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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动放开市场准入，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聚焦
惠企纾困，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措施密集出
台落地。目前，相关政策成效如何？接下来
还有哪些新举措？如何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
处？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召开惠企纾困专题
新闻发布会，回应热点问题。

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

去年以来，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一定
冲击。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副司长
蒋毅介绍，围绕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国
家有关部门在税费、融资、招投标、营商环
境等方面相继推出一系列惠企纾困政策，政
策效应持续显现。同时，广大民营企业迎难
而上，苦练内功，韧劲与活力不断彰显，呈
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

谈及如何进一步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蒋
毅表示，将下大力气持续抓好支持民营企业
改革发展各项任务的落实，方向不变、力度
不减，解决好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开
展民营经济跨区域发展政策协同试点，积极
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平等享受有关政策。

市场准入是民营企业家普遍关注的问
题。蒋毅表示，目前，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事项已由151项缩减至123项。下一步，国
家发展改革委准备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继续推动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全面修订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20年版）》，总体上
力争清单事项在前版基础上进一步缩减，目
前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着力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将结合国
家区域重大战略，加快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准入特别措施出台，
积极推进浦东、横琴等特别措施研究制定工

作，支持湖北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
建立违背负面清单案例归集通报和市场

准入效能评估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
的效能评估指标体系，逐步扩大评估范围，
实施违背负面清单案例归集与通报，畅通市
场主体对各类市场准入问题的反馈渠道，营
造更加公平畅通的市场准入环境。

推广完善“信易贷”模式

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生力军。针对
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金
司副司长张春表示，近年来，国家各有关部
门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有效措施支持中小微企
业融资，取得了明显成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牵头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过程中，会同银保监会等部门大力推
广‘信易贷’模式。”张春说，“我们依托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成运行了全国中小
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并与 255 个地
方平台或站点实现对接，为银行、保险、担
保、信用服务等机构提供涉企信用信息查询等
服务，提升对中小微企业的精准画像能力，形
成‘以信获贷、以贷促信’的良性循环。”

从平台情况看，截至 8 月末，累计注册
企业999.4万家，通过平台累计发放贷款超过
4 万亿元，部分地方平台发放贷款的平均利
率低于全国普惠小微贷款利率约1个百分点。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广完善‘信易
贷’模式，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以更大
力度推动纳税、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缴
纳、水电煤气、仓储物流、不动产、知识产
权等信息纳入共享范围。”张春说，同时，支
持有条件的地方在充分运用现有信息系统的
基础上，统筹建设融资服务平台，构建全国
一体化的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此外，进

一步强化风险监测和信息安全保障。

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聚焦产业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
司副司长朱建武介绍，今年以来，各地区各
部门多措并举加大支持力度，战略性新兴产
业快速发展。三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景
气指数为146.9，位于较强景气区间。

朱建武表示，随着国家“十四五”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以及其他各领域专项规
划陆续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支持
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产业发展预期将持续
稳中向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重点做好三方
面工作，包括组织实施好“十四五”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形成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全国一盘棋”；深入推进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推动产业集群建设
重点任务加快落地；强化政策支持，增强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素保障能力。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稳定制造
业投资，对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加快发展现代
产业体系，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具有重要
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司副司长霍福鹏介
绍，1—8 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5.7%，高于
全部投资增速 6.8个百分点。“接下来，国家发
展改革委将积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资
力度，保持制造业投资良好增长态势。”

“具体来看，将鼓励企业聚焦制造业基础
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软件加
大投资布局，着力突破关键技术，实现工程
化、产业化，补齐产业发展基础短板。”霍福
鹏说，此外，鼓励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加快
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融合发展，鼓励企业加大在中西部和东
北地区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区域布局。

惠企纾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本报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王俊岭）
日前，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就今年 1—8月
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作了介绍。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 1—8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良好
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 32716.6 亿元

（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 9.4%。其中，
服务出口 15499.9 亿元，增长 25.3%；进口
17216.6亿元，下降1.8%。

该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服务贸易主
要呈现以下特点：

8 月当月服务进出口增势良好。8 月
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624.7 亿元，同
比增长 24.8%，环比增长 7.1%。服务出口
2128.4 亿元，同比增长 40.2%，环比增长
1.9% ， 其 中 运 输 服 务 出 口 增 幅 高 达
136.8%。服务进口 2496.2 亿元，同比增长
14.1%，环比增长11.9%。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1—8
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4754.2亿
元，增长 12%，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达到 45.1%，提升 1 个百分点。其中，知
识 密 集 型 服 务 出 口 8038.2 亿 元 ， 增 长
16%，占服务出口总额的 51.9%；出口增
长较快的领域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
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分别增长 34.3%、23.8%、20.6%。知识密
集型服务进口 6716亿元，增长 7.5%，占服
务进口总额的 39%；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
是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分别增长14.5%和14.3%。

旅行服务进出口继续下降。当前各国
继续采取严格措施限制人员跨境流动，疫
情对旅行服务进出口的影响仍在持续。剔
除旅行服务，1—8 月我国其他服务进出口
增长 22.1%，其中出口增长 30.5%，进口增
长13.4%；与2019年同期相比，其他服务进
出口增长 23.7%，其中出口增长 34.8%，进
口增长12.7%。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
部长刘向东表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
贸易依然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凸显出我国

