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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纾困9条”出炉

预计可为企业减负超300亿元

□

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昨日， 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举行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介绍

相关职能部门制定纾困助企措施情况。

据了解， 为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广州市研究制定了《关于积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着力为企业纾困减

负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纾困

9

条”）

，并

正式印发实施。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陈

旭表示，“纾困9条”共推出纾困、减负、帮

扶三大类9项具体措施。 经测算，各项举

措实施后可为企业减负超300亿元。

纾困解难

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特定困难

纾困解难类主要是帮助受疫情影响

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一些特定困

难。 针对企业贷款问题，梳理受疫情影响

较大行业、 中高风险地区及实施封闭封

控管理区域内的中小微企业名单， 引导

金融机构高效对接企业融资需求， 精准

提供金融支持。 允许小微企业申请延期

还本付息、 鼓励小额贷款公司下调贷款

利率5%~10%、 用好普惠贷款风险补偿机

制和转贷服务机制等， 为企业及时“输

血”。

针对企业用工问题，对不裁员、少裁

员、 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实施普惠性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大型企业、中小微

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和以单位形

式参保的个体经济组织皆按比例返还。

针对信用服务实体经济功能问题，

提出用足用好“信易贷”等平台，完善“餐

饮信易贷”“电力信易贷”“物流信易贷”

等专属信贷产品， 为各类型中小企业提

供融资综合信用服务； 及时指导各类失

信主体开展信用修复等措施。

减负降压

减轻企业税费、社保、租金等方面负担

减负降压类主要是帮助受疫情影响

企业减轻税费、社保、租金等方面负担。

税费方面，受疫情影响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纳税申报期限可申请延期；对纳税

人在实施封闭封控管理区域或用于受疫

情影响较大行业的房产、土地在规定时间

段内免征2021年6月至7月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

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

收增值税等。对受疫情影响的“定期定额”

