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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近日， 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
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
力军，在促进增长、保障就业、改善民生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受原材料价格上涨、订
单不足、用工难用工贵、应收账款回款慢、物
流成本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散发、部分地区
停电限电等影响， 中小企业成本压力加大、
经营困难加剧。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 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通
知》从九个方面提出了政策措施。

《通知 》明确 ，要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
度，鼓励地方安排中小企业纾困资金，落实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用好小微企
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资金。 进一步推进减税
降费，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按规定延缓缴纳
2021 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研究适时出台部
分惠企政策到期后的接续政策，持续清理规
范涉企收费。 灵活精准运用多种金融政策工
具，用好新增 3000 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加
大信用贷款投放， 对于受新冠肺炎疫情、洪
涝灾害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影响严重的小
微企业，加强流动资金贷款支持。

《通知》强调，要推动缓解成本上涨压力，
加强大宗商品监测预警，严厉打击囤积居奇、
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 推动期货公司为中小
企业提供风险管理服务， 稳定班轮公司在中
国主要出口航线的运力供给， 鼓励班轮公司
推出中小企业专线服务。 加强用电保障，科学
实施有序用电，合理安排错峰用电，保障产业
链关键环节中小企业用电需求， 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对小微企业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

《通知》提出，要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更
多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用
工供需信息对接。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

继续开展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
从源头防范层层拖欠形成“三角债”。 着力扩
大市场需求，加大民生领域和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力度，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促进大型企业扩
大向中小企业采购规模，开展中小企业跨境
撮合服务，加快海外仓发展。

《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各地区要强
化责任担当，勇于开拓创新，帮助中小企业
应对困难，推动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
发展。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调研和指导支持力
度，扎实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筑牢中低收入家庭托底保障防线
———聚焦健全重特大疾病医保和救助制度意见看点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健全重
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明
确救助对象范围、救助费用保障范围、起付
标准和救助比例等。

“要重点平衡好效率和公平、共济与托
底的关系， 筑牢中低收入家庭托底保障防
线。 ”国家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同志就医疗
保障托底保障谁、如何托、托到什么程度等
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加快形成多层级医保体系

问：在减轻困难群众和大病患者医疗费
用负担上，有哪些总体考虑？

答：意见聚焦 1 个目标，即聚焦减轻困
难群众重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夯实医疗保
障制度托底保障功能，筑牢中低收入家庭基
本医疗保障“安全网”，扎实促进共同富裕。

为此，意见明确 5 项重点举措，包括科
学确定救助对象范围、强化三重制度综合保
障、统筹完善救助托底保障方案、建立健全
防止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注重发挥慈善
救助与商业健康保险等补充保障作用。

此外，要强化 4 个配套措施，包括规范经
办管理服务、强化组织保障、加强基金预算管
理、提高基层能力建设水平等。

救助对象范围进一步延伸

问：救助对象范围有什么新变化？
答：对象分类管理更精细。 在做好低保、

特困、 易返贫致贫人口等低收入人口救助的
同时，延伸覆盖低保边缘家庭、因病支出困难
家庭重病患者。 意见继续以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为重点救助人群，同时规范救助对象管理：

一是优化救助对象分类。 以收入困难和
医疗费用负担为导向，细分救助对象类别，明
确覆盖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
员和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等低收入人群。

二是对因病致贫重病患者实施救助。 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考虑支出困难因素，将因
高额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
困难的大病患者纳入救助范围，并要求省级
相关部门明确认定条件。

三是对地方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允许因地制宜，按照其对应的救助对象身份

类别，给予相应救助。

起付线以下个人自付费用纳

入救助保障

问：救助费用保障覆盖范围是什么？
答：意见规范救助费用，满足基本保障需求。

救助费用主要覆盖救助对象在定点医药机构发
生的住院费用、因慢性病需长期服药或患重特大
疾病需长期门诊治疗的费用。 由医疗救助基金
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原则上应符
合国家有关基本医保支付范围的规定。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起付线以下的政策
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 按规定纳入救助保
障，降低“门槛费”负担。

对于基本医疗保障政策范围外的费用，
在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中已有统
筹考虑，包括稳定巩固保障水平、综合降低
就医成本、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等。

托底措施重点向大病慢病患

者倾斜

问：在统筹优化托底保障机制上是如何

考虑的？
答： 意见着眼于促进救助制度公平、可

持续发展，提出了夯实医疗救助托底功能的
相关措施。

除规范救助费用外，意见还确定了基本
救助水平。 按照经济越困难、医疗负担越重，
救助水平越高的原则， 合理设定待遇支付
“三条线”。 比如，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原则
上取消起付标准，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因病
支出困难重病患者参照统筹地区上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 设定不同起付标
准，避免救助资金“撒芝麻”。

救助比例上，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按不
低于 70%救助，其他救助对象由各地根据实
际确定略低于低保的救助比例。 年度救助限
额也根据基金实际支撑能力合理确定。

