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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他山之石

政策法规

聚焦长三角

天气在升温，而经历了“严寒”的平

台经济似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

最近，利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氛围逐

渐烘托起来，传来阵阵暖意。

5月17日，全国政协召开“推动数字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

出，企业家是最重要的创新主体，要支持

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研究

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具体措施，

鼓励平台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

目。

此外还提出“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

外资本市场上市”，众多财经媒体以此为

标题推送新闻。

5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工作的通知》，要求设置好“红灯”、“绿

灯”，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带动更多

就业。

平台经济在拉动就业方面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在外界看来，2022 年就

业压力加大，在此态势下，官方也期望

平台经济在健康发展中继续为稳就业

出力。

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会议要求，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

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

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的具体措施。

申万宏源首席策略分析师王胜认

为，“支持”这一提法尤其重要，亮明了中

央态度，表明引导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

展的政策将进一步明确，大型平台公司

整改工作有望加快完成。对于资本市场

而言，这一重要信息也有望给境内外投

资者吃下“定心丸”。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

行副院长董煜指出，在专项整改阶段

性任务基本实现原定目标的情况下，

下一步工作重点更多转到常态化、综

合性的监管，目的是为了平台在规范

的基础上实现健康的发展。也就是

说，在设置好资本“红绿灯”的前提下，

还是会继续支持平台经济的发展，只

要它是规范的健康的服务，还要继续

去支持。

3 月 16 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

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会议指出，关于

平台经济治理，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针完善既定方

案，坚持稳中求进，通过规范、透明、可

预期的监管，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

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红灯、绿灯都要

设置好，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提高国际竞争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

刚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上市平台企

业市值大幅缩水，和国际顶尖领先公

司差距日益拉大。要按照市场化法

治化的原则进行监管，为平台企业的

发展留够足够的空间，同时相关监管

要有比较明确的一些边界，让市场形

成一个稳定的预期，扭转当下预期转

弱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平台经济治理

的积极信号频频出现，国际投行也出现

了转向。

在 3 月大幅下调相关评级后，摩根

大通突然全面翻多，集体上调阿里巴巴、

腾讯、百度、美团、京东、网易、哔哩哔哩

等一众中国互联网公司评级。其中，将

阿里巴巴、腾讯、网易、美团等评级上调

至超配。

摩根大通在研报中表示，中国互联

网行业正在摆脱各种不确定性上升的局

面，将受到短期及长期基本面因素的驱

动，因此公司股价或将超预期上涨。

美东时间周二，美股三大指数集体

上涨，其中，热门中概股普涨，阿里巴巴

涨 6.41% ，拼 多 多 涨 6.13% ，百 度 涨

4.79%，京东涨4.15%。

不确定性减少，政策风向转好，一个

全新春天或许越来越近了。

据吉林日报讯（记者 张雅静）“这

笔 686 万元的退税资金就像是一场

‘及时雨’，资金到账后我们立即购买

了种子和化肥，推进研发工作，解决了

公司的燃眉之急。”大安

市中科佰澳格霖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潘修

强表示，“农业技术研究

试验也要抢抓农时。留

抵退税不仅增加了企业

现金流，更让企业发展得

更有信心和底气。”

“在助力企业纾困解

难，有效应对疫情，克服

经济下行压力当中，增值

税留抵退税是最直接、最

有效、更公平的政策手

段。”省财政厅副厅长王

立东介绍，省财政厅把落

实留抵退税政策作为财

政部门首要任务，主要采

取了三个方面措施：

抢前抓早、第一时间

释放政策红利。今年年

初，党中央、国务院刚刚

推出加大留抵退税力度

的政策，省财政厅立即研

究政策实施路径、准备实

施方案、摸清退税底数，

确保在4月1日如期实施

留抵退税，把“真金白银”

