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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积极
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长政策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26
条政策措施》），市发改委会同市直有关单位，研究制定了
《26条政策措施》政策解读，现予发布。

1、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压降融资成本加大对中
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特别是对于
疫情防控和社会民生领域的中小企业，在原有贷款利率
水平下浮10%以上，确保2020年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高
于2019年同期融资成本。推动法人金融机构发放专项项
目贷款，并确保贷款利率低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水
平，纳入省疫情防控重点企业融资白名单的，在此基础上
再下浮30%以上。

政策起止时间：自政策发布之日起至疫情解除之日
止；部分政策自中国人民银行“银发〔2020〕29号”文件印
发之日起执行。

操作流程：各银行机构进一步提高信贷审批效率，开
辟疫情防控相关贷款的“绿色通道”，凡与防控疫情有关
的企业、个人提交的合理信贷申请，一律按照“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尽快将贷款发放到位。凡我市地方法人银行
机构因支持疫情防控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涉农（扶贫）
贷款，均可申请同等额度的支农（扶贫）、支小再贷款。同
时，对银行机构疫情防控涉及企业的银行承兑汇票，实行

“见票即办、一次办结”，对申请的银行机构优先给予再贴
现额度的倾斜支持，并鼓励在江西省小微客户融资服务
平台上办理再贴现业务和线上还款。

支持额度：根据实际情况由申请企业与银行机构协
商确定。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金融办、人行景市中心
支行、景德镇银保监分局牵头，各驻景金融机构配合。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2、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的作用，为符合条
件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和“过桥”转贷支持；对防疫物资、
生活必需品、重要国计民生等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免收
担保费。

政策起止时间：自政策发布之日起至疫情解除之日止。
操作流程：凡符合防疫物资、生活必需品、重要国计

民生等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资信状况良好、能够提供明
确的采购订单，可向担保机构申请办理免抵押、纯信用担
保贷款。担保机构和各银行为企业开辟绿色通道，按照
信贷政策和优惠贷款利率进行审批。

支持额度：以企业实际需求及承贷银行和担保公司
批复为准。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金融办牵头，市中小企
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各驻景金融机构配合。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对防疫物资、生活必需品生产、运输和销售企业，由
各相关金融机构按照轻重缓急原则，尽可能安排专项再
贷款或其他优惠贷款予以支持，重点保障防疫一线的医
疗用品、器材、车辆，以及粮油、畜禽、蔬菜等农产品生产、
加工和流通企业的融资需求。

政策起止时间：自2020年1月25日起至人民银行总
行通知止，存量专项再贷款于自然到期后收回。

操作流程：支持全国性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在
景分支机构加大服务对接力度，全力满足疫情防控融资
需求。实行疫情防控重点企业融资白名单制，支持江西
银行、九江银行利用专项再贷款为企业提供优惠利率信
贷支持，最高不得超过最近公布的一年期LPR减100个基
点即3.15%。

支持额度：每个企业授信额度不超出重点企业防控
疫情需要的生产经营活动资金规模。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金融办、人行景市中心
支行、景德镇银保监分局牵头，各驻景金融机构配合。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4、对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的其他企业，由各相关金
融机构加大援企融资支持力度，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
贷，帮助企业渡过当前难关。

政策起止时间：自政策发布之日起执行，长期坚持。
操作流程：由企业自主申报，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按

照政策要求进行审核，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
切实提高业务办理效率，提供优质高效的疫情防控综合
金融服务，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
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
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
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
情灾害影响。

支持额度：根据实际情况由申请企业与银行机构协
商确定。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金融办、人行景市中心
支行、景德镇银保监分局牵头，各驻景金融机构配合。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5.加强融资服务对接，鼓励金融机构下放审批权限，
加强融资服务，加快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
机制，落实便企惠民服务，创新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
进一步优化审贷流程。

政策起止时间：从政策发布之日起至疫情结束或新
的政策文件出台。

操作流程：引导和督促银行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加大
贷款投放。进一步引导广大中小微企业通过江西省小微
客户融资服务平台（https:www.pbcsurvey.org.cn/ncrhpor-
tal/）和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平台（http://www.jxfinser.
com/）等线上业务平台申请贷款，提升服务便捷性和可得
性。

支持额度：具体以企业与个人实际需求以及金融机
构审核结果为准。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金融办、人行景市中心
支行、市银保监分局牵头，各驻景金融机构配合。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6.落实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中，从事农产品
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部分鲜活肉蛋产品，从事蔬菜
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蔬菜免征增值税政策。自2020
年1月1日起至国家规定截止日期，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
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
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落实中央和地方
列举部分商品储备业务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
花税，物流企业自有的（包括自用、出租、承租）大宗商品
仓储设施用地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收政策。