同时，意见进一步完善托底措施，重点
向大病慢病患者倾斜。 从原有住院和门诊慢
特病保障项目分设、资金分别管理，调整为
统一项目、统筹资金、共用年度救助限额。 对
经三重制度保障后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救
助对象，由地方根据实际对其政策范围内自
付费用再给予倾
斜救助。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记
者 刘诗平）黄河内蒙古三湖河口至头
道拐河段 22 日出现流凌，流凌密度为
10%至 30%， 首次流凌日期较常年偏
晚 2 天。 随着黄河出现流凌，至此我国
北方河流全面进入 2021-2022 年度凌
汛期。

截至 22 日，嫩江干流尼尔基水库
以上江段及富拉尔基江段已经封冻，
其他江段处于流凌状态； 松花江干流
全线处于流凌状态； 黑龙江干流漠河
至开库康江段已封冻， 其他江段处于
流凌状态。

北方河流全面进入凌汛期

这是 11 月 22 日拍摄的黄河宁蒙
河段流凌。 新华社发

甘当路石 民族团结
———“两路”精神述评

这是世界公路建筑史的不朽奇迹，这是
中国军民波澜壮阔的逐梦征程，这也是中华
民族敢为人先、奋勇前行的历史壮举———10
多万名筑路军民劈开悬崖峭壁，征服重重天
险，建成修通川藏、青藏公路，打通西南边陲
的交通动脉。

2014年 8月，在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
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60
年来，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
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
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新形势下， 我们要继续弘扬 “两路”精
神，养好两路，保障畅通，使川藏、青藏公路
始终成为民族团结之路、 西藏文明进步之
路、西藏各族同胞共同富裕之路。

一场绝境修路的伟大征程

1950 年 1 月， 毛泽东同志提出应当争
取于当年 5 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 3 个月
后 ，康藏公路 （1955 年改名为川藏公路 ）工
程破土动工。 其后，毛泽东同志发出进军西
藏的训令，并号召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
修路”。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10 多万人的筑路
大军克服高原缺氧、天险阻隔、物资匮乏等
不利条件 ，靠着简陋的工具 ，以 “让高山低

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开始了征程。
通横断山脉，跨通天巨浪，越沼泽冻土，

穿原始森林。 漫漫 4 年，筑路大军挖填土石
3000 多万立方，造桥 400 余座，这场与自然
斗、以生命搏的筑路征程，最终以胜利而终。

1954年 12月 25日， 这是西藏人民的大
喜日子。 这一天，两条公路同时通车拉萨；这
一天，满载物资的车辆来往穿梭；这一天，西
藏结束了千百年来仅有栈道、溜索、人背、畜
驮的运输方式，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封闭状况。

一段跨越时光的生命礼赞

1950 年 3 月，经历过淮海战役洗礼的十
八军怀揣慷慨誓言，拿起铁锹、钢钎、十字镐，
凿巨石开路、蹚冰河架桥，劈开 14 座大山，穿
过 8 条大断裂带， 跨越数条险滩激流和数不
清的沼泽冰川，4 年后，川藏公路修通。

1954 年 5 月，时任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的
慕生忠带领 1200 余人， 从雪水河艾芨里沟
开始，30 天修通 30 公里唐古拉山口路段，10
天推进 200 公里藏北路段 ， 同年 12 月 22
日，青藏公路修抵拉萨。

艰辛成就伟业，牺牲铸就辉煌。 4360 公
里的交通线唱响了发展的繁荣赞歌，也留下
了英烈们的悲壮凯歌：

雀儿山工地， 年仅 25 岁的张福林在爆

破过程中不幸被巨石砸中。 牺牲前，坚决不
让医护人员打针抢救的他说道， 我不行了，
要为祖国节省一支药。

可可西里，海拔高、气压低、瘴气重，工
兵第二团战士乔振武在睡梦中突发急症，抢
救无效牺牲，永远驻守在青藏公路。

……
三千志士英勇捐躯， 一代业绩永垂青

史。 “两路”精神，与时代交融，与日月同辉。
1967 年 8 月，某汽车团副教导员李显文

等 10 名官兵在执行任务时，突遇特大山崩，
英勇献身。

2003 年 8 月，为解决青藏高原多年冻土
地区公路修筑的难题，长安大学公路学院博
士生导师胡长顺第 11 次进藏考察调研，却
遭遇车祸遇难，长眠于青藏公路。

……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无

数英雄用血肉，撑起雪域高原的交通线。 昔
日封闭的高原荒漠，自此换了人间。

一首团结奋进的时代颂歌

“是谁帮咱们修公路？是谁帮咱们架桥梁？
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 军民本是一家
人，帮咱亲人洗呀洗衣裳……”20世纪60年代，
一首《洗衣歌》唱出了藏汉同胞的深厚情谊。

