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鹭 风 报 创 刊 于 1956 年 发 行 全 球 83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导
读

OVERSEAS CHINESE NEWS

www.xmweekly.com 社长 /总编：林希 责编：许银锑 美编：蔡晓伟

社址：中国厦门新华路 78号华建大厦７楼 邮编：361003 新闻热线：0592-2070838 2026197 发行：0592-2026100 广告：0592-2026138 传真：0592-2026138 电子邮箱：lfb1956@126.com 印刷：厦门集大印刷厂（厦门市集美区环珠路 256号 -260号 3号厂房）定价：99元 /年

总第 期
2020年第 8期

2020年 3月 6日 本期 8版

厦门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管

厦门市海外交流协会主办

厦门鹭风报社出版

刊号CN-35（Q）第 0003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厦广 2010003

鹭风报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本报讯 在持续做好疫

情联防联控的同时，福建省

推行财政金融政策，配合解

决企业融资难题。

福建省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工作第十二场新

闻发布会 3 月 3 日举行，福

建省财政厅副厅长林贻武

在会上表示，截至 3 月 2

日，福建省各级财政累计下

达 41.45 亿元 (人民币，下

同)，主要用于医疗救治、基

层疫情防控和受疫情影响

企业复工复产的贷款贴息。

福建财政部门对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实行财

政贴息，对列入全国重点医

用物资和生活物资骨干名

单的企业，除中央财政贴息

以外，按人民银行再贷款利

率的 50%给予贷款贴息；对

列入福建省疫情重点保障

名单的企业，按人民银行再

贷款利率的 50%给予贷款

贴息。

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

前，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交通

运输、餐饮、住宿、旅游等四

大类企业，福建省财政将给

予贷款贴息。企业在 2月 21

日至 6 月 30 日前单户贷款

余额不超过 1000 万元，银

行给予优惠贷款利率，省财

政贴息 0.5 个百分点。

在支持企业恢复发展

政策方面，福建省财政建立

风险分担资金池，为“快服

贷”等服务小微企业、科技

型、外贸型企业融资，提供

风险分担支持。

福建省金融机构通过

转贷、续贷、展期、降息帮助

受困企业和民众渡过难关。

初步统计，2 月 1 日至 27

日，福建省金融机构已累计

为 1696 家(次)各类防疫重

点 企 业 新 增 发 放 融 资

410.85 亿元。

据福建省金融监管局

副局长谢建潮介绍，福建省

金融机构已为 3300 家 (次)

各类重点复工复产企业新

增发放融资 1110.95 亿元；

为 1307 家(次)受疫情影响

的企业办理无还本续贷、涉

及 金 额 28.19 亿 元 ；为

23518 人(次)受疫情影响的

人员延长还款期限、涉及金

额 56.53 亿元，为 4590 人

(次)受疫情影响的人员减免

违约金、逾期利息，累计减

免 0.55 亿元。

目前，福建省 83 家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已全部

复工，分级分类全力支持重

点防疫企业及帮扶受困的

“三农”主体、中小微企业恢

复生产经营。 （闫旭）

本报讯（记者 许银锑）

3 月 4 日下午，厦门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张毅恭走访

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重

点联系企业并调研有关企

业复工复产情况。当日，张

毅恭先后走访了厦门加捷

财税事务所集团、厦门大学

访客中心、厦门元初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新浪(厦门)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同企业家

座谈，实地了解企业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工作情况。

每到一处，张毅恭都详

细了解企业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叮嘱企业落实

好各项防控措施，做好人

员健康管理，确保安全健

康。在厦门加捷财税事务

所集团，了解到企业通过

云办公，利用互联网降低

疫情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他为企业勇于尝试的“应

时而动”感到高兴，同时也

鼓励加捷集团发挥接触面

广、信息畅通的优势，多为

厦门招商引资牵线搭桥。

在厦门大学访客中心，他

关切询问项目建设遇到哪

些问题，目前的招商进展

情况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

问题。在厦门元初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张毅恭感谢

一批以元初食品为代表的

企业在疫情期间不停工、

不停产，保障了市场食品

物资供应。他说，“菜篮子”

