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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复苏进行时 增强经济回升动力

郝兆临

河南许昌：
陆续印发了《许昌市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实施细则》等复工
复产文件，成立了 9 个市级协调服务组，对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企
业，
出台了 18 项硬核支持举措，
引导帮扶企业做好复工复产。
新疆克拉玛依：
出台《克拉玛依市行政审批领域提高服务效率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措施二十条》，从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推进便企利民举措、加大创
新服务支持等多方面全力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辽宁鞍山：
进厂房，下乡村，访市场，开座谈……深入一线实施“春风行动”
六大工程，17306 名政策信息员深入企业，将政策带下去，把问题带
上来，
精准推动各类企业开复工。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
强调，要抓紧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精准有序扎实推动复工
复产。为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复工复产，全国多地均严格落实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属事属地
主体责任，不断出台硬核措施，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打通企业复工复
产“最后一公里”，
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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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鞍山：
“春风行动”
蓄积企业发展动能

河南许昌：18 条
“硬核”措施全力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2 月 26 日上午，河南省许昌市东城区
组织的 3 辆大巴车载着 63 名四川务工人员
安全返回许昌。为保证企业有序复工复
产，东城区采用“点对点、一站式”包车、定
制化的运输方式，集中组织省外农民工返
工 复 工 ，此 次 远 赴 四 川 省 眉 山 市 ，全 程
1325 公里，
共组织 63 名务工人员。
“我们积极做好与当地政府对接工作，
严禁途中分流人员或者搭乘包车合同以外
的人员。同时，工作人员按照要求严格做
好车辆运行安全管控、防疫消杀、乘客测温
等各项措施，
乘车人员、随车人员和驾驶员
均按照要求佩戴口罩，车厢后部预留部分
座位用于途中留观使用，运输过程中人员
用餐实行分餐制，全力确保安全。”当地人
社部门负责人如是表示。
这只是许昌市全力服务企业、促进复
工复产采取的实际行动之一。
据悉，为早日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春

节过后，许昌市陆续印发了《许昌市企业
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实施细则》等四个指导
疫情防控期间的复工复产文件，明确了适
用范围、复工时间要求、申请条件、审核批
准流程、疫情防控要求、信息报送等重点
环节，为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提供了翔实的
指导性意见。尤其是对受到疫情影响、生
产经营遇到困难的企业，许昌市出台了涉
及加大信贷支持、企业用工支持、减轻企
业负担等方面的 18 项支持举措。比如对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提供减免企业房
租、减免企业税费、延期缴纳税款等多项
保障性举措。
同时，许昌市委还成立了 9 个市级协
调服务组，
统筹人员力量和工作资源，
由市
级领导牵头，
许昌市发改、工信、商务、交通
运输等涉企重点市直单位参与，分片包干
联系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省市重点项
目，
深入企业项目一线调研，
“点对点”包企

业、
“一对一”搞服务，
及时掌握解决企业项
目复工复产的实际困难，引导帮扶企业做
好生产组织安排。
在复工复产工作中，许昌市充分运用
了信息化手段，
推出“线上”服务，
企业可利
用“I 许昌”APP 网上复工复产申报系统和
专门用于复工人员健康信息自动化比对的
筛查软件。按照轻重缓急和分批分期原
则，安全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此
外，许昌市还组织中小企业参加“企业微
课”线上培训，
为中小企业送政策、送技术、
送管理；协调 13 家信息化服务商，免费提
供 11 个智慧抗“疫”信息化产品，帮助企业
开展“云端办公”。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上旬，许昌市百户
重点企业已全部复工，日用电量达到正常
生产日的 90.73%。全市 1431 家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
达到了“应复工
尽复工”
要求。

新疆克拉玛依：马力全开 当好复工复产
“服务员”
3 月 16 日，在新疆克拉玛依市政务服
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克拉玛依宏福农
业有限公司在缺少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情况
下，
仍然完成了公司注册登记相关手续，
现
场领取了营业执照。
这得益于克拉玛依市政务服务和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实施的“容缺办理”政策。这
也是该中心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为企业
服务的一个缩影。
据悉，为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
产企业复工复产，
保持产业链总体稳定，
克
拉玛依出台了《克拉玛依市行政审批领域
提高服务效率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措施二十
条》，从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减轻企业经营
负担、推进便企利民举措、加大创新服务支
持等多方面全力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为推进便企利民，
政务服务部门、自然
资源部、市场监督管理部等多个部门联动，
梳理完成共 50 个“一件事”流程优化，并制