及时送到企业。

保障有力、为退税提

供全方位财政支持。一

是保障好资金需求。按

照与留抵退税规模相匹

配的原则，省财政厅及时分配市县补

助资金，均衡省域内区域间退税负

担。建立资金预拨机制，对退税资金

实行单独测算、逐月预拨，动态保障各

级国库存有半个月退税资金。开通资

金拨付“绿色通道”，节假日安排专人

值守，对大额退税及时反应，当天就快

速精准调度库款，足额保障退税资

金。二是保障好资金安全。省财政厅

将留抵退税专项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监

控系统，根据资金性质、特点和管理要

求，完善预警规则，充分

发挥监控“千里眼”作用，

对资金拨付使用情况实

行“日关注、周调度、月通

报”，防止资金闲置挤占

挪用，确保资金直达基

层、直达受益企业。三是

强化体制机制保障。省

财政厅会同省税务局、人

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建

立并不断完善留抵退税

政策落实协调机制，在部

门间开展信息实时共享，

畅通问题反馈渠道，形成

工作合力，提高退税效

率。这些举措进一步加

快了留抵退税政策实施

进度，促进政策红利直达

快享。

全面宣传、打造全社

会 共 同 推 动 的 良 好 氛

围。加强财政部门内部

宣传，培训一线人员“懂

政策、能操作、会解释”。

并推动政策直达纳税人，

引导纳税人早知晓、早受

益。

截 至 5 月 17 日 ，吉

林省已有 9359 户企业完

成留抵退税退库，退还

总金额达 90.38 亿元，留

抵 退 税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果，帮企纾困解难、助企复工复产。

今年吉林省预计退税近 200 亿元，省

财政厅将继续会同税务、人民银行

密切关注留抵退税政策落实情况，

持续在财力和资金上对基层给予大

力支持，加强资金监管，确保留抵退

税工作顺利推进。

据经济日报讯（记者 吴浩）近

日，为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的

影响，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加快落实

退税减税降费等减负纾困政策，企

业“免申即享”惠企政策，政府相关

部门“快办直达”助企纾困，实现企

业申报“零跑腿”、资料表单“零填

写”，提升企业发展信心。

“企业不用申请，人社部门就向

我们发放了 38.9 万元稳岗补贴，政

策很暖心。”牡丹江富通汽车空调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安森盛告诉记者，

疫情之下，企业生产的燃油汽车空

调压缩机销量大幅下滑，企业面临

不少困难，稳岗补贴“太及时了”。

4 月份以来，牡丹江人社部门迅

速启动 2022 年度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发放工作。在工作中，牡丹江采取

企业“免申即享”发放办法，通过社

保系统筛查出符合稳岗返还条件企

业名单，经公示后将稳岗补贴直接

拨付到账户，并告知企业。目前，牡

丹江已全部完成 1716 户参保市场主

体的摸底工作，预计惠及企业 1700

余户，拟返资金 3800 余万元，稳定岗

位8.9万个。

为推动重点企业复工复产、稳

定工业运行，牡丹江工信部门还对

重点企业实施“网格化”动态服务

管 理 ，创 新 设 置“ 网 格 长 ”“ 网 格

员”，及时帮助企业解决人员返岗、

原料供应、疫情防控、融资等方面

问题，帮助绥芬河市、爱民区等因

疫情停产的企业提前做好复工复产

准备。

“我们企业主要生产货运火车

转向架零配件，今年订单较好，但疫

情扰乱了企业正常的生产节奏。很

多原材料要从省外购进，工信部门

及时协调解决了原材料运输难题，

目前企业生产平稳有序。”牡丹江中

车金缘铸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

欢说。

资金短缺是疫情之下企业面临

的主要困难之一。“我们因银行贷款

到期，造成资金链紧张。通过政银

企对接，我们得以通过无还本续贷

方式解决资金问题。”牡丹江轴承制

造有限公司经理孙海升说。

今年一季度，牡丹江 6 个主导产

业规上企业发展到 275 户，实现工业

总产值 34.9 亿元，同比增长 6.4%。

“目前，牡丹江经济运行整体平稳。”

牡丹江市副市长李玉俊表示，牡丹

江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影响，坚定不

移推进工业立市、工业振兴，用心用

力用情当好企业的“服务员”，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疫情期间一些违法违

规行为的法律后果一定要了解。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小区、超市、菜市

场、酒店等公共场所，不佩戴口罩且经劝阻无效

的，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

答：疫情防控时期，在上述场所拒不配合

管理人员的劝导配戴口罩的，涉嫌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

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

的，可能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

下简称《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

疫情防控期间，居民外出聚集、聚会的，将

会带来什么法律后果？

答：在疫情防控期间，居民违反规定外出参

加打牌、餐饮、娱乐等聚集活动，经劝阻无效的，

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

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引

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确诊病人、病原携带者，隐瞒病

情、瞒报行程信息，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能涉嫌

违反《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

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故意隐瞒病情、行程或接触史的，会承担哪

些法律责任？

答：在疫情防控期间，隐瞒病情、瞒报行程

信息（尤其是重点地区旅居史）、隐瞒与确诊病

例或者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的，涉嫌违反《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200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

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

反《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确诊病人、病原携带者，隐瞒病情、瞒报行程

信息，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造

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构成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据吉林日报讯（记者 祖维晨）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进一步畅通残

