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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 18日电 （记者孔德晨） 2 月 18 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
党委委员、副主任任洪斌在会上表示，国资委对于年
初制定的生产经营目标和改革任务不会改变。“疫情的
影响是阶段性的，也是暂时性的。”任洪斌说，“疫情
的影响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任洪斌介绍，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所属的2万余
户主要生产型子企业目前开工率已经超过80%，石油石
化、通讯、电网、交通运输等行业开工率目前已经超

过95%，有的已经达到100%。
在近两周的时间内，中央企业充分

发挥主力军、国家队作用，全力支援保
障疫情防控阻击战。其中，中央企业承
担了全国100多家专门医院的设计建设改
造任务。电力、石油、通信等企业全力保
障，按期建成了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
医院，同时，13 家中央企业先后从所属医
院抽调 5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央企
近万名医护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央企在
湖北的医疗机构全部被列为当地发热门
诊定点医院和疑似病例收治医院。

“航空企业在春节旺季受到航班大面
积停飞，退票的影响比较大。”任洪斌
说，“对于旅游企业，他们关闭了景区、
酒店、零售店，生产经营也受到了较大
影响。”任洪斌认为，虽然疫情对航空、
旅游等个别行业影响较大，但是相信随
着疫情的日趋缓解和最终消除，这些行
业的需求一定会出现反弹，并逐步回到
正常状态。

任洪斌说，“我们将坚定信心，咬住目标任务不动
摇，确保任务不变、压力不减，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各
项目标任务，为全国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的支撑。”

任洪斌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有序、率先带头复
工复产，全力以赴保持生产经营稳定运行；加强形势
研判，强化预测预警，及时制定应对措施；牢固树立

“过紧日子”的思想，加大降本节支、提质增效的工作
力度；指导企业用好用足国家应对疫情出台的金融、
财税等支持政策，做好结构优化和稳产稳收工作。

2 月 18 日，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联
合发布通知，就疫情防控期间加强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要
求。这是特殊时期，财政护航经济社会平
稳发展所作出的最新努力。分析人士指
出，在这关键时刻，各级财政在保经费、
护民生、稳运转、补短板、促发展等方面
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既契合财政资金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基本定位，又充
分体现出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
优势。

确保防疫资金无忧

2 月 17 日下午，武汉火神山医院感染
科二病区的两名康复患者达到出院标准，
在医护人员的陪伴之下走出了病房，火神
山医院的治愈名单又长长了一些。

这一温暖场景的背后，是医护人员的精
心治疗，也有财政资金的全力支持。财政部
社会保障司司长符金陵介绍，为了应对疫情
防控需要，中央财政拨付湖北省中央基建投

资补助资金 5亿元，主要用于支持武汉火神
山、雷神山两个医院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
以及相关医院重症治疗病区建设。

除此之外，财政资金在阻击疫情过程
中还发挥了很多作用，包括：对确诊患者
个人负担费用实行财政兜底、参加疫情防
控的工作人员享受工伤待遇保障、对参加
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线医疗卫生人员给予定
额临时性工作补助、对紧缺医疗物资及防
护设备进行采购等。截至 2 月 14 日，各级
财政已安排疫情防控补助资金 901.5 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安排252.9亿元。这些，无疑
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无论是‘火
神山’‘雷神山’专用医院建设，还是一线
医疗防护用品调配，抑或是重点地区基本
生活物资供应，都离不开财政这个最重要
的资金来源。在特殊时期，财政不仅可以
使用原先编列的应急资金，还可以临时筹
集资金，并通过特定机构发行债券来吸纳
社会资金，最终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

长赵锡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护航企业复工复产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减轻企业压力、护
航复工复产等方面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财政部部长刘昆撰文指出，减税降费
是积极财政政策最重要的体现，财政把更
多资源让渡给市场主体，有利于进一步激
发市场活力、培育内生动力。实施大规模
减税降费，短期内财政收支矛盾会凸显，
但从长远看，随着企业效益改善、税基扩
大，财政收入形势会逐步好转。要算大
账、算长远账，即使眼前困难再大，也要
坚决落实落细相关政策措施，把该减的税
减到位、把该降的费降到位。“当前，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关键是把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落实到位，让
企业轻装上阵。”刘昆强调。

面对疫情，各地财税部门陆续出台有
力措施，通过减税、降费、增补贴等方式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稳定社会生产和就

业。例如，广东为帮助受疫情影响企业减
轻工资支付压力，对职工因疫情接受治疗
或被医学观察隔离期间企业所支付的工资
给予稳岗补贴；北京针对受疫情影响纳税
申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推出最长不超过3
个月的延期缴纳税款措施；浙江加快各级
财政涉企资金的拨付进度，确保各类资金
及时拨付到有关企业……

“财税部门提供的减税降费、贴息免
息、缓交税款、出口退税、精简流程等举
措，有助于为广大企业营造出良好的开工
条件，化解疫情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影
响。”赵锡军说。

为高质量发展搭台

如今，财政部门在积极帮助企业复工
复产、渡过难关的同时，也积极为推动中
国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谋篇布局。