作完成配套的办事指南、改革对比表、容缺
事项表等。政务平台“一件事一次办”套餐
服务功能也正在开发中。市政务服务和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还全力推广网上办理和掌
上办理业务，
力争让居民和企业足不出户，
就可以完成各项行政审批业务，减轻大家
的负担。
为确保企业复工复产防控物资保障充
足，
克拉玛依市制定了《克拉玛依市复工复
产防疫物资保障工作方案》，
建立了企业防
控物资复工复产专库，由市城投公司会同
各商会、协会共同采购，
搭建了企业防疫物
资供需信息平台，
汇总企业需求，
解决企业
困难。截至目前，全市大部分企业已在平
台完成注册，新复工企业的疫情防控物资
得到有效保障。
为强化交通运输保障，克拉玛依市对
疆内货运车辆实行“防疫零检查”，日进货
量 1.8 万余吨，对疆外货运车辆，按照防输

入的管理要求，实行集中管理，日进货量
500 余吨。
为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克拉
玛依市财政局安排 3000 万元资金，制定支
持政策，
专项用于保供企业费用补贴、贷款
利息补贴和担保贷款风险补偿，贴息比例
高达 50%，担保风险补偿比例 100%。截至
目前已办理中小企业贷款 1.25 亿元。
除此之外，克拉玛依市商务局按照一
名复工复产辅导员对应 3 家企业的模式，
向 104 家企业派出复工复产辅导员，一方
面指导疫情防控，
另一方面贴近企业，
采取
“一企一策”的原则，帮助企业解决在复工
复产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全力推进企业复
工复产。
据了解，截至 3 月中旬,克拉玛依市个
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已复工复产 8538 家，
复工复产率 69.08%，累计返岗人员 18063
人，
返岗率 53.98%。

“第一时间送达惠企政策，市里主要领导
还深入企业现场办公解难题，
这种’
一企一策’
的精准帮扶，让我们如沐春风。”连日来，辽宁
鞍山市党员干部深入企业一线，主动对接送
政策、精准施策解难题的做法，赢得企业广泛
称赞。截至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
超 95%，
服务业企业正加快全面复工复产。
进厂房，下乡村，访市场，开座谈，深入基
层一线，将政策带下去，把问题带上来，对冲
疫情影响、解决瓶颈问题……据了解，为加快
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
序，鞍山市深入实施“春风行动”六大工程，
17306 名政策信息员深入企业，通过主动对接
送政策、建立完善领导干部企业现场办公制
度、助力企业逆势成长等举措，打通“堵点”、
补上“断点”，
加快推进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具体到实际，为帮助企业缓解因停工、半
停工带来的薪金压力，增加职工收入，帮助企
业留住人才，鞍山市鼓励吸引更多企业职工、
个体工商户、商超销售人员参加网上带薪培
训，有针对性地提升职工技能，每名参与人员
可补贴 1000—5000 元不等。目前，有现代服
务学校、信息工程学校、技师学院、工程技术
学校、交通运输学校 5 家培训机构，按需设置
培训课程，开设 11 期带薪职工培训班，已开设
22 个专业、82 个班，共计 8211 人次参加培训，
受益企业 367 户。
为全面兑现政府贴息、信贷支持、降低融
资成本、融资增信、应急转贷、担保支持、保障
性金融服务等政策，鞍山市通过制定金融重
点扶持企业“白名单”，两批纳入 637 户企业，
为 467 户企业发放贷款 21.9 亿元。鞍山市还
通过财政贴息减轻企业利息负担 1 亿元，为
246 户企业协调转贷、续贷、展期 118.8 亿元。
不仅如此，鞍山市还通过整合中央和省
相关政策文件，制定疫情期间专项减税降费
政策目录清单。1—2 月份，
全市 2 万多户中小
微纳税人预计减少税收收入近 1.5 亿元；阶段
性免征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
全年预计减轻企业保费负担 13.5 亿元；预计
为 439 户企业减免房租 400 万元。业已发放
流 动 资 金 贷 款 132 万 元 ，解 决 了 企 业 燃 眉
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