疾人两项补贴申领渠道，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自5月15日起，全

国范围内实行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全程网办”。

实行“全程网办”后，残疾人可通过登录国家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民政通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及小程序、吉林省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吉事办小程序等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查询、修改残疾人两项补

贴证明材料，实现“一次注册、多点互认、全网通行”。针对残疾人身体

功能障碍可能产生的特殊需求，在积极推进线上申请无障碍改造的同

时，继续保留线下服务窗口，实现线上线下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落实两项补贴制度，省民政厅会同省财政厅、

省残联，不断改进工作，2021 年 4 月实现了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

办”。今年3月，建立了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目前，我省共有

28.36万残疾人享受生活补贴，32.88万残疾人享受护理补贴，每年发放

两项补贴资金近6亿元。

5月17日，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厂

区内，一批新产品正在装箱，即将发往大洋彼岸。

疫情期间，沈阳富创在各级政府帮助下封闭生产，

未耽误一份订单，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长87.5%。

这样的场景，在辽宁省并非个例。今年以

来，受原材料价格上涨、订单不足、新冠肺炎疫

情多发散发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小企业生产经

营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辽宁省及时采取一系

列措施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推动全省民营经

济实现平稳发展。

一季度，全省实有民营经济市场主体432.9万

户，同比增长10.4%；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023.9亿元，同比增加9.2%。中触媒股份、何氏眼

科两家民企上市，全省境内上市民营公司达52家。

3月以来，辽宁省接连出台《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帮

扶力度的政策措施》等4个政策文件共计108条

措施，减轻企业负担，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等12个部门组成全省经济运行

保障专班，共解决交通运输、重点生活物资生产

等问题1500余个，办理通行证8万余张。推动

跨省产业链畅通，解决跨省问题50余个。

据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景）3月22日至5月13日，上海海关共计审

核通过各类出口原产地签证申请4.2万份，货值超30亿美元。其中，5

月1日至5月13日期间审核通过0.9万份出口原产地签证申请，货值超

7亿美元，环比4月份同期分别增长36%和57%，企业出口复苏迹象明

显。

5月初，位于上海的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批新冠疫苗

厂用设备装船出口摩洛哥，预计6月中旬抵达并投入摩洛哥首个疫苗

工厂的生产。货物发运后，公司进出口经理许永杰发起愁来：公司负责

进出口业务的工作人员均处于居家封控状态，如何申请出口原产地证、

需要多久才能通过审核等问题让他一筹莫展。根据对方海关要求，这

批设备需提交原产地证明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的税率。

5月12日，上海莘庄海关原产地签证关员全北平接到了东富龙公

司的求助电话后，马上通过“一企一方案”“一企一专员”模式，远程帮助

他们办理原产地证网上申请。经过补充提交运单等材料，全北平在当

晚8点办结审批签发手续，“这批价值1000多万美元的出口设备终于可

以享受最惠国税率，这给我们增添了信心”。

“近期，上海海关组织原产地签证关员24小时驻守单位，坚持在

岗，主动对外发布各业务现场值班电话和出口签证咨询电话，及时响应

企业原产地方面的咨询和诉求，高效办理签证业务，助力进出口企业享

受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各类关税减让税收优惠。”上

海海关关税处处长施敏介绍。

政策风向转好 平台经济的春天或许越来越近
中国新闻网记者 李金磊

残 疾 人 两 项 补 贴
申请实行“全程网办”

出口原产地签证金额环比增长超五成

上海企业出口复苏迹象明显

⇑5月17日，工人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

备制造基地一家电动汽车充电设备企业车间工作。

今年以来，河北省积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

各项惠企政策，为企业精准纾困解难，力保产业链稳定，多措并举

促进经济增长，取得良好效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5月18日，农业工人展示小龙虾。

当日，第22届中国·盱眙国际龙虾节开捕仪式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举行。小龙虾是当

地经济产业、商贸旅游的一张闪亮名片，产业规模超百亿元。近年来，盱眙县全面推广“虾稻

共生”新型种养模式，目前全县“虾稻共生”种养面积达66.5万亩。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5月18日，在朝阳区呼家楼地铁站外，工作人员在为共享单车消毒。

近日，共享单车运营方加强对北京市内共享单车的消毒措施，部分点

位的共享单车配备消毒洗手液，以保障市民在疫情期间的骑行安全。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瞭望环渤海

辽宁：多点发力助推中小企业平稳发展
辽宁日报记者 孙大卫

法律讲堂

疫情防控法律知识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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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再振兴

牡丹江“快办直达”助企纾困
申报零跑腿，发力稳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