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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侨乡优势 服务引资引智
厦门市人大副主任黄延强
赴市委统战部调研侨务工作

厦门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会议召开
福建省委
本报讯 3 月 11 日，
常委、厦门市委书记、
总指挥长胡
昌升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指挥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湖北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和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
署厦门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在抗击疫情的关
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北
武汉这个决胜之地，深入防控形
势最严峻、最复杂的第一线指挥
部署，发出了决战、总攻的动员
令，给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
激励。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
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慎终如始、
再接再厉，信心百倍地夺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疫情
防控工作，
继续突出
“外防输入”
，
警惕零星散发的风险隐患，做好
民生保障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同时不遗余力支持打赢湖北保卫
战、武汉保卫战，
服务全国防疫大
局。要持续推动复工复产，以实现
达产、满产、超产为目标，做好援
企、稳岗、扩就业，强化“六稳”举
措，全面梳理落实去年各类招商
大会任务。
要持续完善治理体系，
补齐短板弱项，完善制度体系，
提
升治理优势。要持续强化组织保
证，提升党员干部能力本领，
锤炼
优良作风，
强化责任担当，
使每名
党员干部都成为鲜红旗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6 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坚决夺取脱
贫攻坚全面胜利、确保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
了重要遵循。各级各部门要认真
学习领会，
采取更有力措施、拿出
更过硬作风，切实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
脱贫攻坚任务。要强化脱贫攻坚
决心，
不折不扣完成中央、省委赋
予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强化帮扶
任务举措，围绕“两不愁、三保
障”，
扎实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
对口支援工作，巩固提升省内山
海协作对口帮扶，用心用情做好
本市困难群体帮扶托底工作。要
强化责任考核落实，
逐级负责、
逐
级落实、逐级监督，
层层压紧压实
主体责任，推动脱贫攻坚工作深
入开展。
（蓝碧霞）

本报讯 （记者 黄佳畅）3
月 10 日下午，厦门市人大副
主任黄延强率市人大侨委会
主任委员王春生等赴市委统
战部调研侨务工作。厦门市委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办主
任何秀珍汇报了厦门市 2019
年的侨务工作及 2020 年的工
作要点。厦门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陈俊泳等陪同调研。
会上，何秀珍首先汇报了
市委统战部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的工作情况。她说，
近来，市
委统战部充分发挥统战侨务
优势，积极开展募集财物、助
力抗疫，全力支持统战成员企
业有序复工复产，做好海外侨
胞入厦跟踪健康管理工作。她
表示，在新的一年工作中将进
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加强政治
引领。深化拓展海外联谊工
作，主动参与系列品牌活动；

福建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本报讯 为纾解企业困难，
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支持
稳定和扩大就业，日前，福建
省出台《福建省阶段性减免企
业社会保险费实施办法》。
据福建省人社厅披露，自
2020 年 2 月起，阶段性减免企
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以下简称三项社会
保险) 单位缴费部分，其中：2
月至 6 月，免征中小微企业三
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2
月至 4 月，减半征收大型企业
等其他参保单位 (不含机关事
业单位) 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
费部分。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
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享
受减免政策。

本报讯 （记者 许银锑）3 月
10 日，厦门市统一战线招商引资
工作会议召开，部署统一战线招
商引资工作。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
张毅恭出席会议，并就进一步做
好厦门统一战线招商引资工作做
总结讲话。
全市招商大会以来，统战系
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强化招商引
资、
促进经济发展全面提速增效、
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的部署
要求，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在招商
引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
定成效。
在厦门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
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市委书记胡
昌升对统一战线招商引资工作提
出了“发挥优势，积极进位，实现

突破”
的明确要求和希望。
为进一
步推动此项工作，市委统战部成
立厦门市统一战线招商引资协作
领导小组，并制定了完备的招商
引资工作方案，
目标明确，
措施具
体。
会上，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工商联党组书记陈永东就厦门
统一战线招商引资工作作了详
细的说明，市商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黄河明介绍了全市招商引
资工作总体情况和今年的工作
重点。
张毅恭指出，要提高认识，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
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抓招
商促发展是统一战线服务厦门
发展大局的迫切需要，是加强

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重
要渠道，是统战工作职能的应
有之义。
张毅恭强调，要发挥优势作
用，把招商工作做出特色。突出精
准招商，将自身优势转化为招商
实效，广泛发动统战成员参与招
商引资，同时强化工作机制保
障。
张毅恭表示，要强化奖惩激
励，在招商一线历练干部。配强配
好工作力量，
表彰先进激励担当，
同时加强监督检查。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
侨办主任何秀珍主持会议，市委
统战部部务会全体成员，各民主
党派市委、
市工商联、统战系统各
单位主要领导参加了会议。

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引资引智
大局，推动“抓统战，促招商”，
服务厦门高质量发展；推动涉
侨人文交流和海外华文教育，
促进厦门的对外友好交流；积
极开展各项国内侨政工作，依
法护侨，做好各项为侨服务工
作。
黄延 强就 如 何做 好 侨务
工作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共
同推进归侨侨眷权益的保护，
落实相关规定，积极宣传涉侨
法律法规政策，推动厦门侨务
工作有序发展。二是要共同促
进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的招商
引资，发挥侨乡优势，促进华
商来厦投资。三是要共同增进
与海外华侨社团的联络联谊，
加强与海外侨领的沟通，扩大
厦门的对外影响力。
会上，王春生还通报了市
人大侨委 2020 年工作计划。

据悉，减免政策执行期为
三项社会保险费所属期。对中
小微企业已正常缴纳 2020 年
2 月三项社会保险费的，按程
序批量发起退费；对大型企业
等其他参保单位，尊重其意愿
和选择，可冲抵以后月份的缴
费，也可退回。参保单位补缴
减免政策实施前的欠费，预缴
减免政策终止后的社会保险
费，均不属于此次减免政策范
围。
同时，受疫情影响生产经
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申
请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限
原则上不超过 6 个月，缓缴期
间免收滞纳金。 （郑江洛）

厦门非上市重点企业
可申请纾困基金
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讯 日前，厦门市产
业投资基金理事会发布 《关
于积极发挥厦门纾困发展基
金作用支持企业应对疫情共
渡难关有关措施的通知》，将
纾困发展基金投资范围从上
市公司扩大到非上市重点企
业 ，有 效 期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据悉，
《通知》 明确了基
金投资范围为重点投资经营
情况较好，但受疫情影响出
现较大流动性风险导致无法
持 续 经 营 的 交 通 、 工 业 、外
贸、旅游、餐饮等行业上市企
业和非上市重点企业。这意

味着，纾困发展基金投资范
围放宽了，从支持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缓解股
权质押平仓风险，扩大到支
持上市、非上市重点企业化
解经营危机。
《通知》表示，基金主要采
取股权投资和债券投资两种
方式投资企业，通过不同方式
提供多样化的资金支持方案，
降低企业纾困资金申请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纾困发展
基金对单一项目的投资金额
原则上不超过 2 亿元，投资期
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根据需
要可适当延长。 （白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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