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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一手促发展 ④

责编：聂传清 汪文正 邮箱：hwbjjb@163.com

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资金储备薄弱，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相对更大。如何帮助
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连日来，从中央到地
方，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支
持措施，涵盖财政、金融、社保、税费、
租金诸多层面，受到中小企业的欢迎。

有关专家分析，这些措施不仅将对中小
企业渡过难关起到重要作用，还将进一步帮
助相关企业加快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建
设步伐，加快转型升级，夯实竞争力。

政策支持全面精准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重要地
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有生力量。护
航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就是护航中国经济
行稳致远。

近日，工信部印发 《关于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共
渡难关有关工作的通知》，为帮助广大中小
企业实现有序复工复产拿出 20 条具体措

施。央行、银保监会、财政部、人社部等
部委也给出了专项支持政策。

复产要素如何保障？《通知》要求有关
部门帮助企业协调解决职工返岗、原材料
供应、物资运输以及口罩、消杀用品、测
温仪等防控物资保障难题，同时对疫情期
间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用电、用水、
用气，实施阶段性缓缴费用。

资金紧张怎么办？《通知》明确积极推
动运用供应链金融、商业保理、应收账款
抵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等融资方式扩大对
中小企业的融资供给。

此外，在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
未来将大力推广面向中小企业的互联网平
台服务，积极推行网上办公、视频会议、
远程协作和数字化管理，以此为基础全面
提升中小企业管理信息化水平。在公共服
务方面，有关部门将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
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公益服务，帮助中小
企业解决受疫情影响造成的合同履行、劳
资关系等法律问题。

科学有序复工复产

随着各项措施的落地，广大中小企业
复工正在有序推进。

在北京，多种疫情防控措施与复工服
务为企业提供了全方位保障，中关村各分
园有 7000多家企业不同程度复工，还有一
些企业通过网络办公等方式实现了灵活复
工；在江苏，政府为省内企业做好了煤电
油气、贷款贴息、专项融资等方面的充足准
备，不少企业严格执行进厂消毒、测量体温、
食堂分餐等防疫措施，科学有序推进复工；
在广东，有关部门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疾病
流行地区居住旅行人员等重点人群，以及工
作场所、外来务工人员较集中的企业（工厂）
等重点场所，制定了预防控制指引，为中小
企业复工营造安全条件……

“受到疫情影响，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面临短期的生产经营困难和流动性压力，
各地政府出台的政策主要体现了资金支

持、员工稳岗、减轻企业负担等三个方
面，对于帮助企业缓解短期压力，抗疫
情、渡难关而言是及时且重要的。”万博新
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说。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民
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小企业
数量多，就业吸纳力强，创新作用突出，在
产业链、零部件、原材料等方面举足轻重。
面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各部委以及各地
方出台了有针对性的举措，不仅护航中小企
业及时复工复产，降低经济损失，而且也有
利于稳定就业和税收。从长期看，这些措施
还有利于促进企业智能化、信息化、数字
化，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周民良说。

众企携手抵御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疫情影响，不少
大企业也对中小企业伸出了援手。

2 月 10 日，百度发布“共度计划”，宣布
通过“免费开放AI技术”“帮助传统企业线上

化转型”“全方位营销赋能”等一系列措施，
助力中小企业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未来，
借助百度基木鱼平台上的1000多个模板，快
速建立站点或小程序，传统企业可以迅速实
现营销线上化，在线上寻找新商机。

同日，字节跳动副总裁谢欣表示，将
为所有中小企业以及抗击疫情相关单位，
提供“飞书”（一站式企业沟通与协作平
台） 为期3年的商业版免费使用权。相关企
业可实现不限时长的音视频会议、无限量
的在线文档与表格创作、不限时长的“线
上办公室”实时语音沟通，以及每位用户
100G的云存储空间等远程协作功能。

中央企业也主动携手中小企业实现平
稳经营。保利、华润等多家地产企业减免
商户租金，其中华润万家共为14000家商户
减免租金约1.3亿元。中央企业还加强产业
链合作，打通中小企业生产运营中的堵点。

专家认为，面对疫情影响，中小企业
自身也要加强市场分析与研判。刘哲表
示，企业在做好防疫工作外，也要注意疫
情对于上下游产业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及
时关注产业链的复工进度和产量，对于原
材料和产成品的价格变化有所预判，合理
规划库存和产量。

送上定心丸，护航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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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10日电 （记者徐佩玉） 10
日，阿里巴巴集团与蚂蚁金服集团发布 《阿里
巴巴告商家书》，推出六大方面 20 项特殊措
施，扶助中小企业发展，帮助商家应对暂时的
困难。

为降低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阿里巴巴对
所有天猫商家免去2020年上半年的平台服务年
费；对所有淘宝、天猫商家免收网店装修工具
费用；注册在湖北且已使用星级服务商服务的
天猫商家可获得 3 个月免费店铺代运营服务；
菜鸟对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新入仓商家减免 2 个
月仓租；全国口碑商户免除商品佣金至 2 月 29
日，武汉口碑商户至3月31日。