在应对疫情冲击稳外贸方面取得良好成效，表现出较强的适
应性和韧性。“目前，各类服务行业加快数字化进程，数字化
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数字服务正在驱动国际贸易呈现新的发
展态势。”刘向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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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 10日电 （记者
王俊岭） 记者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获悉，今年前 8 个月，中国信保
累计实现承保金额5295.1亿美元，同
比增长 19.5%；服务企业 14.6 万家，
同比增长 5.1%；支持企业向“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1090.9亿美
元，同比增长 14.1%，充分发挥了政
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保障作用。

近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在京发布2021年《国家风险分析报
告》，这是中国信保连续第十七年发
布该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内外部
环境面临新的风险特征，落实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推
动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政府、企
业以及相关金融机构应该通力合
作，重视风险防控，完善应对机
制，强化全面风险管控，完善债务
可持续性管理。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董事长
宋曙光表示，中国信保将充分履行
政策性职能，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以加快数字化转型为主线，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建设世界
一流信用风险管理机构，为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电（贾海宁、田钊硕） 今
年以来，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大力
培育、引进外资外贸企业，取得了
显著成效。首家“一带一路”跨境
电商龙工场 （沾化） 跨境电商产业
园项目落户后，1—9月份完成外贸
额1800万美元，带动沾化冬枣等一
批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海外
市场。

据介绍，通过互联网整合碎片
化订单，跨境电商将当地特色产品
带到俄罗斯、加拿大、波兰、越
南、阿联酋、印尼、匈牙利等 36
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采购
商市场，帮助沾化冬枣、海蜇、皮
革、纺织等产品走出去，实现外贸
转型升级，构建数字贸易时代下的
商业新生态。目前，跨境电商产业

园已入驻企业 30 家，签约主播 5
名，实现上线商家 100 家、上线产
品 600 个。据测算，今年可实现
8000 万美元的外贸出口总量，5 年
内能够为沾化区实现 5 亿美元的外
贸出口总量。

“高质量打造跨境电商产业园，
搭建外贸服务平台，为入驻企业提
供培训、市场开拓、物流等集成式
供应链服务，带动了沾化冬枣等一
批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把跨境电商打造成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利用互联网和线
上线下服务工具，向国内外消费者
提供冬枣、海产品等质优物美的各
类商品，助推沾化区乃至滨州市贸
易增长。”滨州市沾化区富源街道党
工委书记郭良询说。

山东沾化特产畅销“一带一路”山东沾化特产畅销“一带一路”

前8月中国信保承保金额增长19.5%

本报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邱海峰）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21 年 9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006 亿美元，较 8 月末下降 315 亿美元，降
幅为0.97%。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
王春英介绍，9 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
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国际金融市场
上，受新冠肺炎疫情进展、主要国家货币
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主
要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外汇储备
以美元为计价货币，非美元货币折算成美
元后金额减少，与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共
同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谈及今后的外汇储备规模趋势，王春
英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演
变，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挑战，国际金融市
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但我国经济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韧性持续显
现，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9月末我国外储

规模32006亿美元

本报北京10月 9日电 （记者廖睿灵）
“气候变化青年在行动”中美青年对话活动
8日在清华大学举行。此次活动以“聚焦碳
中和，青年在行动”为主题，由清华大学
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共同主办。

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举
行，来自中美 7 个国家 36 所高校的 71 名
代表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等话题，共话青年
担当。

活动开幕式上，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表

示，气候变化是全人
类共同关注的话题。
他鼓励青年积极贡献
个人智慧、能力和创
造力，共同拥抱更绿
色、更美好的未来。

在青年对话环节，与会者探讨了湿地
恢复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城市街道级绿化
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等话题。他们表示，
青年学者要以科学严谨的研究成果，为气
候变化提供最优方案，贡献个人力量；同
时呼吁各国青年联合起来，创造可持续的
未来。

立足气候变化问题，此次活动发出了
《碳中和目标下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
样性青年联合倡议书》。

围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中美青年共话担当

10月9日，为期3天的2021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在京开幕，来自国内外300多家知名企业参展，展品涉
及先进技术装备、城轨云与大数据、智能列车运行、智慧乘客服务、未来轨道等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
品。图为观众在观展。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近年来大力发展智能电子线束产业，产品广泛
应用于电动自行车、童车和智能儿童玩具等行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图为10月9日，工人们在生产智能线束。 柴更利摄 （人民视觉）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近年来采取“校企结合”“工学结合”等方式发
展职业教育，培养职业技术人才，提高学生就业率。图为10月9日，学生
在练习工业机器人物品搬迁实践操作。 滕治中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在
各项惠企政策的
支持下，不少企
业都实现了良好
的 发 展 。 图 为
10月 9日，位于
江苏省苏州市的
苏州纽威阀门股
份有限公司员工
在车间对阀门安
装上压板。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江西省高安
市近年来通过深
化“放管服”改
革和加大金融支
持等方式，帮助
外贸企业纾困解
难、健康发展。
图为江西雅星纺
织实业有限公司
员工在赶制毛毯
及毛绒制品。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