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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小微企业成本将加快企业的
复产复工。日前，
为更有效推进贷
款贴息政策落地实施，切实做好
对受疫情影响行业小微企业的金
融支持，厦门市金融监管局、厦门
市财政局联合对 《关于做好受疫
情影响行业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申
报工作的通知》 中的相关事项作
出进一步明确。《通知》明确“申
请主体” 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小型

企业和微型企业，不包括企业主、
个体工商户等自然人。符合条件
的小微企业可申领贷款贴息，贴
息期限最高按 6个月计算。
据悉，对于企业是否属于国
家统计局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
业划 分 办法（2017）》所 规 定 的
小型企业或微型企业有疑义的，
由企业所在区的行业主管部门按
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财政
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 8

号）规定原则予以认定。对于企业
是否属于《通知》所规定的交通
运输、文化旅游、会展和住宿餐
饮、批发零售、外贸等受疫情影响
行业有疑义的，由企业所在区行
业主管部门按照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是否占其总收入 （剔除不征税
收入和投资收益）70%以上的标
准予以认定。
《通知》中的“贷款”应为流
动资金类及贸易融资类贷款。贷

款发放超过 6个月的，贴息期限
按 6个月计算，不足 6个月的以
实际发生月数为准。
贴息标准也进行了明确。企
业实际贷款利率高于贷款放款时
点一年期 LPR的，按后者的 50%
计算；企业实际贷款利率低于贷
款放款时点一年期 LPR的，按前
者的 50%计算。
此外，
《通知》还表明，自贷
款发放之日起，由企业所在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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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大多数人对投资
领域抱以“危机心态”。
在大多数人看来，风险时期
要以避险为上。然而，不少市民
在投资方式的选择上有所顾虑。
“看不懂现在的市场了，有资金
也不敢投！”市民陈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市场的动荡也
带来了相应的投资机会。不过，
在
国际疫情和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的
情况下，保持资产相对高的流动
性，
依然是比较保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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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天，
A股三大指数集
体反弹。在全球疫情爬坡的背景
之下，
A股被贴上了 “避风”标
签，各个机构都看好A股的强走
势。尽管如此，有些老股民却依
旧减仓或持观望态度。
有着二十多年股龄的陈先
生认为，面临这一轮市场应以谨
慎为上。
“国外疫情扩散，
境外股
市同样会影响到A股。”陈先生
表示，
A股市场机会大，
但出于避
险考虑，
他选择先“置身事外”。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教授邓
建平认为，股市受到外围市场的
影响比较明显。如今美联储持续
放水，
比如开启无限量QE
（量化
宽松政策），但货币宽松只能解
决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不能
化解疫情带来的问题。只有化解
了疫情，
才能让总需求真正恢复。
目前，美股市场急跌的阶段
已经过去，流动性风险基本解

除，但是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
制，美股的动荡还会延续。我国
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股
市不会像美股那样大幅下跌，但
还会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从操
作上来说，邓建平建议轻仓，或
重点关注龙头蓝筹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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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为王，是形势艰难之下
的主流观点之一。可以看到，
随着
疫情的全球性扩散，金融市场不
安情绪弥漫，
美元指数持续上涨，
同时也带来人民币被动贬值。
尽管如此，
人民币兑澳元、
英
镑等却在不断升值。这成为部分
人在评估出投资风险更大的情况
下，
仍选择变现避险的原因。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副教授陈善昂认为，危机时期，
最重要的是避险，现金尤其是美
元是可以考虑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民
币具有了仅次于美元的避险属
性。从短期来看，美元与人民币
汇 率 可 能 会 大 致 保 持 稳 定 ；但
是，从经济基本面来说，二季度
中国经济会往上反弹，美国经济
会超预期下行。”邓建平认为，
二
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小幅升
值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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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盘股灾直接带动了全球
巨头企业股价的直线下跌。近段
时间，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
国家的全球性企业股价下跌幅

度惊人，如苹果市值缩水了三分
之一，
宝马直接腰斩。此外，
英特
尔、可口可乐、西门子等企业的
市值跌幅都在30%以上。这些企
业的市值缩水，直接影响了投资
他们的ETF基金。其中，德国
30TEF投资于德国股市30家最
重要的权重公司，一直以来走势
稳健，
但最近跌出历史新低。
“基金可以选择ETF。”集
美大学财经学院王金安教授表
示，这与金融界知名人士王伦的
观点不谋而合。
百年企业或巨头企业的市值
缩水更多缘于恐慌情绪。当经济
重新步入正轨，这些公司的价值
将会重新被挖掘，这意味着现在
是投资ETF基金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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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子 挂 出 去 有 一 段 时 间
了，
不好出手！”这一两年来，市
民曾先生感觉到楼市的 “胶
着”，终于在年前下定决心把位
于岛外的房子卖掉。曾先生表

示，对于这个房子的买卖问题，
他犹豫不决。
“一旦变现了，
现金
拿来做什么也是问题。”
与此同时，市民黄女士却开
始新一轮的岛内外看房过程。她
认为，
资金花在房子上比较安全。
记者了解到，厦门2月份一、
二手房的成交量都有所下降，而
价格方面，却是几家欢喜几家
愁。一方面是学区房依旧热情领
涨；另一方面，则是开发商的花
式营销及部分二手市场的急抛
降价。在这样的情况下，买房还
是卖房成为消费者的心病。
对此，邓建平表示，疫情冲
击下，人们更懂得城市的价值。
“大城市的房地产依然有较高的
投资价值。”
基建与房地产投资的稳定
对于经济的增长非常重要。中国
现在的城市化率在60%左右，未
来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不
会改变。相关业内人士表示，一
线城市及厦门这样的城市的房
子，特别是学区房、优质地段房
源依旧是保值首选。;-87B-7<

理部门审批同意后一次性兑付。
企业提前还款导致贷款使用时间
少于贴息时间的，企业应按受补
助贴息时间和实际贷款使用时间
相差天数的贴息资金退回发放部
门。具体操作上，
企业申领贷款贴
息资金时，须对上述事项做出承
诺，政策执行结束后，各区资金发
放部门应向银行就前述情况进行
查询，并及时追回多支付的贴息
;-879-<=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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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U近日，厦门佳艺峰园
林工 程有 限 公 司 因 延 迟 复 工 ，
2
月申报纳税出现困难，厦门佳艺
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办税员孙女
士向思明区税务局咨询求助。
了解到厦门佳艺峰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的实际困难后，思明区
税务局点对点辅导孙小姐提交延
期申报申请，并按上期实际缴纳
的税额预缴税款后，将公司所属
期为 1月份的申报时间延长至 3
月 31日。“受疫情影响，今年公
司复工相对较晚，多亏了税收政
策 的 帮 扶 ，减 轻 了 我 们 不 少 压
力。”孙女士说。 ;-8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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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外贸型企业
受疫情影响较大，近日，记者从厦
门市税务局了解到，为支持外贸
企业渡过难关，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
《关于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
的公告》（2020年第 15号）。该
《公告》表明，自 2020年 3月 20
日起，
瓷制卫生器具等 1084项产
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至 13%，植
物生长调节剂等 380项产品出口
退税率提高至 9%。具体产品清单
可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官网查看。
此次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
提高，能为企业减少一笔不小的
开支，为其复工复产提供强大动
能。上述所列货物适用的出口退
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
的出口日期界定。 ;-87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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