以真心换真心。 在筑路的过程中， 川、
青、藏省区群众积极参与。 来自四川甘孜州
的 6000 头牦牛成为第一批支援物资，17000
名藏族同胞为川藏公路建设挥洒了青春与
热血。

“路修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 ”藏
汉一家紧密团结的故事，始终在传唱。

坚守雀儿山 23 年的道班工人莫尚伟、黎
兴玉夫妇，依靠藏族邮差其美多吉运输补给，
荒凉的“生命禁区”见证了他们的深厚友情。

作为“天下第一道班”的一员，扎西次仁
几乎每天都要在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公路上
铲冰。 寒风刺骨，过路的司机们却说这里“天
下第一暖”。

……
辛苦耕耘，平凡人成就伟业；接续奋斗，

新起点再创辉煌。
数据显示， 西藏公路通车里程从 2000

年底 2.25 万公里增至 2020 年底 11.88 万公
里，全区所有县（区）和 476 个乡镇、2050 个
建制村通了客车； 拉萨西站铁路货运量从
2006 年发送 2 万吨、到达 29 万吨增至 2020
年发送 49 万吨、到达 614 万吨；民航旅客吞
吐量从 2000 年 53 万人次增至 2020 年 515
万余人次。

昔日川藏、 青藏公路被藏族人民称作
“幸福的金桥”“吉祥的彩虹”，如今众多“金
桥”“彩虹”如格桑花般扎根、绽放。 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在“两路”精神的激励下，西
藏人民的幸福生活将迈上新的台阶，雪域高
原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踏上新的征程！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刘洪明

（据新华社北京电）
网络主播朱宸慧等偷逃税被罚

据新华社杭州 11 月 22日电（记者 王雨萧 屈凌燕）记者 22 日
从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了解到，网络主播朱宸慧、林珊珊因偷逃
税款，将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分别计 6555.31 万
元和 2767.25 万元。

此前，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朱宸
慧、林珊珊两名网络主播涉嫌偷逃税款，在相关税务机关协作配合
下，对其依法开展了全面深入税务稽查。 经查，朱宸慧、林珊珊在
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通过在上海、广西、江西等地设立个人独资
企业，虚构业务将其取得的个人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转变为个
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偷逃个人所得税。 两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相关税收法律法规，扰乱了税收征管秩序。

据介绍，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朱宸慧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处 1 倍罚
款共计 6555.31 万元，对林珊珊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处 1 倍罚
款共计 2767.25万元。日前，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已依法向朱宸慧、林
珊珊下达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依法履行税务行政处罚告知程序。

11月 22 日，鹤岗市民在雪中玩耍拍照。当日，小雪节气，东北多
地迎来强降雪天气。黑龙江省多地出现暴雪，吉林省东南部 14 个市
县出现暴雪，这是半个月内东北地区遭遇的第二次强降雪。 为应对
此轮极端天气，吉林省各地迅速行动，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
部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雪）Ⅱ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暴雪天气。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 摄

东北多地小雪节气迎来强降雪

国台办指出

绝不允许支持“台独”、
破坏两岸关系的人在大陆赚钱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2 日应询
指出，我们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来大陆投资发展，将继续依法
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但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
系的人在大陆赚钱，干“吃饭砸锅”的事。 广大台商台企要明辨是
非，站稳立场，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

有记者问，新华社 22 日报道上海、江苏等省市执法部门对台湾
远东集团在当地投资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查处。近日国台
办公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表示依法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
联企业和金主实施惩戒。 请问这两件事有无关联？ 朱凤莲答问时作
上述表示。

她指出，台湾远东集团在上海、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等地的化
纤纺织、水泥企业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据国家法
律法规对其采取罚款、追缴税款、限期整改等措施，并收回该企业闲
置建设用地。 查处违法违规问题仍在继续。

朱凤莲表示，“台独”顽固分子谋“独”言行恶劣，严重破坏两岸
关系，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
民族根本利益。 对他们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必须依法惩戒。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美越野车冲撞人群致 5人死亡
新华社芝加哥 11 月 22 日电（记者 徐静）美国威斯康星州沃

克夏市政府 22 日清晨发布消息说，21 日发生的越野车冲入该市节
日游行队伍事件已造成 5 人死亡，另有 40 多人受伤。

沃克夏市政府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21 日下午，一辆红色越野
汽车突破警方设置的路障，加速冲向举行游行活动的街道。 目击者
用手机从街道旁大楼向下拍摄的视频显示，红色越野车高速从后方
冲入一支游行队伍方阵，撞倒并碾压多人。

目前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1 月 20 日，人们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奥格斯堡拆除圣诞市场摊
位。德国目前正遭受第四波疫情冲击，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
究所 22 日数据显示，德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0643 例。 受新冠
疫情影响，巴伐利亚州已叫停所有圣诞市场。 新华社发

德国日增 3万余新冠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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