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新闻 9CHONGQING DAILY

2020年8月7日 星期五
编辑 何舒静 美编 赵炬

□新华社记者 申铖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给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发力、更加有
为有效，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提供有力支
撑。

下半年已经开局，在复杂多变
的国内外形势下，更加积极有为的
财政政策要如何“出招”，减税降
费、财力下沉等举措如何进一步落
实？针对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财
政部部长刘昆接受了新华社记者
采访。

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
政策落实力度

作为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
策重要着力点，今年我国加大了
减税降费力度，“放水养鱼”助力
市场主体纾困发展，实施情况如
何？

刘昆表示，今年以来，面对严
峻复杂的形势，在财政收支较为困
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及时部署出台
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预计全年
新增减税降费规模将超过2.5万亿
元。

其中，小微企业是减税降费
政策重点支持的对象。“在往年基
础上，今年我们进一步实施减免
缓等措施，进一步加大了小微企
业减税降费力度，对小规模纳税
人减免增值税，允许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所得税等，
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经营困难，
对稳定市场主体、保障就业和民
生、稳住经济基本盘发挥了重要
作用。”刘昆说。

他表示，下一步，将围绕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进
一步加大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力度，
支持市场主体纾困发展，更好地促
进经济平稳运行。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
极有为，还体现在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的发行使用上。

“今年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
达到3.75万亿元。如此大幅度增
加政府债券规模，是中央直面疫情
冲击、统筹考虑国内外形势作出的
重大决策。”刘昆说。

如何管好用好专项债资金？
刘昆表示，按照中央要求，结合专
项债券管理特点和地方实际，考虑
从“借、用、管、还”等环节全方位加
强管理，最大限度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

“财政部门将切实管好用好专
项债券资金，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绝不会为解决短期
问题放松风险管控，努力向历史和
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刘昆
说。

超5000亿元抗疫特别
国债资金已落实

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是我国积极对冲疫情影响、在特殊
之年采取的特殊之举，当前进展如
何？

“7月初，扣除省级按规定留用
部分后，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已下达
至市县基层。”刘昆表示，截至7月
30日，抗疫特别国债全部发行完
毕。

他介绍，截至7月29日，抗疫
特别国债资金中已有5105亿元落
实到24199个项目，主要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除了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
国债，今年赤字规模也比去年增加
1万亿元。为了确保宝贵的财政资
金直达市县基层，我国明确建立特
殊转移支付机制。

刘昆表示，为具体落实好这项
政策，财政部构建起覆盖资金分
配、拨付、使用和监管全过程的制
度体系。同时，开发了联通各级财

政的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实现全链
条、全过程监控，坚决防止资金被
截留挪用、雁过拔毛，确保财力真
正下沉到基层，快速高效发挥作
用。

“截至7月29日，实行直达管
理的1.7万亿元资金中，省级财政
部门已细化下达1.5万亿元，市县
财政部门已细化落实到项目1.29
万亿元。”刘昆说。

推动财力下沉，是为了增加地
方可用财力，更好保障基层运转。

今年以来，受疫情冲击、减税
降费等因素影响，财政出现减收，
一些基层市县保基本民生、保工
资、保运转的“三保”压力加大。

“财政部把兜牢基层‘三保’底
线作为今年财政工作的硬任务。”
刘昆说，通过加大财力支持、资金
直达基层、提高留用比例、加强库
款监测、强化监督问责等举措，增
强基层“三保”能力。

“总的看，地方财政运行是正
常的，是稳定的。”他表示，各级地
方也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真正
过紧日子，每一分钱都要花到刀刃
上、紧要处。

有信心完成今年财政
各项目标任务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下半年已经开
局，财政政策后续如何发力备受关
注。

“财政部将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做到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坚
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量的合理增长
和质的稳步提升。”刘昆说。

他表示，下一步，财政政策将
重点围绕落实“六保”任务发力：

——保居民就业。全面强化
就业优先政策，支持做好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人群

就业工作。
——保基本民生。做好普惠

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做好
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困难群众
和退休人员的重点保障，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保市场主体。重点支持
中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
产业纾困和发展，不折不扣落实落
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帮助企
业保存量、保资金链、保就业岗位。

——保粮食能源安全。构建
完善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全力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发挥好财税政策的结构性调控优
势，支持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上的

“堵点”、补上“断点”，加快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复市，稳住外贸外资
基本盘，保企业生产、稳中国制
造。

——保基层运转。加大对地
方财力的支持力度，缓解地方收入
增长放缓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兜
牢兜实“三保”底线。

