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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
“15 条”措施，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

支持社区工厂等就业载体发展
可给予最高 300 万创业担保贷款
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联
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
贫政策支持力度助力脱贫攻坚的
通知》，共 15 条，从五个方面加大
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的政策支
持，助力脱贫增收。
促进就地就近就业
支持扶贫车间、社区工厂等
就业载体发展，符合创业担保贷
款贴息政策规定的可给予不超过
300 万元创业担保贷款。鼓励各
类生产经营主体（含企业）吸纳贫
困劳动力长期稳定就业，财政按
1000 元/人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
吸纳 10 人以上的再给予奖补；开

展以工代训的，按照 200 元/人·月
给予最长不超过 6 个月的职业培
训补贴。

经纪人和贫困劳动力参与有组织
劳务输出，提高劳务对接组织化
程度和就业稳定性。

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劳务经纪人，组织贫困劳动力到
企业就业，并协助签订 1 年以上
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的，按不
低于 300 元/人标准给予就业创业
服务补助。贫困劳动力通过有组
织劳务输出到户籍所在县以外就
业的，给予不超过 300 元/人一次
性求职创业补贴，并给予一次性
单程铁路、公路或水运（路）交通
补贴。支持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

支持贫困劳动力自主创业
对有创业意愿并具备一定创
业条件的贫困劳动力，免费开展
创业培训，优先安排入驻创业园
区（孵化基地）。首次创办小微企
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办企
业或个体工商户自登记注册之日
起正常运营 6 个月以上的贫困劳
动力和农民工等返乡下乡创业人
员，
给予 1 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强化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
统筹利用各类资金、资源开

发公益性岗位，鼓励贫困村利用
村集体收益等开发公益性岗位，
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帮扶。新
增和腾退的公益性岗位优先用于
安置大龄、残疾等就业特别困难
的 贫 困 劳 动 力 ，并 给 予 不 低 于
300 元/人·月岗位补贴。
实施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对有培训意愿的贫困劳动力
每年至少提供一次免费职业技能
培训，培训期间给予不超过 50 元/
天·人的生活费补贴。鼓励通过
项目制方式，整建制购买职业技
能培训或创业培训项目，组织贫
困劳动力集中培训。
李丹

我省鼓励民营企业开展直接融资

企业首发上市 一次性补助提高到 100 万元
政策亮点
◎在境内外主要资本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融资的企业，
给予 100 万元费用补助
◎民营企业发行企业债、公司
债、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中
小企业私募债、可转债，每年给予
企业最高 500 万元贴息；对中小微
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工具实现融资
的给予 20 万元补助
◎鼓励有条件的市(州)组建政
策性民营企业纾救基金，设立四川
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

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的意见》，针对民营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明确提出鼓
励开展直接融资。为何要特别鼓
励直接融资？又有哪些政策亮
点？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省级相
关部门负责人。
延续支持政策
补助力度进一步加强
“鼓励直接融资，可以有效拓
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降低
融资成本。”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执
行的《四川省鼓励直接融资财政奖
补资金管理办法》，有效期 3 年，恰
好在今年到期。下一步如何继续
支持直接融资？
《意见》继承了此前
的管理办法，支持力度进一步加
强。上述负责人举例：此前的管理
办法对在境内主板、中小板、创业
板和境外资本市场首发上市融资
的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 80 万元，

四川剑兴锂电池有限公司锰泰龙锂离子电池生产线。
现在提高到了 100 万元。
实施债券优先
财政适当补助，推动民企债券融资
《意见》提出：积极支持省内符
合条件的民营企业运用债务融资
支持工具，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支
持民营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企
业债、公司债、银行间市场债务融
资工具、中小企业私募债、可转换
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等。
“我们将实施债券优先发展战
略。
”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将发挥债券市场公开、
透
明、
预期引导性强的优势，
推动民企
债券融资。将督促《公司债券融资
创新发展合作备忘录》
《借助银行间
市场助推四川省经济发展深化合作
备忘录》等战略合作备忘录的落实，
针对债转股，所在市（州）、县（市、

区）政府可给予单户债权机构最高
不超过 500 万元的奖励，省级财政
按照市（州）、
县（市、
区）政府实际补
贴的 50%给予财力补助；对当地企
业债券融资违约给予适当风险补
贴，省级财政按照市（州）、县（市、
区）财政实际补贴额给予适当财力
补助；对发行公司债券将每年给予
企业最高 500 万元贴息，对中小微
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工具实现融资的
给予20万元补助。
设立纾困基金
化解民企债务风险和股权质押风险
《意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市
(州)组建政策性民营企业纾救基
金。
为什么要建立纾困基金？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前期民营企业债务风险其实
是一个金融去杠杆的滞后表现，是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程朱荣 摄
一个特殊时期、阶段性的风险，流
动性的风险，
“针对阶段性的问题，
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见效快的
‘短期政策’，抓住民营企业当前主
要矛盾，从而化解民营企业的债务
风险和股权质押风险。”
该负责人表示，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正会同省国资委、四川证
监局以及四川发展（控股）公司推
动设立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
券投资基金，该基金将发挥维护市
场稳定、活跃市场交易、防范和化
解风险的作用。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还将引导规模以上民营企
业开展规范化公司制改制；以市、
县为重点开展“送金融走基层”活
动，着力推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
民营企业进入“五千四百”计划的
四川省企业挂牌、上市和直接融资
后备企业资源库进行培育，与资本
市场对接。
据《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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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购电等政策

今年可为企业
节省电费 5 亿元
昨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做 客《阳 光 政 务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直购
电政策、涉企保证金等方面的问
题在线答疑解惑。

享受直购电优惠
企业已可进行申报
“怎么才能享受直购电优惠
政策，如何申报？”节目中，有企业
工作人员打进热线咨询。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我
市争取直购电政策成效显著，我
市共有 69 户企业进入电力市场化
交易用户，较 2017 年增加 47 户。
同时，该委积极指导企业申报富
余 电 量 ，享 受 富 余 电 量 企 业 25
户。直购电、富余电量两项政策
红利全年可为企业节约电费 5 亿
元，同比增长 19%，为工业经济稳
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2019 年，电力市场化改革将
进一步深化，电力市场进一步放
开，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实行注
册制。凡是已核定输配电价的大
工业用户和已核定输配电价且用
电量 500 万千万以上的工商业专
变用户，均可从现在起到 12 月 20
日期间，到省电力交易中心进行
注册，参与注册的用户明年均可
以享受直购电政策。
“直购电政策
是电厂和终端购电大用户之间通
过直接交易的形式协定购电量和
购电价格，我市的直购电比正常
的电费每度便宜 2 分钱。”该负责
人说。

涉企保证金正在清理
将及时公布
相关负责人说，按照国家、省
相关要求，该委联合市财政局开
展了涉企保证金清理规范工作。
总体上，各部门能够按照要求和
规定收取和返还涉企保证金，但
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返还不及时等
情况。经清理，上半年，全市返还
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
量保证金、工资保证金、对外劳务
合作风险处置金、政府采购履约
保证金、土地矿权保证金等涉企
保证金 7.76 亿元、涉及企业 2602
家，保证金余额 3.22 亿元、涉及企
业 1529 家 。 全 年 情 况 正 在 清 理
中，
清理后将及时公布。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尹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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