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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9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
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
减税措施；部署加快发行和用好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在建工
程及补短板项目建设并带动消费
扩大；听取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情
况汇报，部署做好治欠保支工作。

会议指出，贯彻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保持今年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努力实现一季度平
稳开局十分重要。必须多管齐
下。发展好小微企业关系经济平
稳运行和就业稳定。会议决定，
对小微企业推出一批新的普惠性
减税措施。一是大幅放宽可享受
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
标准，同时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
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00万元、100万元到300
万元的部分，分别减按25%、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使税负降至5%
和10%。调整后优惠政策将覆盖
95%以上的纳税企业，其中98%为
民营企业。二是对主要包括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的
小规模纳税人，将增值税起征点

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
元。三是允许各省（区、市）政府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50%幅
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
地占用税等地方税种及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四是扩展投
资初创科技型企业享受优惠政策
的范围，使投向这类企业的创投
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更多税收
优惠。五是为弥补因大规模减税
降费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中央
财政将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
付。上述减税政策可追溯至今年
1月1日，实施期限暂定三年，预
计每年可再为小微企业减负约
2000亿元。

会议指出，要围绕优结构、
稳内需，更有效发挥财政货币政
策作用。落实好日前宣布的全
面降准措施，继续实施稳健的货
币政策，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适时预调微调，缓解民营企业、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保证市
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扩大就
业和消费。同时，要加快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会

议决定，一是对已经全国人大授
权提前下达的1.39万亿元地方
债要尽快启动发行。抓紧确定
全年专项债分配方案，力争9月
底前基本发行完毕。二是更好
发挥专项债对当前稳投资促消
费的重要作用。专项债募集资
金要优先用于在建项目，防止

“半拉子”工程，支持规划内重大
项目及解决政府项目拖欠工程
款等。在具备施工条件的地方
抓紧开工一批交通、水利、生态
环保等重大项目，尽快形成实物
工作量。暂不具备条件的地方
也要抓紧开展备料等前期工
作。三是货币信贷政策要配合
专项债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引
导金融机构加强金融服务，保障
重大项目后续融资。四是规范
专项债管理，落实偿还责任，严
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会议要求强化农民工欠薪
治理。各地要优先清偿政府投
资项目拖欠导致的欠薪。对企
业拖欠工资的，责令限期解决，
逾期不支付的依法从严处罚。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1月9日召开全国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安
全生产工作是保障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大事。
2018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
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成绩来之
不易。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
候！新的一年，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生命至上，树牢安
全发展理念，以防范化解重大安
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为
重点，进一步完善应急应对措施

和决策、指挥机制，深入开展道
路交通、化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专
项整治，全面排查并消除安全隐
患，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和部门监管责任，为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作出新贡献！国务委员、
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王勇出席会
议并讲话，国务委员、国务院安委
会副主任赵克志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按照李克强

总理批示要求，下更大气力抓好安
全生产工作。

会议指出，2018年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事故总量、
较大事故、重特大事故继续下
降，但风险挑战依然较多。各地
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
安全发展理念，推动各项改革任
务落实，健全应急管理和安全生
产体制机制，严格落实各方责
任，加强重大风险隐患管控治
理，创新安全监管执法，强化安
全科技支撑，完善应急救援体
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造良
好的安全环境。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昨天下午，国务院召
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
应勇在上海分会场强调，城市安
全是改革发展的基础，是高质量
发展的前提。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和全国
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始终绷紧
安全这根弦，更加细致扎实地做
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提升城市
安全治理水平，全力维护市民生
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

应勇指出，去年本市安全生
产形势总体平稳、基本受控，特
别是全市人民齐心协力，确保了

首届进口博览会圆满成功。同
时也要看到，本市安全生产事故
突出、形势严峻，安全生产工作
与超大型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精
细化管理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应勇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键之年，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和麻痹，绝不
能有须臾疏忽和懈怠。要始终
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时刻把安全
生产扛在肩上、放在心上、抓在
手上，坚决守住城市安全底线。
要始终坚持强化责任体系、强化
治理能力、强化监管成效、强化
防控重点、强化基础工作，全力
以赴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
要始终坚持检查要严、执法要
严、整改要严、追究责任和处罚
要严、各项制度的落实更要严，

涉及安全的决不手软。
应勇指出，要进一步强化安

全生产制度建设，健全长效机
制。要全面落实责任，牢牢坚持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失职追责”，牢牢坚持“管行
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
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进
一步压实领导责任、厘清部门责
任、落实企业责任。要深化改革
创新，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加快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同
时，不断创新安全监管方式方
法，更多运用科技化、市场化、社
会化手段，形成治理合力。要强
化隐患排查治理，对全市安全风
险进行全面梳理和评估，找出潜
在危险源，从严整治，真正把重
大隐患当作事故来对待，把问题
消灭在萌芽状态。

