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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

旅游部等 14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

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3
月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

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强调，餐饮、

住宿、零售、旅游、客运等行业就业容量

大、受疫情影响重，各项帮扶政策都要予

以倾斜，支持这些行业企业挺得住、过难

关、有奔头。

在此背景下，甘肃省、重庆市、江苏

省、四川省、广东省、湖南省、湖北省、天

津市、山东省、云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

等近20个省市推出助企纾困政策。在积

极落实《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关于促

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

政策>的通知》精神同时，也根据实际提

出针对性较强的地方具体举措，通过减

税降费、房租减免、消费券发放、开展促

销活动、就业扶持、金融支持、优化经营

环境等手段帮助服务业挺过难关，其中

多项帮扶政策都对电影行业尤其是影院

予以倾斜。

2 月 28 日，甘肃省发展改革委等部

门联合印发《甘肃省贯彻落实促进服务

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政策的实

施方案》，其中共提出13项普惠性纾困扶

持措施，包括延续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

减等财税政策，提高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比例等就业扶持政策。

截至4月7日，甘肃省服务业增值税

加计抵减 1900 万元，“六税两费”减征

3700 万元，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增值税减

免 300万元。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惠及企业数量

6.06 万户，减免保费金额 2.10 亿元。国

有房屋减免租金3300万元。

3 月 17 日，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

度若干措施》，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

担保成本。其中提出健全完善政府性融

资担保体系，按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降费让利规定，扩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支持普惠小微企业覆盖面，对单户担

保金额5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和“三

农”主体收取的担保费率不超过 1%，对

单户担保金额 500万元以上的小微企业

收取的担保费率不超过1.5%。并表示积

极争取中央财政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

奖补资金，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进行

奖补。

3月1日，重庆市发改委等14部门印

发《重庆市贯彻〈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

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的措施》，

其中提到，要激活消费市场氛围，常态化

开展“爱尚重庆”主题消费促进活动，引

导服务业行业采取发放惠民消费券、打

折、满减等方式开展促销活动；支持精品

书店、文博场馆、影院剧场适当延长营业

时间；同时还提出实施文旅企业贷款贴

息，2022年，市区两级联合对受疫情影响

严重、经营暂时困难的文旅企业实施贷

款贴息。

3月 9日，江苏省电影局会同省财政

厅制定了2021年度省级放映国产影片达

标影院奖励资金分配方案，江苏全省

1012 家符合奖励条件的影院，将共计收

到2800万元奖励资金。本次资金下达依

规简化流程，直接根据全国票务管理系

统数据核定各家影院的奖励资金。其

中，苏州市 191家影院获得共计 582.5万

元奖励；南京市 128 家影院获得共计

429.5 万元奖励；无锡市 112 家影院获得

共计296.2万元奖励。

3月 10日，四川省发改委印发《四川

省贯彻落实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

复发展若干政策的实施方案》，其中包

括，今年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当

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继续分别按 10%和

15%加计抵减应纳税额。同时，2022 年

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级行

政区域内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承租国有房屋，2022 年减免 6 个月租

金，其他地区减免3个月租金。各地可统

筹各类资金，对承租非国有房屋的服务

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适当帮

扶。

3 月 24 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实施《广东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

恢复发展若干措施》，帮助广东省服务业

领域困难行业渡过难关、恢复发展。其

中提出，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在原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到期后，延续

实施时间一年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 。其

中，全省失业保险基准费率延续按 1%实

施，继续同步实施浮动费率政策；工伤保

险在执行行业基准费率和浮动费率政策

的基础上，全省参保单位统一阶段性下

调缴费费率 20%。同时还明确，不得非

经流调、无政策依据对餐厅、商超、景区

景点、电影院及相关服务业场所等实施

关停措施、延长关停时间。

3月 28日，《湖南省促进服务业领域

部分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发

布，提出 5 个方面、36 项政策措施，其中

服务业普惠性纾困扶持措施包括减税降

费、就业扶持、房租减免、金融支持、优化

经营环境、电力支持等 11项措施。提出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费率政策。失业保险保持 1%费率至

2023年4月30日，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

业继续实施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

策，2022 年度将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从

60%最高提至 90%。继续实施中小微企

业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加大倾斜力度。

3月 30日，湖北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等 15个部门联合印发《湖北省促进服务

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其

中提出发挥财政金融联动作用，鼓励设

立或统筹安排服务业企业纾困资金、融

资应急资金，扩大优惠政策覆盖面，加大

对服务业企业的纾困帮扶。同时，对于

餐饮零售、文旅体育、交通运输等特殊困

难行业企业实施阶段性缓缴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费政策。缓缴期限不超过一

年，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3 月 31 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助企纾困和支持市场主体发

