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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不裁員企業返還五成失業保險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國務院日前印發《關於做好當前和
今後一個時期促進就業工作的若干意
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 15
條促進就業工作的具體意見。其中，包
括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不裁員或是少
裁員的參保企業，將獲得上年度 50%的
失業保險費返還。對此，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部副部長張義珍昨日在國新辦政
策吹風會上表示，連續出台的降低社保
費率政策，將進一步降低企業運營成

本，幫助企業緩解融資難等問題。

險金和參保職工人數確定，或按6個月的
企業及其職工應繳納社會保險費50%的標
準確定。上述資金由失業保險基金列支。

促進就業首務支持企業
《意見》提出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
促進就業的重點舉措，首要的是支持企
業穩定發展。對不裁員或少裁員的參保
企業，可返還其上年度實際繳納失業保
險費的50%。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對面臨暫時性生產經營困難且恢復
有望、堅持不裁員或少裁員的參保企業，
返還標準可按6個月的當地月人均失業保

加大創業擔保貸款貼息
《意見》還提出，要加大創業擔保貸
款貼息及獎補政策支持力度。符合創業
擔保貸款申請條件的人員自主創業的，
可申請最高不超過 15 萬元的創業擔保
貸款。小微企業當年新招用符合創業擔
保貸款申請條件的人員數量達到企業現

有在職職工人數 25%（超過 100 人的企
業達到 15%）並與其簽訂 1 年以上勞動
合同的，可申請最高不超過 300 萬元的
創業擔保貸款。
《意見》指出，各地可因地制宜適當
放寬創業擔保貸款申請條件，由此產生
的貼息資金由地方財政承擔。推動獎補
政策落到實處，按各地當年新發放創業
擔保貸款總額的一定比例，獎勵創業擔
保貸款基金運營管理機構等單位，引導
其進一步提高服務創業就業的積極性。

實施百萬青年見習計劃
同時，《意見》提出，鼓勵各地加快
建設重點群體創業孵化載體，為創業者
提供低成本場地支持、指導服務和政策
扶持。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三年
百萬青年見習計劃；將就業見習補貼範
圍由離校未就業高校畢業生擴展至 16
至 24 歲失業青年；組織失業青年參加 3
至 12 個月的就業見習，按規定給予就
業見習補貼，並適當提高補貼標準。

浙江扶民企 三年投千億
31 措促創新走出去 加大支持實體經濟
省級逾 400 億資金分配及用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浙江省 4 日宣佈將實施
10 個方面 31 項舉措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計劃三年全省統
籌千億元（人民幣，下同）各級政府性資金，着力在技術改造與
實體經濟發展、產業創新平台建設、重大技術研發、小微企業發
展、優化企業融資環境、開拓海外市場六個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為民營經濟增氧、造血、強體。

浙江省發展改革委副主任翁建榮介紹說，上
述 10 個方面包括創新、融資、用工、用

地、降成本、走出去、產權保護、公平競爭、市
場退出和訴求表達，幫助企業解決實際問題。通
過降本減負、加大融資支持力度、搭建民營企業
訴求直通平台等方式，進一步提振民企發展信
心。
「其中，省級支持民營企業的各類政府性資金
三年合計在 400 億元以上（詳細分配及用途見
表），包括安排 90 億元省工業與信息化發展及
振興實體經濟等專項資金、30億元以上省級重大
科技專項資金、15億元省級中小微企業發展專項
資金、80 億元穩外貿穩外資專項信貸資金等
等。」翁建榮介紹說，通過聯動發力，經測算，
預計市縣政府可再投入 600 億元以上，從而有千
億各級政府性資金支持民營企業。

金融機構新增貸款5000億
在提供融資方面，浙江將建立銀行業金融機構
製造業貸款相關考核機制，保障製造業貸款同比
增長，民營企業貸款佔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全
國領先。針對大企業，浙江將通過新組建省融資
擔保有限公司，由省政府對省擔保集團增資 50
億元，支持龍頭骨幹企業發債、貸款融資。
與此同時，浙江還將發揮財政資金的槓桿效
應，三年撬動萬億社會資本，助力民營經濟發
展。金融機構新增 5,000 億元用於小微企業貸
款。通過進一步降本減負政策三年累計為企業減
負達到 5,000 億元。「5,000 億新增貸款怎麼落
實？」翁建榮答道，金融機構將通過大力推進商
標權、專利權質押貸款，積極落實小微企業應收
賬款融資專項行動，進一步深化無還款續貸服
務，對長周期、穩定運行的民營工業企業按經營
周期建立融資窗口指導制度。
「同時，針對當前社會反映強烈的社保繳費的
問題，我們明確，對民企歷史形成的社保費徵繳
參差不齊等問題，不進行回溯式清算。對社保欠
費不開展大規模集中清繳，確保企業社保費用實
際負擔有實質性下降。」翁建榮說。

政府採購支持民企創新
此外，為進一步提升民企創新能力，浙江在已
經實施政府優先採購的基礎上，新增通過建設工
程招標引導民企開展產品創新，還在全省年度採
購項目預算總額中，明確為中小微企業劃定比例
不低於 30%（其中小微企業不低於 60%）的紅
線，支持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