政策起止时间：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
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免征
增值税政策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公告截止日期；其他政
策为长期执行。

操作流程：纳税人、缴费人尽量选择江西省电子税务
局、手机APP、自然人扣缴客户端、邮寄办税等“非接触
式”的办理途径。对到办税服务厅现场办理的，通过上述
网络和有关电话预约。享受税收免征政策的纳税人，可
自主进行免税申报，无需办理有关免税备案手续，但应将
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的纳税
人，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或者作废原发票，再按规定适
用免征增值税政策并开具普通发票。

支持额度：优惠额度根据纳税人办税实际确定。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税务局牵头，全市各级

税务机关组织实施。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7、对企业实际发生用于疫情防控的研发费用支出
（包括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
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生
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
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对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减按15%的税率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对疫情防控技术
转让、技术开发免征增值税；对药品生产企业销售自产用
于疫情防控创新药，提供给患者后续免费使用的相同创
新药，不作为增值税视同销售收入。对符合条件的疫情
防控技术转让所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对符合条件的
科技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以及
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土
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政策起止时间：上述政策为长期执行。
操作流程：纳税人、缴费人尽量选择江西省电子税务

局、手机APP、自然人扣缴客户端、邮寄办税等“非接触
式”的办理途径。对到办税服务厅现场办理的，通过上述
网络和有关电话预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和
技术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减免，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
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减免日常季度预缴申报即可享
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在年度汇算清缴时一次性申报享
受。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的纳税人，可自主进行免税申
报，无需办理有关免税备案手续，但应将相关证明材料留
存备查。符合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条件的科技
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可自主进行
免税申报，但应将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

支持额度：优惠额度根据纳税人办税实际确定。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税务局牵头，全市各级

税务机关组织实施。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8、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
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企业和未能及时充分复工的工业企
业，及时辅导落实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等政策。对因
疫情原因导致企业发生重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
到重大影响，纳税确有困难的，依法予以减免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

政策起止时间：从我省启动一级响应之日起，申请减
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政策可视企业情况长期执
行；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执行期间至2021年12月31
日。

操作流程：纳税人、缴费人尽量选择江西省电子税务
局、手机APP、自然人扣缴客户端、邮寄办税等“非接触
式”的办理途径。对到办税服务厅现场办理的，通过上述
网络和有关电话预约。享受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
的，由纳税人直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享受，但应将相
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因疫情原因纳税困难减免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房产税20万元以下、城镇土地
使用税30万元以下的，由各县（市、区）税务局办理；减免
房产税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30万
元以上（含30万元）的，由市税务局办理。

支持额度：优惠额度根据纳税人办税实际确定。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税务局牵头，全市各级

税务机关组织实施。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9、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能
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可以按月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
抵税额；根据企业实际需求保证发票供应，不受原发票核
定量的限制；对其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依法依规进行
减免。

政策起止时间：自我市启动一级响应之日起至疫情
解除之日止。

操作流程：纳税人、缴费人尽量选择江西省电子税务
局、手机APP、自然人扣缴客户端、邮寄办税等“非接触
式”的办理途径。对到办税服务厅现场办理的，通过上述
网络和有关电话预约。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
扩能新购设备可以选择在年度汇算清缴时一次性税前扣
除；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
《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申请表》申请全额退还；取消
企业发票用量限制，积极采用“网上申领、邮政配送”或办
税自助终端方式满足企业发票需要；对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物资生产企业，财政部门按照政策法规的规定，对本级
分成部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由执收部门（单位）提出减
免，报同级政府批准，并且按规定进行公示后实施。

支持额度：优惠额度根据纳税人办税实际确定，邮
政配送发票不收取费用。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税务局、市财政局牵
头，全市各级税务机关及各县市区财政局、各执收单位组
织实施。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10、对2020年新增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专项再
贷款，在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利
率信贷、中央财政贴息50%和省财政贴息25%的基础上，
受益财政再给予贴息25%，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

政策起止时间：自2020年 1月25日起，至2020年5
月31日，之后再视情决定是否受理贴息资金申请。

操作流程：重点保障企业获得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
支持后，可凭2020年1月1日后新生效的贷款合同，向所
在地财政部门提出申请。市财政部门汇总后将企业申请
信息上报省财政厅，向省财政厅申请拨付中央财政贴息
资金和省财政贴息资金。受益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
给相关借款企业。

