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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出台“稳经济152条”，真抓实干稳住经济大盘

鼓励各区发放消费券惠民券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穗发宣

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落实力度；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人群存续的个人住房、消费等贷款调整还款计划；鼓

励各区发放消费券、惠民券等活跃消费市场；全面取消对来自疫情低风险地区货运车辆的防疫通行限制；抓紧出台实施住房公

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记者从广州市发改委获悉，广州市近日印发实施《广州市贯彻落实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

施〉实施方案》（下称“稳经济 152条”），对国务院部署的 6方面 33 项和省 6方面 131项具体政策细化落实，并结合广州实际进

一步拓展延伸，形成 6方面 152项政策措施，重落实、强操作，力推各项助企纾困举措落地见效。

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落实

力度，6 月 30 日前集中退还微型企

业、小型企业以及制造业等行业中型

企业、大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建立

跨部门协商工作机制，确保留抵退税

资金及时足额退付企业；受疫情影响

纳税确有困难的纳税人，可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困难减免。

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

用，加快今年中央和省已下达的专项

债券发行使用进度，围绕新型基础设

施、新能源项目、公共服务、老旧公用

设施改造、消费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快

谋划储备一批专项债券项目，继续争

取更多专项债额度，引导商业银行对

符合条件的专项债券项目建设主体

提供配套融资支持。

用好政府性融资担保等政策，发

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尽职免责机

制的引导作用，加大对符合条件的科

创、涉农、小微和受疫情影响企业的

融资增信支持力度。

落实社保费缓缴政策，在确保各

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的前

提下，对符合条件地区受疫情影响生

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所有中小微

企业、 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

户，阶段性缓缴养老、失业、工伤三项

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缓缴期限阶

段性实施到 2022 年底。

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

度，降低中小企业参与门槛，预留采

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鼓励

推行预付款制度； 加大稳岗支持力

度，深入实施“就业 3.0 版 25 条”政

策，支持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稳定岗位，对困难毕业生实施专项帮

扶。

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企业的纾困

支持力度， 降低市场主体用水用电用网等成

本，设立6个月的费用缓缴期，缓缴期间免收

欠费滞纳金。 推动阶段性减免市场主体房屋

租金。 严格落实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

生产、 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

进项税额分别加计10%和15%抵减应纳税额。

助推企业复工达产，编制出台《广州市支

持汽车及核心零部件产业稳链补链强链的若

干措施》，实施“供应商AB近地化策略”。 积极

落实省部联动和区域互认， 协同推动产业链

供应链企业复工达产。 有序推进15分钟核酸

采样服务圈建设。

确保交通物流畅通， 全面取消对来自疫

情低风险地区货运车辆的防疫通行限制，不

得擅自阻断或关闭高速公路、普通公路、航道

航匣，严禁硬隔离县乡村公路，不得擅自关停

高速公路服务区、港口码头、铁路车站和民用

运输机场。 严禁限制疫情低风险地区人员正

常流动。 常态化运行广州市国际供应链畅通

工作专班机制，落实落细“供应链畅通13条”