户，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调整定额。

社保方面，阶段性下调广州市失业保

险浮动费率、工伤保险缴费费率、职工医

保缴费费率；对全市中高风险地区及实施

封闭封控管理区域内的单位、个人，未能

按时办理缴费业务的，可以在调整为不属

于中高风险地区或解除封闭封控管理的

次月起3个月内补办补缴， 不影响个人社

保权益。

租金方面，对承租市属、区属国有全

资、国有控股及实际控制国有企业和行政

事业单位位于中高风险地区及实施封闭、

封控管理区域内非住宅物业的最终承租

人，在有效合同期内免收2个月物业租金；

承租市内其他区域非住宅物业的，在有效

合同期内免收1个月物业租金等。

定向帮扶

帮扶住宿餐饮、零售、文化旅游、

会展业渡难关

定向帮扶类主要是帮扶受疫情影响

较为集中的住宿餐饮、零售、文化旅游、会

展业渡难关。 其中，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降

低融资成本，缓解资金周转压力；对符合

条件的企业减免相应项目税费，减轻社保

缴费负担，减轻租金负担；对餐饮企业符

合条件的岗位， 经审批可实行综合计算

工时制或不定时工作制， 对保障全市尤

其是中高风险地区及实施封闭封控管理

区域群众生活必需品做出较大贡献的保

供零售企业给予适当奖励。

对配合疫情防控需要而延期且年内

继续在广州专业展馆举办的展会，按照场

租费用10%给予财政补贴，单个展会最高

不超100万元等。

各部门举措

市国资委：扩大减免租金对象范围

广州市国资委副主任崔彦伦表

示， 租金减免对象将更有普遍性、针

对性，时间节点更具灵活性。

崔彦伦介绍，除国有企业和行政

事业单位的最终承租人都可享受减

免租金的优惠；其次，对受疫情影响

严重和封闭封控管理区域的最终承

租人给予重点帮扶，减免2个月租金，

对其他区域外的承租人，考虑受疫情

影响人员流动， 消费者自觉减少外

出，消费意愿降低等因素给经其经营

带来的困难，适当给予帮扶，减免1个

月租金；对广州市初次发布疫情之日

起减免租金， 即5月21日起至政策有

效期内，最终承租人在合同有效期内

可享受1或2个月租金减免，争取做到

应减尽减； 切实将减免政策落到实

处。

市税务局：参加疫情防控取得的相关补助和奖金免征个税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副

局长王峰表示，对参加疫情防治工作

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府

规定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

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对省级及省

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对参与疫情

防控人员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

比照执行。

对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新冠

肺炎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

实物，不计入工资、薪金收入，免征个

人所得税等。

市人社局：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

长陈敏介绍，阶段性调整全市失业保

险浮动费率至2022年4月底， 原缴费

系数为0.6的下调为0.4， 原缴费系数

为0.8的下调为0.6。 自2021年5月1日

至2022年4月30日期间， 在实施省级

统筹基准费率标准和继续执行费率

浮动办法的基础上，各用人单位的工

伤保险缴费费率统一阶段性按下调

50%执行。

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职工医保

缴费率政策，用人单位的职工医保缴

费率降低为 6.35%

（含生 育 保 险 费

0.85%

）

。

市商务局：餐饮企业可经营移动餐车

市商务局副局长魏敏说，广州将

重点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区域以

及住宿餐饮、零售、会展等商贸业，提

供政策支持。 其中，餐饮企业可依法

申请区域、路段和时段的城市道路临

时占用许可，以移动餐车、快闪店等

方式参与食品摊贩经营，丰富餐饮消

费供给。

市文广旅局：鼓励旅游企业拓展业务范围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

东表示， 将出台新一轮扶持措施，对

文旅企业实施精准帮扶。鼓励旅游企

业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会活动、公

务活动提供服务，进一步拓展业务范

围。 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在减免或降

低文旅企业疫情期间的物业租金和

增值税， 延期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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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漫 通讯员 广东疾控）

记者从广东疾控获悉，目前封闭管理区暂缓开展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广东疾控中心专家介绍， 这主要有两个原

因：

原因一：封闭管理区内新冠病毒传播风险依

然存在，不能因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导致人群聚

集，增加社区传播风险。

原因二：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由新冠野病毒经

过培养、灭活等工艺制备而成，病毒已失去感染

性和致病性，但仍存在新冠病毒的核酸片段。 在

接种灭活疫苗过程中，疫苗核酸片段可能直接或

间接污染接种场所、接种人员和受种者等，从而

导致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目前封闭管

理区内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中，所以不宜同时开展疫苗接种。

广东疾控中心专家表示，请封闭管理区的市

民放心，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及时、科学、有序

组织大家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封闭管理区

为何暂缓接种新冠疫苗？

广东疾控权威回应

海珠区出台通告：

广州塔核心区实施严格管理，禁止违规放飞无人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

晓素 ）

昨日， 海珠区人民

政府发布关于广州塔核心

区域管理的通告， 凡进入

广州塔核心区域

（指西起

滨江东路广州大桥桥底 ，

东 至 阅江 西 路 黄埔 涌 西

侧，沿滨江东路

-

艺苑路

-

艺洲路

-

广州塔路

-

阅江

西路， 北临珠江以内区域

（含边界道路））

的单位和

个人， 应自觉遵守通告规

定，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自

觉爱护公共设施， 服从人

流量疏导措施。 该通告从

发布之日起执行。 违反该

通告有关规定的， 由有关

部门依法处理。

在广州塔核心区域不得有下列行为：

1.占用道路、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公共场所设摊经营、兜售物品；

2.擅自经营营业性拍照或从事其他未经批准的经营性行为；

3.机动车、非机动车（含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等）违反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

措施以及违反规定停放；

4.聚集多人开展歌舞活动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

5.违反规定放飞无人机、遥控飞行玩具等“低慢小”航空器；

6.衣着不得体、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裸露身体等行为；

7.随地吐痰，乱吐口香糖、乱扔果皮、纸屑、烟蒂、饮料瓶罐等废弃物；

8.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干扰周围生活环境；

9.乱搭建、乱张贴、在电线杆等设施和树木上吊挂、晾晒物品等行为；

10.违反规定设置、绘制、张贴悬挂户外广告、招牌及其他宣传品。

11.违反规定携带犬只进行户外活动，饲养宠物影响公共场所环境卫生；

12.重大节日或者举办大型活动期间，携带犬只进入；

13.践踏绿地，损坏绿化设施；

14.打架斗殴、寻衅滋事；

15.攀爬、翻越等危险动作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16.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非法携带匕首等

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

17.违反规定集会、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

18.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