3000 萬元

90 億元

用於新獲批牽頭承擔國家級
重大創新載體建設任務的
企業，支持產業創新
平台建設

統籌省工業與信息化
發展及振興實體經濟
（傳統產業改造）等
專項資金，支持技術
改造與實體經濟發展

80 億元
穩外貿穩外資專項信貸資金，
支持企業開拓海外市場

30 億元

20 億元

投入省級重大科
技專項資金，支
持重大技術研發

用於民營企業參與國際性展
會、出口信用保險補助等

50 億元
省「鳳凰行動」投資基金，
支持民營企業上市和併購重組

浙江 1000 億資金來源

市縣投入

省級投入

600 億

400 億

100 億元

決策機制，實施新生代企業家「雙傳
承」計劃，搭建民營企業訴求直通平
台，形成經常聽取民企的反映和訴求、
幫助民企解決困難和問題的長效機制。
浙江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王利月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浙江 11 個市加上 89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帥 北京報
道）18 集電視
紀錄片《我
們 一 起 走
過 —— 致 敬
改 革 開 放 40
第五、六集
周年》4 日晚在
央視播出第五、六集，分別講述改革開放
以來國有企業在改革中不斷發展壯大和非
公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變強的歷程。紀錄
片提到，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石油、
電信、航空、核電這些重點行業領域，越
來越多的民企和國企攜手並肩，一同鍛造
着國家脊樑。

國企解難題 不懼受責難
1983 年 ， 一 部 反 映 國 企 改 革 的 電 影

《血，總是熱的》在全國公映，片中改革的
艱難令人百感交集，第五集紀錄片即以
「血，總是熱的」為名，講述從1978年四
川6家國企率先實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
到今天國企向着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
企業奮力前進，每一步都是「解難題」。
紀錄片提到中國建材聯合重組的國企混
改經典案例。2005年，中國水泥行業惡性
競爭造成企業虧損嚴重，在「每噸利潤只
有 1 元錢」的背景下，中國建材抓住時
機，迅速重組近千家民營企業，過程中給
民企留有股份，原來的民企老闆變身「職
業經理人」。重組後的中建材一躍成為全
球規模最大的水泥供應商。
當時，將國企和民企混合重組在一起並
沒有先例。「改革者一路被質疑，一路被
責難，一定是這樣的。」中國建材董事長
宋志平在紀錄片中動情地指出，改革者不

會說聽到責難，就停止腳步。

民企闖禁區 愛拚才會贏
如果說國企改革是「解難題」，那麼民
企的改革則是「闖禁區」。第六集《愛拚
才會贏》講述私營經濟發展擴張帶來的
「姓社姓資」的爭論，一度使民營企業家
人心惶惶，許多企業不得不戴上「紅帽
子」維持生存，新希望集團劉永好四兄弟
在改革之初險些要把已賺了幾百萬的企業
「交出去」。
而為了給「闖禁區」找到依據，吉利控
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更是費盡心思。1997
年，李書福萌生造車夢，當時汽車行業尚
未對民資放開。「我是認認真真研究鄧小
平理論的，認認真真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
以來一系列的政策方針。你去研究這些政
策方針，沒有說不能突破，不能創新，不

支持龍頭骨幹企業
發債、貸款融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整理

個縣市區，剛好 100 個，所以 100 個市
委書記、市長，加上縣委書記、縣長，
跟 100 家民營企業進行座談，主要也是
面對面聽取企業的意見和建議，解決實
際困難，提振企業的發展信心。「大
家還反映一個問題，就是說這個政策
很多，很多企業搞不清楚，所以我們
還組織了百名處長下基層宣講政策的

國企民企攜手 鍛造國家脊樑

■李書福（右）在紀錄片中表示，吉利要
造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汽車。 視頻截圖
能搞汽車。」李書福在紀錄片中說。
紀錄片最後指出，中國一步步以政策、
法規、制度等方式，肯定非公經濟主體是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大軍中的重要力量。

統籌省級中小微企業發
展專項資金，支持小微
企業園建設提升、中小
微企業梯度培育和高質
量發展、中小企業公共
服務體系和融資服務體
系建設

50 億元

組建上市公司穩健發展支持
基金，引導社會資金參與化
解民營企業流動性風險

「五個一百」
活動 重解實際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在進一步提振民營企業發展信心方面，
浙江將開展「五個一百」活動，即百場
座談、服務百家龍頭企業、百名處長講
政策、百名行長進企業、百家龍頭企業
結對。同時，浙江將建立民營企業參與

15 億元

■浙江計劃三年全省統籌千億元各級
政府性資金，
政府性資金
，為民營經濟增氧
為民營經濟增氧、
、
造血、
造血
、強體
強體。
。圖為位於浙江武
義經濟開發區一家輪轂企
業生產線。
業生產線
。 資料圖片

活動。」

多照顧小微企 不能走馬觀花
王利月強調，活動不要老是盯牢幾家
大企業，要多照顧到小微企業。此外，
廳長去還是行長去，要看企業的需求，
去了不能走馬觀花、「一問三不知」，
要解決企業的實際問題。

政論專題片《必由之路》
下周二啟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隆重慶祝
改革開放 40 周年，全方位展示改革開放波瀾
壯闊的偉大歷程，由中央宣傳部、中央改革
辦、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國家發展改革
委、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新華社、中央廣播電
視總台、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聯合拍攝的 8 集
大型政論專題片《必由之路》，將從 12 月 11
日起在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黃金時段播出。
該片以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必由之路為主題，全景式回顧改革開放
40年歷程，以風雲激蕩的感人故事，鋪陳出一
部國家民族砥礪奮進的壯麗史詩，深刻揭示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建立在我們黨長期奮鬥基礎
上。這部政論專題片的播出，必將進一步增強
人們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
引下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信心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