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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17 日电 （记者
吴雨）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
出，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小微企
业融资规模增加、成本下降，促进就业
扩大和新动能成长。

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搞“大水漫
灌”，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
货币政策工具，扩大再贷款、再贴现等
工具规模，抓紧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
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针对融资
难融资贵主要集中在民营和小微企业
的问题，要将释放的增量资金用于民营

和小微企业贷款。
“此次推出的政策亮点之一，就是

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
率的政策框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
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表示，中小银行
与民营、小微企业有着天然的相容性，
采取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将更好地发展
中小银行、增加金融供给主体，从而优
化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改善金融服务
不充分、不均衡等状况。

会议还明确，推广债券融资支持工
具，确保今年民营企业发债融资规模、
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
规模均超过2018年水平。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
示，近期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3月社会融

资规模增长势头强劲，其中企业债融资出
现大幅增长。这说明前期推出的相关政
策正逐步发挥效应，定向支持民营、小微
企业融资的一系列政策将持续发力。

此次会议提出，推动银行健全“敢
贷、愿贷、能贷”的考核激励机制，支持单
独制定普惠型小微企业信贷计划。工农
中建交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要带头，确
保今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30%以
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在去年
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引导其他金
融机构实质性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此前，多家银行高管已在业绩发布
会上给出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具体
目标：2019年，农行计划新增民营企业
贷款1320亿元、工行小微企业贷款增

长目标为1000亿元以上、中国银行新
投放民营企业贷款不低于全部对公贷
款新投放的三分之一……

专家表示，在释放增量资金的同
时，要让流动性真正注入民营和小微企
业。只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尽职免责
和容错纠错机制，才能打消基层机构和
员工服务小微企业的顾虑和压力，变

“拒贷”“惧贷”为“愿贷”“敢贷”。同时，
要注意引导银行提高信用贷款比重，降
低对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

为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会议提出，清理规范企业抵押登记、资
产评估、过桥等附加费用，有关部门要
对企业融资中的不合理和违规收费联
合开展专项检查，减轻企业负担。

此外，会议还指出，要通过政府性
融资担保降低企业融资费用。中央财
政继续安排资金，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
保降费奖补政策。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年度支持小微企业2000亿元担保贷
款、户数10万户以上。各地要尽早实
现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以下小微企
业担保费率不超过1%、500万元以上
不超过1.5%的目标。

多项举措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

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
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4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听取2019年全国两会建议
提案承办情况汇报，要求更好汇聚众智
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确定进一
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措施，加大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会议指出，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
协委员提案，是集中各方智慧、改进政
府工作、推进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举
措。今年国务院部门承办的全国两会
建议提案占总数94%以上。各部门要
增强责任感，把办理建议提案作为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抓手，推动政策
措施更好适应改革发展需要和回应群
众期盼。会议要求，一是压实责任，将
建议提案办理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

同考核。对涉及企业和群众的痛点堵
点难点，年内能解决的要限期解决，暂
时难以解决的也要积极推动。二是创
新方式，畅通政府与代表委员联系的

“直通车”。建议提案答复前要深入调
研，与代表委员直接沟通，有需要的要
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三是
认真做好办理回复，及时反馈办理情
况，并进一步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对涉
及重大公共利益、群众普遍关注的答
复，要及时向社会公开。四是切实提高
办理质量，力戒形式主义，用实打实的
举措解决问题，提升政府工作水平和人
民群众获得感。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小微
企业融资规模增加、成本下降，促进就

业扩大和新动能成长。一要坚持不搞
“大水漫灌”，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
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扩大再贷款、
再贴现等工具规模，抓紧建立对中小银
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
针对融资难融资贵主要集中在民营和
小微企业的问题，要将释放的增量资金
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推广债券
融资支持工具，确保今年民营企业发债
融资规模、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专项
金融债券规模均超过2018年水平。二
要推动银行健全“敢贷、愿贷、能贷”的
考核激励机制，支持单独制定普惠型小
微企业信贷计划。工农中建交5家国
有大型商业银行要带头，确保今年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增长30%以上、小微企
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在去年基础上再

降低1个百分点。引导其他金融机构
实质性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三要
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降低企业融资费
用。中央财政继续安排资金，实施小微
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国家融
资担保基金年度支持小微企业2000亿
元担保贷款、户数10万户以上。各地
要尽早实现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以
下小微企业担保费率不超过1%、500
万元以上不超过1.5%的目标。四要引
导银行提高信用贷款比重，降低对抵押
担保的过度依赖。清理规范企业抵押
登记、资产评估、过桥等附加费用，有关
部门要对企业融资中的不合理和违规
收费联合开展专项检查，减轻企业负
担。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进一步降低小微企融资成本措施 本报讯 （记者 周松）4月17日，
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汇报会，
向国务院安委会第四现场考核巡查组
汇报重庆2018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
作情况。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第四现场
考核巡查组组长凌月明，市委常委、市
政府常务副市长吴存荣出席会议。

