发展具有重要
示范作用。”该负责人说。

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在做
好疫情防控前提下，积极探索与
有关国家加强恢复经贸交流的可
行性方案，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注入更多正能量。

中韩经贸关系更上一层楼

目前，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帮助外贸企业恢复产能。宿城区中扬
镇吉龙塑胶制品江苏有限公司海外订单量正逐步增加，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行，带动当地
1200多人就业增收。图为该公司的工人们正在赶制外贸订单。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连日来，劳动者
们顶着酷暑，坚守岗
位。图为 8 月 4 日，在
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
的重庆融创文旅城，
工人们高空作业清洗
建筑物外墙。

孙凯芳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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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医疗器械
展览会举行

8月3日，为期3天的中原
医疗器械展览会在河南郑州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家
医疗器械参展商到会参展。图
为 8 月 4 日，观众在中原医疗
器械展览会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抢收水稻
立秋将至，江西

省赣州市会昌县各乡
镇的制种水稻迎来收
获季，村民不误农时
抢收稻谷。今年，会
昌县累计扩大晚稻面
积达 19万亩，确保全
年 农 业 生 产 丰 产 丰
收。图为8月4日，会
昌县周田镇杂交水稻
制种基地，工人驾驶
收割机收割制种水稻。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8月4日电（记者徐佩
玉）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2020
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
告》显示，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
各项贷款余额 165.2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3.2%；上半年增加 12.09 万亿元，
同比多增 2.42万亿元，其中超过 75%
的新增贷款投向了企业。

企事业单位贷款平稳增长。二季

度末，本外币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
107.53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增速
比上季末高0.8个百分点；上半年增加
9.16万亿元，同比多增2.88万亿元。

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速显著提
升。二季度末，本外币工业中长期
贷款余额 10.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8%，增速比上季末高 4.5 个百分
点；上半年增加 8365亿元，同比多

增5540亿元。
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依旧保持较

高增速。二季度末，人民币普惠金
融领域贷款余额19.72万亿元，同比
增长 20.7%，增速比上季末高 3个百
分点；上半年增加 2.43 万亿元，同
比多增9372亿元。

房地产贷款增速持续回落。二
季度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47.4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1%，低
于各项贷款增速0.1个百分点，比上
季末低 0.8 个百分点，连续 23 个月
回落；上半年增加 2.99 万亿元，占
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24.7%，比上年
全年水平低9.3个百分点。

本报北京8月4日电（记者汪文
正） 8月3日，国家税务总局对外发
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和服务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 10项税收征
管服务措施，包括提升税收大数据
服务能力、深化增值税电子发票应
用、推行“五税合一”综合申报、
探索推进纳税申报预填服务、简化
增值税即征即退事项办理流程等。

据了解，为支持和服务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2019 年底，国家税务
总局就推出了 16项税收便利服务举
措，推进征管一体化、办税便利
化。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
江、宁波、安徽的税务机关以数据
共享为基，积极探索市场主体准入
一体化，为实现跨区域通办提供了
坚实基础。此次税务总局新推出的

10 项措施，进一步丰富了长三角地
区税收征管一体化和办税便利化改
革内容，形成了“16+10”税收支持
体系，积极打造长三角区域税收

“服务共同体”“征管共同体”和
“信息共同体”。

浙江 工 商 大 学 教 授 郭 宏 宝 认
为，税务部门此次出台的 10 项举
措，从税收数据赋能到具体税收优
惠事项的办理，落地操作性很强，
是正当其时又正当其势的政策举
措，相信此次 10 项举措的推行一
定会加速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并
对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形成产生积
极影响。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2.09万亿元

超75%新增贷款投向企业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2.09万亿元

超75%新增贷款投向企业

税务总局再推10项税收征管服务措施

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稳就业稳就业，，创新创业再添政策创新创业再添政策““礼包礼包””
本报记者 李 婕