支持额度：贴息金额以人民银行再贷款利率和企业
实际贷款额度为准。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财政局牵头，市金融
办、人行景市中心支行、市银保监分局及各县（市、区）政
府、园区管委会配合。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11、在医疗卫生、疫情防控、环境卫生等公益性项目和
交通基础设施等民生领域储备一批专项债项目，争取更
多新增政府债券额度支持，加快项目建设和债券资金支
出进度，提升公共卫生保障能力。

政策起止时间：自我省启动一级响应之日起执行，疫
情解除后长期坚持。

操作流程：由各医疗卫生、疫情防控、环境卫生单位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研究、梳理、策划相关卫生健康项
目，经属地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各级发改、财政
部门列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储备项目，并同步启动项目各
项前期工作。符合支持范围且具备开工建设条件的，由
各级发改、财政部门申报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资金支
持。对已安排专项债资金的项目，各项目单位应根据建
设计划，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和资金拨付进度，推动项目早
开工、早建成、早投用。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牵
头，市直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政府、园区管委会配合。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12、对疫情期间以自有运力向我市企事业单位运输
口罩、防护服等医用防控防疫物资的物流类企业（不含生
产企业）给予资金支持，按其实际运输防控防疫物资给予
不超过货物运费40％（运入）的支持，单一企业最高支持
额不超过50万元。

政策起止时间：自我市启动一级响应之日起至疫情
解除之日止。

操作流程：由以自有运力向我市运输防疫物资的物
流企业可向县（市、区）交通运输局自主申报，各县（市、
区）交通运输局会同财政局进行认定、初审，上报市交通
运输局与财政局进行审核、确定补助标准，由市财政安排
补助资金。

支持额度：根据企业实际运输防控防疫物资给予不
超过货物运费40％（运入）的支持，单一企业最高支持额
不超过50万元。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交通局、市财政局牵
头，各县（市、区）政府、园区管委会配合。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13、在疫情防控期间，对政府指定的在生活必需品保
供稳价工作中主动让利的重点企业和商户，根据其规模
大小，给予不超过5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政策起止时间：自我市启动一级响应之日起至疫情
解除之日止。

操作流程：由政府指定的在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工
作中主动让利的重点企业和商户向县（市、区）商务局自
主申报，各县（市、区）商务局会同财政局进行认定、初审，
上报市商务局与财政局进行审核、确定补助标准，由市财
政安排补助资金。

支持额度：根据企业和商户规模大小，给予不超过5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牵

头，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及各县（市、区）政府、园区管
委会配合。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14、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事业服务单位要与疫情
防控相关企业建立“一对一”对接制度，全力保障企业生
产需求；疫情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生产类、服务类企业
以及受疫情影响的市民，相关费用可延缓至省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解除之后2个月内缴清，期间不
得停水、停电、停气，不得收取滞纳金等附加费用。

关于供水费用延缓缴纳政策：
政策起止时间：自我市启动一级响应之日起至疫情

解除之日止。
操作流程：经政府审定核准的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和

受疫情影响的市民，确实因客观因素不能按时缴纳水费，
可向市水务公司提出申请，核实通过后可缓交水费。

支持额度：针对上述与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及受疫情
影响的市民的水费允许在省一级响应解除之后两个月内
缴纳。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发改委牵头，景德镇水
务公司营销分公司、管网分公司组织实施。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关于供电费用延缓缴纳政策：
政策起止时间：自政策发布之日起至省一级响应解

除之日止。
操作流程：经政府审定核准的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和

政府定点医疗机构确诊的新型冠状肺炎患者，确因受疫
情影响不能按时缴纳电费，企业可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
申请，通过审定后批准其缓交电费；市民（新型冠状肺炎
患者）可向供电公司提出申请，核实通过后可缓交电费。

支持额度：针对上述与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及受疫情
影响的市民客户（确诊新型冠状肺炎患者）的电费允许在
省一级响应解除之后两个月内缴纳。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发改委牵头，景德镇供
电公司组织实施。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关于供气费用延缓缴纳政策：
政策起止时间：自政策发布之日起至省一级响应解除。
操作流程：支持对象为所有居民用户和涉及疫情防

控相关企业（如医院、口罩、酒精、一次性手套、防护服等
防控物资生产商），其中居民用户方面，在疫情期间月均
产生用气量不超过去年月平均用气量10%，同意在一级
响应解除后2个月内缴纳完毕。非居民企业方面，涉及
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如医院、口罩、酒精、一次性手套、防
护服等相关物资生产商）在应缴费期间一个月内向燃气
公司提出延期缴费申请，燃气公司经过确认后给予回
复。经过确认回复的疫情防控相关企业享受在一级响应
解除后2个月内缴纳且不收取滞纳金的优惠政策。