市政府副市长李殿勋出席会议。
凌月明指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各
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底线
思维，深入查找本地区、各行业、重点领
域安全生产工作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对发现的问题或隐患要立行立改，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地方政府和有
关企业要按要求提供相关数据和材料，
真实全面反映工作情况。要严格遵守

政治纪律、工作纪律、组织纪律和保密
纪律，确保巡查工作经得起各方面的检
验和监督。

吴存荣指出，考核巡查组的到来，
是对我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一次
全面体检。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守安全红线。要
加强重点领域隐患排查，实施企业全
员排查、落实行业专业排查、强化区县
综合排查，做到全覆盖、无死角。要全
面严格执法，挂牌督办一批重大隐患、
严惩一批违法行为、曝光一批典型案
例，扎实开展安全大执法。要认真听
取考核巡查组意见，全面落实考核巡
查组要求，进一步改进我市安全生产
和消防工作，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稳
向好。

重庆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汇报会召开
凌月明吴存荣出席

解读

乌江发源于贵州省威宁县，在重庆
境内流经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
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区后在涪陵区
汇入长江。作为长江上游重要支流，乌
江全长1037公里，其中重庆境内163
公里。而乌江重庆段又因“山似斧劈、
水似碧玉”，有着“百里画廊”的美誉。

然而，由于沿岸工业企业经营粗放、
网箱养殖超载、污水处理滞后等原因，自
20世纪末以来，乌江污染愈加严重，尤
其是总磷指标长期超标，部分支流断面
水质降至劣五类，乌江成了“污江”。

近年来，重庆通过流域综合治理，
全面加强工业污染防治、取缔网箱养
鱼、补齐污水处理设施短板，乌江水质
总磷超标顽疾得到有效控制，乌江重庆
段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今年前3个月，乌江重庆段全流域
整体水质达到Ⅲ类，部分断面水质达到
Ⅱ类，山清水秀“百里画廊”美景重现。

积极治理工业污染
从源头消纳磷矿渣

4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南川
区东城街道龙岩河工业园区看到，堆放
于大溪河河畔、原双赢集团公司北固磷
铵厂生产磷铵过程中产生的约250万
吨磷石膏堆，已经被完全覆盖。

南川区生态环境局土壤环境保护
与辐射环境管理科科长甘林中介绍，该
磷石膏堆场于1993年投入使用，经过

20多年的堆放，形成了一个占地9万
平方米、高40米、总体积约250万立方
米的磷石膏锥形体。

2016年11月24日至12月24日，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重庆开展
环境保护督察，南川区龙岩河出境断面
水质连续三天检测未达标。南川环保
局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排查，确认区内
双赢集团磷铵厂的磷石膏堆场有废液
渗漏，造成龙岩河总磷指标长期超标。

大溪河，是乌江南岸重要支流，在
武隆区鸭江镇大河嘴汇入乌江。

为解决250万吨磷石膏堆对乌江
流域水环境污染的问题，经过专家论
证，南川对磷石膏堆场采取了应急覆
盖，并对堆场原有涵管进行封堵。同时
在涵管的末端，通过管道将渗滤液输送
至提升泵站，提升至渗滤液处理站进行
收集处理，由站内现有设施处理达到排
放标准后排放。

同时，南川正与江苏纬天建筑材料
公司、成都上筑建材公司、重庆搏双公
司等洽谈对接，计划引进部分企业综合
消纳磷石膏，并已初步制定了对磷石膏
消化利用的扶持政策。

南川还与武隆、涪陵等区县签订了
大溪河等联防联控协议，推进干支流、
上下游、左右岸全流域综合治理。

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赵黎明
介绍，涪陵全面关闭了乌江沿线及流域
非煤矿山18座和小水泥厂22家，乌江
沿线和白涛工业园区工业废水实现全
收集处理达标排放。

全面取缔网箱养殖
强化养殖污染治理

酉阳涂市镇胜利水库，养殖有不少

河鲈鱼。
这些河鲈鱼，是从乌江“搬家”到胜

利水库的。
原来，近年来，酉阳境内乌江、阿蓬

江、酉水河等水域的网箱养殖不断增
多，对天然水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
响。为了切实改善全县水域生态环境，
酉阳从2017年开始在全县天然水域开
展网箱养殖取缔工作。

这些原本生活在乌江桃花渡口外网
箱里的河鲈鱼，就“搬家”到了胜利水库。

酉阳龚滩镇红花村，是乌江和阿蓬
江交汇处一个美丽的小村子。

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红花村扎实
抓好清理生活垃圾、畜禽养殖粪污等农
业生产废弃物，按照“户集、村收、乡镇
转运、区域处理”要求，建立完善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实现村庄清洁常态
化，同时全面取缔乌江和阿蓬江沿岸网
箱养鱼。