开展百万青年技能培训行动；支持多渠
道灵活就业；提升双创示范基地带动作用；
实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促就业行动……围
绕稳就业，近期，一批政策举措密集推
出。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
求，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疫情对青年人就业
影响，强化外出农民工就业服务，引导返
乡农民工就近就业。从青年人到农民工，
从找工作、强技能到自谋职业、创新创
业，系列政策再添利好。

灵活就业强支撑灵活就业强支撑

专职制作短视频，成为各大社交平台上
的“博主”；兼职互联网营销，在网络上直播
带货；“变身”人工智能训练师、全媒体运营
师、健康照护师，尝鲜试水新职业……从不
久前诞生的“共享员工”，到不断更新的新
就业形态，灵活就业成为稳就业的一支重
要力量。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支持
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为灵活就业再添
利好。《意见》 明确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
道，包括鼓励个体经营发展、增加非全日
制就业机会、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等。如
加快推动网络零售、移动出行、线上教育
培训、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等行业发
展，为劳动者居家就业、远程办公、兼职
就业创造条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灵活就业
发展势头向好，但部分就业人员仍然面临

自主创业条件受限，或担忧劳动保障等相
关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
杨伟国认为，新就业形态正改变着传统的
就业方式，如从固定岗位到灵活工作、从
定时定点到随时随地、从单一工作到身兼
数职、从雇佣关系到合作关系等。

灵活就业如何既能放开搞活，又规范
有序？《意见》明确优化自主创业环境、加
大对灵活就业保障支持，如取消部分收
费、提供低成本场地支持、推动新职业发
布和应用、维护劳动保障权益等，劳动者
灵活就业将获得有力支撑。

创新创业拓平台创新创业拓平台

这边，新就业形态打造就业“蓄水
池”；那头，创新创业也成为带动就业“生
力军”。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16 年以来，
国务院分两批部署建设了 120家示范基地。
2019 年区域示范基地新增就业超过 90 万
人，同比增长31.4%；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
超过 1750 亿元，同比增长 48%；新登记企
业约 68 万户，同比增长 64.1%，其带动就
业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创新后劲均
不断提升。

“示范基地作为推进创新创业的重要载
体，要在持续提升重点群体创业就业能力
和有效带动社会创业就业信心两个方面，
更好发挥‘桥头堡’和‘主力军’作用。”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明确
从六个方面着力提升双创示范基地带动作
用，包括落实创业企业纾困政策，强化双
创复工达产服务，增强协同创新发展合
力，鼓励双创示范基地积极应对疫情影
响，巩固壮大创新创业内生活力等。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
引导示范基地在家政服务、养老托育、家
电回收、乡村旅游等社会亟须、带动创业
就业效果明显的领域，挖掘和培养一批典
型示范项目，提振创业信心。推进示范基
地创业就业“校企行”专项行动，搭建协
作平台，持续为大学生就业创业营造更好
环境，有效带动社会创业就业信心，带动
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创业就业。

供需匹配优服务供需匹配优服务

中国是人力资源大国，有 9 亿多劳动
力、1亿多市场主体。在就业市场上，优化
供需匹配仍然是促进就业的重要方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促进市场化
社会化就业”“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
位办法要能用尽用”，要更多采用市场化办
法解决就业问题。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开展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促就业行动，集
中开展联合招聘服务、重点行业企业就业服
务、重点群体就业服务等十项服务，为稳就
业保就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支撑。

“人力资源服务业作为促进劳动者就业
和职业发展、服务用人单位管理开发人力

资源的专门行业，能够极大提升劳动者与
岗位匹配的效率，有效解决劳动者与用人
单位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极大缓解企业

‘招工难’和劳动者‘就业难’问题。”人
社部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2019 年底，全国已有 3.96 万
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建立网站 1.5 万个，
帮助 2.55 亿人次实现就业和流动。今年，
人社部组织开展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网络
专场招聘等有关就业服务活动，先后有1.9
万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就业岗位 4230
万个。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发挥促就

业作用突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制定
落实减免场地租金、给予奖励补贴、确定
诚信服务机构、入选行业骨干企业等政策
措施。要把各项支持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为稳就业保就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