“越是面对困难，越要坚定信
心。”刘昆说，只要认真贯彻落实好
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运用好财政
工具，积极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
就一定能克服疫情造成的冲击，应
对困难与挑战。

谈及全年财政运行，刘昆称，
二季度以来，经济运行逐月好转，
生产需求持续回暖，主要指标恢
复性增长，积极因素明显增多。
在财政收支方面，好的迹象也已
经出现，6月份财政收入增幅由
负转正，实现了 3.2%的同比增
长。

“综合来看，我国经济内在向
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经济的
稳步回升，通过努力，我们有信心
完成今年财政各项目标任务。”刘
昆说。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财政部部长刘昆详解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

下半年将重点围绕
落实“六保”任务发力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台教育部门近
日宣布开放部分境外学生返台就学，但排除陆
生，陆委会声称是大陆方面阻挠陆生返台。国
台办发言人马晓光6日就此应询表示，民进党
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捏造事实，别有用心。

马晓光表示，从疫情发生至今，我们十分
重视大陆学生返台就读受阻问题，支持陆生维

护正当权益，并及时协助解决陆生赴台相关实
际问题。而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一直针
对在台就读陆生刻意采取歧视性措施，以种种
借口进行政治操弄，一再制造障碍阻挠陆生返
台就读。8月5日，民进党当局宣布开放应届毕
业生以外的境外学生返台就学，却唯独把陆生
拒之门外，再次严重损害陆生正当权益。

台陆委会称大陆阻挠陆生返台

国台办：捏造事实，别有用心

保护濒危珍稀植物

守护长江“物种基因库”

8月6日，科研人员在三峡集团长江珍稀植
物研究所育苗基地清理珙桐树苗盆内的杂草。

三峡地区素有长江流域“绿色宝库”“物种
基因库”之称，拥有大量珍稀、特有植物。2007
年，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成立长江珍稀植物
研究所，通过迁地保护、引种繁育、组培研究、建

立“种质资源库”等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三峡
库区的生物多样性。

目前，研究所已建成珙桐、红豆杉等8个大
型珍稀植物观光园，珍稀植物保护品种达1006
种，是我国最大的三峡特有珍稀植物种质资源
库和保育基地。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孙少龙

7月22日，通过“围猎”领导干部获取经济
利益、涉嫌行贿的“红通人员”梁荣富回国投案。

这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职务犯罪国
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的又一重要战果，也是监
察机关依法履行监察法赋予职责，坚持受贿行
贿一起查、一起追的生动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在国内重拳反腐的同时，大力推进反腐

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积极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大批外逃分子被缉
拿归案，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天网”正越织
越密。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织牢织密追逃追赃“天网”
——新时代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纵深发展回眸

《织牢织密追逃
追赃“天网”》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牵线搭桥
让务工者就业有门路

“现在就在家附近的工厂上班，工
资有保障不说，离家近还能照顾母
亲。”荣昌区广顺街道柳坝村村民林安
碧提起现在的工作满意得不得了。然
而就在两个月前，她却曾一度因工作
没有着落而心急如焚。

据了解，疫情前林安碧一直在餐
馆打工，也全靠着这份收入养活家里
没有劳动力的母亲。但没想到受疫情
影响，餐馆迟迟不能营业，她也丢了工
作。“还好有区人社局和村里的干部帮
忙，不但解决了工作，还比以前更好
了。”林安碧说。

畅通就业渠道，荣昌想方设法为
困难群众就业“牵线搭桥”，通过了解
就业需求、提供就业信息、联系就业岗
位、对接就业服务等保姆式服务，为困
难群众提供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
精准就业服务，让他们外出务工、返乡
就业有门路。

据荣昌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区通过创建“就业需求”和“岗
位供给”两张清单，实现底数清、情况
明。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荣昌人才服
务平台”和“荣昌就业”APP两大线上

招聘系统，开展云端服务，同时在确保
防疫措施到位前提下开展“线上＋线
下”双线招聘，提供岗位2.51万个。

同时，还建立了求职人员信息库，
发送就业短信、微信各40万条；向用
工企业精准推送求职者，组织16046
人通过线上线下登记求职信息，促进

了企业招工8671人；向贫困人员推送
就业岗位信息4000余条，提供岗位信
息1270个。

截至目前，荣昌全区实现贫困劳
动力转移就业9093人，比去年上升了
1.62%。

授人以渔
让劳动者择业有选择

“不学一门技术，出去打工都只能
流辛苦汗挣劳力钱，学好技术脱贫致
富才有盼头。”参加育婴师培训后上岗
的刘思碧深有感触。

今年45岁的刘思碧是荣昌区荣
隆镇沙坝子村8组的脱贫户，以前家
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父母要照顾，孩
子读大学要支持，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去年7月，刘思碧和村里几个同
龄人一起参加了区里免费组织的半个
月育婴师培训，经过考试拿到了培训
合格证，并被推荐到区里一家家政服
务公司上班。