如今，酉阳乌江流域的网箱养殖已
被全部取缔，共拆除网箱养殖场89个，
拆除面积63745.44平方米。

彭水和武隆签订了《跨界框架协
议》，建立综合联动执法机制，先后开展3
次网箱养鱼和外来船只联合执法，拆除
了乌江支流芙蓉江上2处存在多年的网
箱养鱼场，取缔网箱养鱼300余平方米。

补齐污水处理短板
一江清水汇入长江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乌江重庆段沿
岸城镇规模日渐扩大。污水处理设施
和配套管网建设滞后，部分生活污水直
排乌江，也是乌江总磷超标的重要原
因。

如今，乌江重庆段沿岸城乡污水处

理短板正在加快补齐。
龚滩，这个乌江边美丽的古镇，旅

游业快速发展给古镇带来较大的生活
污水处理压力。

为此，龚滩以辖区乌江、阿蓬江水
域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治理为重点，强
化集中专项整治，建成占地7500平方
米的垃圾集中处理场1座、垃圾转运站
1座，投入垃圾收运箱50个、垃圾清运
车10辆；建成日处理能力500吨的污
水集中处理站2个、1.5万吨的污水处
理厂1座，大型化粪池12个。

位于乌江支流后溪河畔的涪陵白
涛工业园区，是乌江重庆段最大的工业
聚集区。

赵黎明介绍，针对白涛园区化工企
业较多的情况，涪陵建立了“装置级（生
产车间、罐区设置围堰）、工厂级（企业
污水处理厂和事故应急池）、园区级（园
区污水处理厂和事故应急池）、河流级
（后溪河及支流三道拦截坝）”环境风险
“四级”防范体系，全力确保极端事故状
态下，污水能得到有效拦截，不直接排
入乌江造成污染。

此外，涪陵还建成乌江沿线集中居
民点污水处理设施5处，实现沿线场镇
及居民点污水集中处理全覆盖。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针对流
域生活、农业、工业等污染源，乌江重庆
段已累计建成工业集聚区污水处理设施
13个，城乡污水处理设施340余个，流域
内工业和生活污水得到了有效处理。

监测数据显示，乌江重庆水质总磷
最高时曾达到1mg/L，如今乌江重庆
段水质总磷下降到0.08mg/L，全流域
水质达到Ⅲ类，乌江一江清水汇长江成
为现实，“百里画廊”美景重现。

乌江重庆段全流域水质达Ⅲ类
“污”江变清流，“百里画廊”美景重现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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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身边的干部被查处，我害怕
了。好几次，我都想向镇纪委把事情
交待了，又害怕受到纪律处分，拿起手
机又放下了。现在想来，我浪费了组
织给我的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我后
悔啊……”近日，在永川区金龙镇金龙
村“以案四说”警示教育会上，工作人
员代读了金龙村原党总支书记沈青中
的忏悔书。警示教育会现场的党员干
部，无不感叹：沈青中一错再错，罚当
其罪。

见钱眼开埋下祸端

“老张，现在村上有个活儿，咱俩关
系好，考虑让你挣点钱，做不做啊？”
2014年7月某日，永川区金龙镇金龙村
党总支书记沈青中把同村建筑包工头
张某某叫到村办公室。原来，金龙村争
取到了C级危房改造项目指标29户，每
户补助7500元，总计金额217500元，
在村上算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这事你直接对我负责。那些房子
你看着刷刷墙、添添瓦，外观弄好看点能
过验收就行了。”沈青中表示。张某某拍
拍胸脯，“感谢书记照顾，我懂……”

工程开始后，沈青中不时到工地转
转，“监督”施工情况。快到年底了，张
某某找到沈青中，“书记，已经‘改’了
23户，比较显眼的土瓦房都‘改’得差
不多了，再‘改’就没赚头了……”

沈青中拍板：“那就这样吧，我在上
报危房改造户名单时多报6户，凑成
29户就是。你把每户的账算好，合同
我来弄……”

2015年6月，金龙村的C级危房
改造通过了验收。在补助资金到位的
第二天，张某某取出现金50000元，送
到了沈青中办公室：“书记，这是那6户
的45000元钱，还有5000元是我的心
意。”沈青中欣然笑纳。

东窗事发胆战心惊

2018年 5月，因在C级危房改造
项目中严重违纪涉嫌违法，永川区金龙
镇洞子口村4名村干部被永川区纪委
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其中1名村干部被
采取留置措施，在金龙镇镇村干部中引
发了一场“地震”。

6月1日，金龙镇组织全镇镇村干
部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案情并确定
6月为全镇警示教育活动月，要求各部
门各村居开展自查，有违纪行为的限期
如实报告，争取宽大处理。