装着大民生，越是发生疫

情，越要注意做好供应保

障和民生工作。这关乎千

家万户的餐桌，更关乎城

市正常运转和生活秩序平

稳。他同时也鼓励元初食

品扎根厦门，坚持品质，保

持发展势头，实现更大发

展。在新浪（厦门）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张毅恭对新

浪及微博在当前抗“疫”战

“疫”中的一系列行动给予

充分的肯定，新浪宣传抗

“疫”一线，温暖了人心；聚

焦复工复产，传递了信心；

接入疫情地图，回应了关

心；发起公益朗读，延续了

爱心。希望新浪厦门继续

发挥好平台优势作用，以

主流网络媒体的担当，为

新时代新厦门聚能量，同

时也对厦门的经济社会发

展多提宝贵意见。

文旅行业迎来及时“春雨”
厦门市出台系列举措

支持文旅企业共渡难关

本报讯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文化、

旅游等行业影响首当其冲。为支持文旅企业

共渡难关，厦门市近日针对文旅行业特点出

台了系列支持举措，及时做好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的资金政策保障。

文化行业
加快专项资金申报拨付。按照“容缺受

理”原则，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影视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申报工作，确保 4 月底

前资金拨付到位。

加大资金奖补力度。在现有政策基

础上，提高大型演艺场所、民营实体书店

有关补助政策比例，年补助总额上限提

高 10 万元。

支持影视企业发展。对受疫情影响暂停

工作经认定的在厦影视剧组，给予每个剧组

不超过 10 万元的补贴；对获得国家电影专

项资金支持及新建的电影院予以不超过 10

万元的配套奖补。

支持减免文化企业房租。对给予入驻文

化企业等减免租金的文化产业园区(基地)民

营运营单位，给予所减免租金的 30%、最高

不超过 50 万元的补贴。

旅游行业
对符合政策奖补条件且信用良好的旅

游企业，按照“容缺受理”原则，加快相关奖

补资金拨付；

对疫情期间旅行社的境外旅游包机损

失，依据实际情况给予 30%、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补贴；

对厦门旅行社组织境外、省外游客来

厦，分别按照旅游创汇收入、接待人次等，提

高相应的奖励标准；

对在疫情结束后，外语导游继续在岗带

团的旅行社，按照厦门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50%发放用工奖补，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厦门连续 18 天
0新增确诊和疑似

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 继龙岩、厦门

之后，福建福州、南平、三明三地,接连实现了

新冠肺炎住院病例清“0”！

目前，福建福州、厦门、南平、三明、龙岩

五地均实现无新冠肺炎患者，平潭综合实验

区持续保持疫情防控“0确诊”。

记者同时从福建省卫健委了解到，截

至 3 月 5 日 24 时，全省连续 8 天,无新增

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无疑似病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8 例，累计治愈病例

278 例，目前住院病例 17 例，94.57%的确诊

患者已治愈出院，无重型患者，危重型患者

1 例。

各地无新增确诊病例持续天数：龙

岩 26 天，南平 22 天，漳州 20 天，厦门、

三明 18 天，宁德 16 天，泉州 10 天，福州、

莆田 8 天。

本报讯 近日，厦门市

发改委、厦门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国网厦门供电公司通

过新媒体直播形式，共同就

国家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

作全面解读。

2 月 22 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出台《关于阶段性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的通知》。《通

知》指出，此次降电价范围

为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

的，现执行一般工商业及

其他电价、大工业电价的

电力用户。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电

网企业在计收上述电力用

户 (含已参与市场交易用

户)电费时，统一按原到户

电价水平的 95%结算。

据悉，落实到厦门地

区，该政策共惠及非高耗能

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企业

18.16 万户，预计将减免电

费约 2.56 亿元，预计电量

75.4 亿千瓦时。其中，非高

耗能大工业电力用户约

3400 户，减少电费支出超过

1.6 亿元；非高耗能一般工

商业电力用户约 17.82 万

户，减少电费支出超过 0.8

亿元。此外，延长“支持性两

部制电价政策”执行期限，

减少用户电费支出超过

1600 万元。

对符合此次阶段性降

低用电成本政策，2 月份已

缴纳电费的用户，在 3 月份

收缴电费时逐户核减，确保

用户足额享受电费减免。

（吴笛）

张毅恭走访部分新阶人士企业调研复工复产情况

厦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预计减免电费 2.56 亿元

全国联招开始网上报名

专门面向华侨、港澳台学生

《远方的加油》
厦门女婿从哥伦比亚送来的礼物

韩国“对战”新冠疫情
24小时戒备，30万亿韩元急救

2版

6版

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