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对小型微利

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元但不

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 中小微企业 2022 年内新购置的设

备、器具，单位价值在500万元以上的，按

照单位价值的一定比例自愿选择在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

4月 2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将《山东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

难行业恢复发展的实施方案》概括为“五

促三减两补一支持”。其中提到促参与

政采、促零售新业态、促承接机关文旅活

动；房租减免、税收减免、降低失业保险

费率；防疫支出补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以及金融支持政策。

4 月 5 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云南省财政厅等14部门印发《关于落

实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

若干政策》，力助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渡

过难关、恢复发展。其中明确，落实延续

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2022 年对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当期可抵扣

进项税额继续分别按 10%和 15%加计抵

减应纳税额。2022年延续实施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对不裁员、少裁员

的企业继续实施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在 2022年度将中小微企业返还

比例从 60%最高提至 90%，继续推行“免

申即享”。

4 月 6 日，黑龙江省出台《关于促进

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

策》，对交通运输业、住宿和餐饮业、零售

业、文体和娱乐业、旅游业、居民服务业

纳税人，坐落于 2022 年被列为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内自用的房

产、土地，自划定为中高风险地区的月份

起至解除中高风险地区的月份止，免征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2022 年缴纳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纳

税人，按照本省有关规定，将减免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4月8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等14部

门联合制定印发《安徽省促进服务业领

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其

中对符合条件的法人银行机构发放的普

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落实按

余额增量的 1%提供资金，加大对困难行

业特别是服务业领域的倾斜力。并提出

实施“皖美消费”行动，印发实施扩大消

费需求若干措施，制定促进绿色消费工

作举措。持续打响“皖美消费”活动品

牌，每季度举办一场全省性的主题促消

费活动。

截至 4月 10日，全国已有近 20个省

市推出助企纾困政策。

（下转第3版）

近20个省市针对新一轮疫情推出纾困政策

电影企业等来“及时雨”

今年2月以来，国内疫情局部暴发与多点散发并存，特别是3月份以来，新一轮疫情波及28个省份。作为聚集性接触性服务行业，电影业面临

的经营困难比较突出。尤其是3月11日之后，全国多地影城暂停营业，多个“票仓”城市影院关停，截至4月10日，全国营业影院5404家，营业率为

44.92%。

在此背景下，甘肃省、重庆市、广东省、湖南省、山东省、云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等近20个省市一方面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电影局关于从严抓好

电影院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同时推出一系列助企纾困政策。在积极落实《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

的若干政策>的通知》精神同时，也根据实际提出针对性较强的地方具体举措，通过减税降费、房租减免、消费券发放、开展促销活动、就业扶持、金融

支持、优化经营环境等手段帮助服务业挺过难关，其中多项帮扶政策都对电影行业尤其是影院予以倾斜。

在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上海市和深圳市，当地政府还出台专门措施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企业给予资金支持。江苏苏州、山东青岛、浙江温

州、浙江金华、山东淄博、云南昆明、江苏常州、浙江嘉兴等地也在政策中帮助电影企业纾难解困。扶持的角度每个城市各有侧重。烟台和无锡偏向

于刺激消费，苏州和昆明强化金融保障力度，温州、金华、常州和嘉兴“则以真金白银”扶持影院。

从中央到地方，一揽子政策开始发力，在这一波纾困政策中，服务业、中小微企业成为了重点照顾对象。“久旱”的电影企业等来了“及时雨”。

◎近20个省市推出纾困政策 电影行业获重点帮扶

部分省市相关纾困政策

时间

2月28日

3月1日

3月9日

3月10日

3月17日

3月24日

3月28日

3月30日

3月31日

4月2日

4月5日

4月6日

4月8日

主体部门

甘肃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等部门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住建委、市交通局、市商务委、市文旅发展委等部门

江苏省电影局、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甘肃省政府办公厅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

湖南省政府办公厅

湖北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等部门

天津市政府办公厅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省总工会、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等部门

云南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等部门

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等部门

文件名

甘肃省贯彻落实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政策的实施方案

重庆市贯彻〈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的措施

2021年度省级放映国产影片达标影院奖励资金分配方案

四川省贯彻落实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政策的实施方案

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若干措施

广东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

湖南省促进服务业领域部分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

湖北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

关于助企纾困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的若干措施

山东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实施方案

关于落实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

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

安徽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