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蚂蚁金服旗下
的网商银行专门为淘宝天猫上注册在湖北的商
家拨出总额 100 亿元人民币、为期 12个月的特
别扶助贷款，其中前3个月贷款利息全免，后9
个月利率打八折；为全国其他地区淘宝、天猫
商家提供为期 12个月、总额 100 亿元的特别扶
助贷款，利率打八折。

为了让企业待岗员工有活干、有收入，盒
马与餐饮、酒店、影院、百货等行业开展跨行
业“共享员工”，向企业待岗员工提供盒马工作
岗位。饿了么口碑也推出“蓝海”就业共享平
台，餐饮企业员工可“临时转岗”，成为外卖配
送员或商超便利店员工。

为了让物流转得更快，淘宝、天猫联合菜
鸟设立10亿元专项基金，用于补贴供应链和物
流。对快递员提供揽收补贴、免费保险、免收
菜鸟裹裹技术服务费等措施，以促进快递网络
恢复。

为了让更多中小企业找到数字化发展的路
径，阿里巴巴将开放更多数字化服务产品和能
力。全国所有线下商户均零门槛免费入驻淘宝
直播、免费使用运营工具。

为了让企业远程办公和管理更高效，钉钉
“在家办公”功能免费开放，支持302人同时在
线。阿里云推出为优质开发者提供最高50万元
现金激励等7项措施。

阿里发布20条措施辅助商家

本报厦门 2月 10 日电 （黄志
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和相关部委抓
紧出台了金融支持疫情防控的一系
列政策措施。其中，专项再贷款政策
是一项特殊的政策安排，专门用于支
持金融机构向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提
供优惠利率贷款，进入重点名单内的
企业可以享受此项政策红利。政策发
布后，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第一
时间建立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作机

制，指导相关金融机构成立工作专
班、为企业开辟专班绿色通道，深度
对接名单内的厦门市企业。

中国农业银行厦门市分行开辟
绿色通道，特事特办，采用视频方
式完成审批流程，对进入全国重点
名单的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2
月 9 日当天即以信用方式完成发放
2000 万元疫情防控应急贷款。据
悉，这是厦门市金融机构运用专项
再贷款资金发放的首笔贷款。

本报北京2月10日电（记者王
俊岭） 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
解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爆发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对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金融支持力
度。截至 2 月 10 日，国家开发银行
累计完成疫情防控应急贷款授信
350亿元，实现发放204亿元，重点
支持了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等
集中收治专门医院建设，医疗防护
物资生产与采购，疫情期间重要生
活物资供应保障，应急设备采购和
药品生产等领域的174家企业。

据了解，国家开发银行建立了
疫情防控应急融资服务机制，对防

疫所需贷款特事特办，全力保障重
点需求。对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
企业名单内相关重点企业提出的融
资需求，在 24 小时内完成应急响
应，并在准入要求、贷款利率、信
用结构等方面给予最优条件支持，
合理确定贷款额度和期限。同时，
加强资金管理，原则上实行专户管
理、封闭运行，确保专款专用。与
此同时，国家开发银行还制定专门
政策，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不
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对湖北省
小微企业给予优惠利率支持；对因
疫情造成助学贷款还款不及时的，
不予罚息、不登记不良征信记录。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
者申铖） 财政部 10 日发布数据显
示，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190382亿元，同比增长3.8%。其
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9305
亿元，同比增长 4.5%；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本级收入101077亿元，同比
增长3.2%。

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税
收 收 入 15799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非税收入 32390 亿元，同比增
长 20.2%。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
王雨萧、陈炜伟） 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高峰 10 日介绍，第三届进博会
企业商业展招展工作正在顺利推
进，截至 1 月底，已签约展览面积
超过 50%，签约报名参展企业超过
1000家。

在商务部当天举行的首次网上
新闻发布会上，高峰说，企业通过参
加进博会，真切体会到中国大市场的
潜力，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实
惠。商务部欢迎各国企业积极报名参
展，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共享中
国大市场带来的广阔机遇。

厦门首笔抗疫专项再贷款资金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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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8%

国开行疫情防控应急融资发放超200亿

▶ 2 月 10 日 ，
江苏省扬州市迎来
延长春节假期后的
企业复工首日，全
市各复工企业坚决
落实复工后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制定
并执行企业职工体
温监测、健康信息
日 报 、 办 公 区 消
毒、分餐制、职工
佩 戴 口 罩 等 制 度 。
图为扬州市一家智
能装备企业生产车
间内，一线复工人
员在做好防护措施
的基础上，忙碌在
自己的岗位上。

庄文斌摄
（人民视觉）

复工首日：防控生产两不误

◀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推出 16条政策意见，对受疫情
影响的困难企业和参与防疫物资生产的相关企业加大支持力度，为
企业有序开复工全程做好服务。图为2月10日，吴兴区埭溪镇浙江
德马工业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在调试设备。

茅晖晖 郑嵇平 何伟卫摄影报道

▲ 2 月 10 日，贵州省贵阳市国家高新区多家企业复工复产，
保障市场供应。图为位于贵阳市国家高新区的时代沃顿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在制造膜元件。 邓 刚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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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气温回暖，安徽省亳州市各地农民抓住晴好天
气，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春耕备耕，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
象。图为2月10日，在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双楼村，植保人员对
小麦进行喷药作业。 刘勤利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