“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感觉天都
要塌下来了，整晚睡不着觉，总是梦到纪
委的干部找上门来……”沈青中在后来
接受审查调查时说。

惶恐不安的沈青中思虑再三，终于
想出了一条“妙计”。6月21日一大早，
他打电话把张某某叫到办公室，“老张，
改造房子的事上面在查，看样子是包不
住了。你凑45000元钱交到镇财政所
去，就说是没改造完房子的退款，你是
普通群众，没什么事，受不了啥处分。

这事过了，今后我还会关照你的。”看着
沈青中焦虑的神色，张某某也感到了不
安。

第二天一大早，张某某把10000
元钱送到沈青中办公室，“书记，我手上
就只有这些钱，不足部分你再想想办
法。今天我有事，到镇上退钱的事你找
别人去吧。”随即急匆匆离开了。

“我们就是平时互相照顾一下，关系
也不是那么好。现在眼看出事了，他不
仅要我出钱填窟窿，还要我背黑锅，换谁
也不乐意啊。如果不是为了今后能再拿
点活儿，那10000元我也不想出……”张
某某在接受调查时这样说。

别无他法的沈青中，只好自己凑了
35000元钱，连同张某某送来的10000
元，交给金龙村村委会主任刘某，“这是张
某某退来的改造房屋没用完的钱，你到
镇上交一下，其他的事你就说不知道。”
刘某随后将钱交到了金龙镇财政所。

6月30日，金龙镇纪委找沈青中
了解退钱的事。沈青中称钱是张某某
主动退的，暂时蒙混了过去。

害怕事情败露，沈青中再次叫来村
委会主任刘某，给了他一张字条，大致
内容是张某某给自己的50000元是借
款，他已经在2016年初分三次还清了，
房屋改造的事与他无关。“张某某现在
不接我电话了，我也不方便找他。你把
这字条给他，告诉他如果有人来问就按
照这个说。你是我提拔起来的，这事儿
要帮我一把，我会记在心上的。”

7月1日一大早，思虑再三的刘某，
在把字条内容转告张某某的同时，也将
事情经过向金龙镇有关领导如实作了
报告。

一错再错终受严惩

2018年7月6日，永川区纪委监委
对沈青中立案审查调查。2018年9月
12日，沈青中因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为
逃避组织审查，要求他人作伪证；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涉嫌贪
污犯罪，被开除党籍，其违法犯罪问题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8年12月13日，沈青中因犯贪
污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一错再错，错上加错，既害自己，
也害别人！希望大家以我为戒，万万不
要心存侥幸！”沈青中的忏悔书，字里行
间透出深深的懊悔。

“不搞不教而诛，用身边人身边事开
展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当头棒喝，使更
多的干部红脸出汗、知错知止。”永川区
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开展“以案四
说”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戒、
汲取教训，就是要善用“案中人”警醒

“梦中人”。“沈青中眼看身边的干部被查
处，惶惶不可终日，噩梦连连中，他选择
的不是主动向组织交待，而是采取对抗
组织审查的方式，要求他人作伪证帮助
掩盖其违纪违法事实，企图瞒天过海、逃
避审查，最终只能沦为‘案中人’。”

据了解，今年以来，永川区纪委监
委持续深入开展“以案四说”警示教育
414场次，13名党员干部主动上交红
包礼金84700元，主动说清问题2个。

不愿醒来“梦中人”最终沦为“案中人”
贪污危房改造补助款还要求他人作伪证帮助

掩盖，永川一村干部被严惩
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以案四说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4月17日，
我市启动2019长江长寿段增殖放流活
动。上午10时许，109万尾鱼种投入
江中，其中既包括胭脂鱼等珍稀水生生
物，也有鲢鱼、鳙鱼、草鱼等。

本次增殖放流活动由市农业农村
委和长寿区政府联合举办，以“增殖资
源，保护长江”为主题。

长寿区拥有“一江两湖三河十三
溪”的丰富水资源，长江黄金水道在境
内流长20.9公里。近年来，该区坚持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全区
发展水产养殖15.6万亩。

“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
近几年，我市每年都会向长江、嘉陵
江、乌江等水域投放各类鱼苗 4000
多万尾。”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能有
效促进渔业资源的恢复和流域生态
系统的良性循环，是保护母亲河的重
要举措。

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委将与各区县
联手严格执行禁渔期规定，严厉打击非
法捕捞行为，不断加大增殖放流力度，
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筑牢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

重庆启动2019长江长寿段增殖放流活动

■近年来，通过流域
综合治理，全面加强工业
污染防治、取缔网箱养
鱼、补齐污水处理设施短
板，乌江水质总磷超标顽
疾得到有效控制，重庆段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今年前3个月，乌
江重庆段全流域整体水
质达Ⅲ类，部分断面水质
达Ⅱ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