1月8日下午，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易纲就贯彻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接受了人民日
报记者欧阳洁、新华社记者吴
雨、中央电视台记者孙艳、经济
日报记者陈果静的联合采访。

记者：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

调节。会议明确，继续实施稳健

的货币政策。如何理解？央行

在这方面如何落实？

易纲：2018年，面对稳中有
变、变中有忧的内外部形势，人
民银行增强了货币政策的前瞻
性、灵活性、针对性，采取了一系
列逆周期措施，通过四次降准、
增量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等
提供了充裕的中长期流动性，基
本 有 效 传 导 到 了 实 体 经 济 。
2018年无论是各项贷款还是普
惠口径小微贷款都同比大幅多
增，货币金融环境总体稳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后，
根据会议精神，人民银行进一步
强化逆周期调节，着力缓解信贷
供给的制约因素。比如，会同有
关部门加快推进银行发行永续
债补充资本，完善普惠金融定向
降准考核口径，新年伊始宣布降
准释放流动性1.5万亿元，1月下
旬将实施首次定向中期借贷便
利（TMLF）操作等。这些措施都
有利于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
金融市场利率合理稳定，引导货
币信贷合理增长，金融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随着经济
增速下行而减弱，反而是加大支
持力度，体现了逆周期的调节。
同时，我们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将逆周期调节措施
与补短板、加强长期制度建设结
合起来，着力提高对民营企业、小
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必须精准把握宏观调控的

度。会议明确，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松紧适度。央行如何把握货

币政策的“度”？

易纲：稳健货币政策松紧适
度的“度”，主要体现为总量要合
理，结构要优化，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
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方面，要精准把握流动性
的总量，既避免信用过快收缩冲
击实体经济，也要避免“大水漫
灌”影响结构性去杠杆。比如，1
月4日宣布的降准政策分两次实
施，和春节前现金投放的节奏相
适应，并非大水漫灌。M2和社会
融资规模增速也应保持与名义
GDP增速大体匹配。同时，还要
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另一方面，要精准把握流动
性的投向，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
精准滴灌的作用，在总量适度的
同时，把功夫下在增强微观市场
主体活力上。比如，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期间，人民银行宣布创设
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根据
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

贷款增长情况，向其提供长期稳
定资金来源。

记者：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改

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易纲：刚才我提到，人民银
行通过四次降准、增量开展中期
借贷便利（MLF）等提供了充裕的
中长期流动性，基本有效传导到
了实体经济。下一步，我们还需
要从供需两端进一步改善和疏
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从实体经济需求端看，受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有
效的融资需求有所下降。从金
融机构资金供给端看，银行的风
险偏好下降，自身还受到资本、
流动性、利率等多重约束。我们
已经采取措施着力缓解银行信
贷供给端的约束。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和相关
部门加强协调配合，综合施策，
通过“几家抬”，从供需两端共同
夯实疏通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
基础。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关键是要建立对银行的激励机
制，主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度，而不是用下指标、派任务
的行政办法。比如，对于金融机
构发放普惠口径1000万元以下
的小微企业贷款，人民银行通过
定向降准、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再贷款等方式向金融机构提供
优惠利率的长期资金，财政部门
对其免征利息收入增值税，监管
部门提高部分监管指标容忍度，
银行尽职免责，通过市场化的办
法调动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要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下一步

还将有哪些措施？

易纲：去年以来，人民银行
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长短结合、综合施策，着力改
善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环境。
从统计数据上看，普惠口径小微
贷款投放持续增长，2018年11
月末，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1%。
小微贷款覆盖面稳步提高，小微
企业贷款授信 1806 万户，较
2017年末增长28%。民企债券融
资大幅改善，推出民企债券融资
支持工具，直接和间接支持了49
家民营企业发行313亿元债务融
资工具，促进民企发债规模在去
年11、12月同比增长70%。

今年，人民银行将按照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综合运用定
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定向中期
借贷便利工具等多种货币政策工
具，对小微企业实施精准滴灌；用
好信贷、债券、股权“三支箭”，支
持民企融资纾困。同时，继续发
挥“几家抬”政策合力，畅通政策
传导机制，督促金融机构加大支
持力度，汇聚银政企多方合力，久
久为功、千方百计做好民营和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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