“找工作容易不说，有技术和没技术
打工收入相差好几倍，现在平均每个月
收入就有4000多元。”刘思碧高兴地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年来，
荣昌区立足实际，强化“造血”功能和扶
贫先扶智两条主线，以技能培训作为就
业扶贫的重要内容和支撑，紧盯产业培
育、市场需求和贫困劳动力个人培训意
愿，对外出务工人员开展就业技能培
训，对居家妇女开展特色培训，对有创
业意愿的开展创业培训，做到培训对象
各有侧重。按照培训内容各有特色的
原则，选择一批周期短、易学易会、脱贫
增收见效快的“短平快”培训项目，满足
贫困群众培训和就业的需求。在原有
10个特色工种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
研，又开发了荣昌黄凉粉、荣昌羊肉汤
等8个更适合贫困人员参训好就业的
特色工种，采取“送培训下乡”和“网上
技能培训”等方式，实现办班到村、培训
到户、技能到人。

截至目前，该区通过线上+线下累
计实现培训贫困劳动力999人，完成
市级任务260人的384.2%。

强化帮扶
让就业者持续有保障

“过去全靠政府帮助，现在我自己

也能使上力。”家住荣昌区万灵镇尚书
村的李龙琼家里7口人，上有70多岁
的父母，下有两个上高中的孩子，夫妇
俩都有病在身，过去一家人的生活全
靠在外务工的大女儿支撑。直到去
年，区里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帮助她
当上了环卫工人才迎来改变。如今每
个月多出1800元的工资让李龙琼心
里有了底气：“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和家
里面的零用开支借着我的工作可以支
持，大女儿压力小了，家里也更有希
望。”

通过帮扶走稳就业路，在荣昌，与
李龙琼一样在公益岗位实现就业的还
有不少。据荣昌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以来，针对疫情期间暂
无岗位或暂不能外出就业的情况，该
区新开发了932个公益性岗位，安置
贫困人员、返乡农民工等困难人员从
事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及就业创业等
工作，其中涉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542人。

为了充分发挥就业扶贫车间载体
作用，最大限度支持贫困劳动力优先
就业，今年以来，通过“大数据、网上
办”等方式，荣昌区为重庆鸿全兴业金
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B4车间、叁亲农
业扶贫车间不断落实稳岗返还资金、
就业补贴资金，引导2个扶贫车间优
先吸纳20名贫困人员返岗。

除此之外，就业扶贫资金补贴也得
到进一步落实。据了解，今年以来，该
区已累计为9名自主创业的贫困人员
发放创业补助7.2万元，为16名贫困人
员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56万元，为342
名贫困人员发放转移就业交通补贴
14.56万元，为1095名贫困人员发放一
次性求职补贴55.23万元，为502名贫
困人员发放交通食宿补助67.69万元，
为招用38名贫困人员的24家企业发
放社会保险补贴24.04万元……

就业，一头连着饭碗，一头连着经
济发展。如今荣昌多措并举，正实现
政策应享尽享、就业应就尽就，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

陈露 唐伟

“上班就在家门口，
靠努力就能致富，还有
比现在更有干劲的日子
吗？”7月30日，在荣昌
区古昌镇玉带村，9组
脱贫户喻依友一边在自
家鹅厂忙活，一边发出
感叹。

今年靠着享受区里
一次性创业补助 8000
元，喻依友购买了1000
多只鹅苗。按照目前8
元多一斤的市场收购
价，等到鹅苗长大，1万
多元的收益已经有了保
障。喻依友介绍说，不
出意外，他下一步还要
继续扩大规模。

一人就业，全家脱
贫。喻依友的创业路
只是荣昌就业扶贫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荣
昌始终坚持增加就业
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
贫方式，不断拿出“真
金 白 银 ”，开 好“ 良
方”，以贫困劳动力技
能培训、拓宽就业渠
道、夯实就业帮扶为重
点的各项工作大力推
进就业扶贫，坚定不移
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荣昌 立足“三有”开好就业良方助脱贫
开展技能培训 拓宽就业渠道 夯实就业帮扶

荣
昌
区
二○
二○
年
春
风
行
动
暨
就
业
援
助
招
聘
会
现
场
。

摄/

王
新
莲

发展养殖产业助脱贫 摄/冉应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