措施。 加快建设布局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

物流基地，推动应急物资储备基地建设，加快

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

积极吸引外商投资，持续开展21条“链长

制”产业链招商，联合商协会等载体共建“广

州外商投资服务工作站”。 对急需办理商务签

注或暂时无法网上备案登记的企业，无需“先

备案，后办理”，实现港澳商务签注单位备案

登记和个人申请“只跑一次”。

抓紧出台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

策，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可按规定申请缓缴住

房公积金，受疫情影响的缴存人，不能正常偿

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作逾期处理，不作为

逾期记录报送征信部门。 完善农业转移人口

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支持政策， 深入推进

“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

“羊城行动”，提高劳动者就业技能，缓解企业

结构性用工短缺。 推进落实广州市特殊工时

试点工作，稳定企业用工。

完善社会民生兜底保障措施， 落实好社

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

制，统筹救助资源，针对救助对象的特点和需

求精准补贴，对发生局部聚集性疫情的地区，

做好米面油、蔬菜、肉蛋奶等生活物资保供稳

价工作；健全应急医疗服务体系，指导医疗机

构制定应急预案，满足特殊群体就医需求，建

立社区与对口医疗机构的直通热线、 衔接医

疗服务，保障急危重症患者救治诊疗。

财政政策 落实社保费缓缴政策

加快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加快推

动交通、水利、地下管廊等基础设施

投资，抓紧启动新一轮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规划报批，对纳入规划的交通项

目， 抓紧推动上马实施广湛高铁、广

佛环线、广花城际等项目建设，推进

广州铁路枢纽能级提升工程，开工建

设广州至广州南联络线等轨道项目，

助力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推动地

铁 10、11、12 号线等 10 个地铁项目

和黄埔有轨电车 2 号线加快施工，力

争上半年轨道交通“攻城拔寨”项目

完成投资 390 亿元， 全年超 800 亿

元。

全力推进工业投资， 加快新建、

改建一批标准化厂房，为优质成长型

制造业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空间；进一

步加大技改力度，加快推动 800 家工

业企业技术改造，全年新增 560 家规

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稳定和扩大民间投资，落实《广

州市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参与重点领

域建设的指导意见》， 加快组建广州

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基金；积极开展

基础设施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RE－

ITs）试点，规范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支持国有资本运营

平台合理扩大融资规模，重点投向本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大项目。

加大促消费力度， 发动金融机

构、餐饮电商平台、餐饮企业持续开

展餐饮促销活动，推动各类促销活动

适当向实体店消费倾斜。举办直播电

商节，支持精品书店、文博场馆、影院

剧场适当延长营业时间， 支持各区

以划定区域等方式扩大外摆经营场

所， 鼓励各区发放消费券、 惠民券

等活跃消费市场。 宣传落实好省汽

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政策， 鼓励购

置新能源汽车， 办好汽车消费节，

鼓励生产端、 贸易端、 消费端联合

促消费； 进一步优化汽车使用管理，

做好节能车增量指标配置额度和临

时放宽节能车增量指标申请条件工

作， 不新出台限制汽车购买的措施；

全面实施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全

国“一证通办”措施，放宽流动人口在

广州市购车条件。

稳投资促消费政策 支持精品书店、文博场馆、影院剧场适当延长营业时间

健全完善粮食收益保障等政策，

加快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市

级种粮千元补贴政策，推出“穗供易

贷”“农服易贷”等金融产品。

抓紧推动实施一批能源项目，建

成投产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联产项

目、 广东电网直流背靠背广州工程，

新增骨干电源装机92万千瓦；协调推

进广州开发区东区“气代煤”天然气

热电冷联产、珠江LNG电厂二期骨干

电源等项目建设；开工建设黄埔电厂

“气代煤”电源项目；推进电源项目燃

气供气管道建设。提高能源资源储备

能力和水平， 做好有序用电预案，督

促燃煤发电企业落实存煤要求。

保粮食能源安全政策 加快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鼓励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

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引导金融机构对

中小微企业（

含中小微企业主

）和个

体工商户、货车司机等贷款实施延期

还本付息。对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

疗或隔离、受疫情影响隔离观察或失

去收入来源的人群，引导鼓励金融机

构对其存续的个人住房、 消费等贷

款， 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延

长贷款期限、延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

款计划；对符合条件的延期贷款坚持

实质性风险判断，不单独因疫情因素

下调贷款风险分类， 不影响征信记

录，并免收罚息。

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力度，鼓

励保险机构设立企业疫情险，为投保

且因突发疫情导致的企业停产或停

业给予一定额度赔付；督导和支持市

属法人银行增加发放涉农贷款和普

惠小微贷款，发挥“粤信融”“中小融”

“信易贷”等地方金融服务平台作用，

便利中小企业进行融资。

提高资本市场融资效率，构建符

合资本市场规律的培育机制，指导支

持企业完善上市和发债条件，建立科

技型企业上市后备数据库，完善科技

型企业上市“绿色通道”制度。

加大金融机构对重大项目的支

持力度， 在不新增隐性债务的前提

下，支持金融机构加大中长期信贷投

放力度， 灵活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在

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支持保险资金通

过债权计划、股权计划、公募 REITs

等多种方式，投资交通、能源、水利、

环保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

程。

货币金融政策 引导金融机构实施延期还本付息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

降低市场主体用水

用电用网等成本

保基本民生政策

实施住房公积金

阶段性支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