刘昆透露，在扶贫方面，未来要进一
步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集中兵力打好

深度贫困歼灭战，政策和资金重点向“三
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在产业升
级方面，要创新财政资金支持制造业发展
方式，引导资本、资源向战略关键领域聚
焦，促进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在促进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要抓紧研究出台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财税支持
政策；在生态建设方面，要集中资金支持
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标志性战
役等等。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
学智认为，为了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未来财
政政策应在稳增长以及促进“六稳”上发
挥更大作用。刘学智表示，从专项债使用
领域来看，预计今后财政发力将主要集中
在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项目、民生服
务领域以及5G基础设施、现代流通等与消
费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

赵锡军进一步指出，此次疫情暴露了
国内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不足、医疗资源应
急储备不够等诸多短板，财政资金今后应
向这些“补短板”领域有所倾斜。

一手抓防疫，一手促发展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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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增效，财政关键时刻办大事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央企所属生产型子企业开工率超80%

本报北京2月 18日电 （记者
欧阳洁）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
截至 2 月 18 日，30 家在华外资银
行和大陆台资银行提供疫情防控及
支持相关企业生产专项授信等贷款
已超 74 亿元人民币，贷款在现行
利率基础上普遍下调0.5-0.75个百
分 点 。 捐 款 超 过 4350 万 元 人 民

币，并捐赠医疗物资约79万件。
据介绍，中国银行业协会已向

全体会员单位发出倡议，以优质快
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疫情防控，
得到外资银行和台资银行的积极响
应。外（台）资行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多项举措，如汇丰中国、渣打银行、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三菱日联银行

等利用全球网络优势和业务专长，
从海内外调配并采购抗疫物资，东
亚银行、恒生银行、花旗银行和星展
银行免除疫情相关捐赠及医疗采购
汇款等业务手续费，调整系统支付
金额上限，开辟绿色审批通道，并提
高线上金融服务效能，快速向疫情
防控企业提供综合授信。

在华外资银行提供防疫贷款超74亿元

新华社北京2月 18日电 （记
者刘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末，中国境内股票市场投资者数量

突破1.6亿，达到16055.3万，其中
A股市场投资者数量逼近1.6亿。

统计显示，1月新增投资者数
量超过 80 万。截至 1 月末的投资

者中自然人数量 16016.97 万，其
中已开立A股账户投资者15955.62
万，已开立B股账户投资者237.76
万；非自然人投资者达到 38.33
万，其中已开立 A 股账户投资者
36.18 万，已开立 B 股账户投资者
2.19万。

A 股市场投资者近 1.6 亿

据新华社北京2月 18日 （记
者胡璐） 记者 18 日从水利部了解
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水利
部在抓实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
安排各项生产任务，有力推动水利
工程复工和在建项目建设。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说，2 月以
来，全国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系统建

立了“日报告”制度，水利部每日汇
总疫情防控期间全国水库大坝安全
运行、功能发挥情况。截至 2 月 14
日，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和 6 个流域机构、综合事
业局、小浪底管理中心管理的 4032
处重要水利工程，工程安全运行，供
水等功能正常发挥。其中，大型水库

516座，中型水库3515座，防洪工程
（南四湖防洪工程） 1处。

各地水利部门也稳步推动复
工复产。山东省水利厅对重点水
利工程复工作出具体安排，要求
春节期间停工的已开工项目以及
近期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于 2
月 15 日前全面复工开工；其他项
目要加快前期各项手续办理，及
早落实开工条件，确保 2 月 29 日
前全部开工建设。

水利部门推进水利工程复工

义乌小商品城开业
2月18日，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开市。小商品城的经营户和采购商经过扫描体温测量、“健康码”、信息审核

等环节进入市场交易。图为客商在义乌小商品城一区一家玩具商铺采购毛绒玩具。 龚献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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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贵州省习水县
309名农民工在交警和医生的全
程护送下，集中乘车前往福建
务工。这是习水县2020年决战
脱贫攻坚春风行动暨新冠疫情
期间劳务输出组织的首批外出
务工的农民工。习水还将继续
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外出农民
工有序返岗复工。 习 融摄

连日来，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积极做好企业对接服务工作，引导企业强化员工招聘
管理，并开展“网上春风行动”，推出4000多个岗位，鼓励返乡务工人员在家乡就近就
业，使近千名返乡务工人员和技术型工人在疫情防控时期实现“家门口”就业。图为2
月17日，在嘉禾县经济开发区巨人机床有限公司，技术工人正在加工机械铸件产品。

黄春涛摄 （人民视觉）

网
上
﹃
春
风
﹄
助
就
业

搭上快车去复工搭上快车去复工

春节以来，位于四川省遂宁市的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中
油气矿磨溪天然气净化厂满负荷生产，平均日产天然气 445 万立方
米，全力保障区域内民生和工业用气安全稳定供应。图为2月18日，川
中油气矿磨溪天然气净化厂工人正在抄表。钟 敏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