支持额度：上述与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及受疫情影响的市
民的燃气费用允许在省一级响应解除之后两个月内缴纳。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发改委牵头，景德镇华
润燃气有限公司、景德镇深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江西海能
燃气有限公司组织实施。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15、在疫情防控期间，采取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共渡难关；对办理减容、暂
停、减容恢复、暂停恢复的电力客户，不受“暂停用电不得
小于15天”限制，按实际暂停天数免收基本电费；对因疫
情防控需要新建、扩建医疗场所，免收高可靠性供电费；
对电力客户办理基本电费计收方式变更、暂停、减容及其
恢复等业务，实行“当日受理、次日办结”。

政策起止时间：自政策发布之日起至省一级响应解
除止。

操作流程：电力客户向供电公司提出书面申请；供电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供电公司确认
核算企业政策调整后发生的用电费用。

支持额度：1.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办理减容、暂停、减
容恢复、暂停恢复的执行两部制电价电力客户，不受“暂
停用电不得小于15天”限制，按实际暂停天数免收基本电
费。2.在疫情防控期间，对执行两部制电价的电力客户办
理基本电费计收方式变更、暂停、减容及其恢复等业务，
实行“当日受理、次日办结”。3.本条所指的“医疗场所”是
指由政府审定批准的医疗场所，对因疫情防控需要新建、
扩建医疗场所，免收高可靠性供电费。

牵头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市发改委、市供电公司牵
头，各县（市、区）政府、园区管委会配合。

政策咨询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关于《景德镇市积极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长政策措施》的政策解读（上）

单 位

市政府金融办

人行景德镇市
中心支行

景德镇
银保监分局

姓 名

王颢雁

汪小勇

熊海亮

办公电话

0798-8386636

0798-8570350

0798-8570806

手机号码

13607982649

13807980638

18970802991

单 位

市政府金融办

市中小企业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

姓 名

王颢雁

郑静

办公电话

0798-8386636

0798-8579866

手机号码

13607982649

13879861116

单 位

人行景德镇市
中心支行

市政府金融办

景德镇
银保监分局

姓 名

汪小勇

王颢雁

熊海亮

办公电话

0798-8570350

0798-8386636

0798-8570806

手机号码

13807980638

13607982649

18970802991

单 位

人行景德镇市
中心支行

市政府金融办

景德镇
银保监分局

姓 名

汪小勇

王颢雁

熊海亮

办公电话

0798-8570350

0798-8386636

0798-8570806

手机号码

13807980638

13607982649

18970802991

单 位

市政府金融办

人行景德镇市
中心支行

景德镇
银保监分局

姓 名

王颢雁

汪小勇

熊海亮

办公电话

0798-8386636

0798-8570350

0798-8570806

手机号码

13607982649

13807980638

18970802991

单 位

市税务局

姓 名

周文雄

办公电话

0798-8381587

手机号码

17379868021

单 位

市税务局

姓 名

周文雄

办公电话

0798-8381587

手机号码

17379868021

单 位

市税务局

姓 名

周文雄

办公电话

0798-8381587

手机号码

17379868021

单 位

市税务局

市财政局

姓 名

周文雄

杨剑鸣

办公电话

0798-8381587

0798-8290569

手机号码

17379868021

13907985811

单 位

市财政局

姓 名

江建强

办公电话

0798-8296527

手机号码

13907983866

单 位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

姓 名

胡矫健

江建强

办公电话

0798-8585331

0798-8296527

手机号码

13767947803

13907983866

单 位

市交通运输局

市财政局

姓 名

李斌

邹保生

办公电话

0798-8578003

0798-8297522

手机号码

18079895067

13007985504

单 位

市商务局

市财政局

姓 名

詹政顺

汪 波

办公电话

0798-8517897

0798-8299683

手机号码

18707988787

13907986025

单 位

市发改委

景德镇
水务公司

景德镇
水务公司

姓 名

胡矫健

郭 军

李玉波

办公电话

0798-8585331

0798-8589396

0798-8589396

手机号码

13767947803

13879821651

13607982116

单 位

市发改委

景德镇
供电公司

姓 名

任景荣

叶 超

办公电话

0798-8583141

0798-8566027

手机号码

13607984118

13607985689

单 位

市发改委

景德镇华润燃
气有限公司

景德镇深燃天
然气有限公司

江西海能燃气
有限公司

姓 名

任景荣

聂伟

何旻

黄丽萍

办公电话

0798-8583141

手机号码

13607984118

13307988559

15179873768

13879862299

单 位

市发改委

市供电公司

姓 名

刘文玲

叶 超

办公电话

0798-8582929

0798-8566027

手机号码

13707984932

136079856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