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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进一步支持返乡下乡创业

决定扩大“证照分离”改革试点事项探索形成可复制经验，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

月

17

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证

照分离”改革试点事项探索形成可复

制经验，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确定

进一步支持返乡下乡创业的措施，激

活农村资源要素促进乡村振兴。

会议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从

实施“先照后证”“多证合一”到不断

推进“证照分离”，是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进一

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制度性交易

成本、破解准入不准营顽疾、更大释

放创业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 会议决

定， 在前期已对

116

项审批事项开展

“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并向全国各自

贸试验区推广的基础上，由上海市进

一步在浦东新区对商事制度、 医疗、

投资、建设工程、交通运输、商务、农

业、质量技术监督、文化、旅游等

10

个

领域

47

项审批事项进行改革试点，推

进“照后减证”。 主要包括：

一是凡不涉及产品质量安全和

产业政策的生产许可前置条件一律

取消。 生产许可检验只针对涉及产品

质量安全的指标。 企业提交申请并作

出质量安全承诺后，可先领取生产许

可证开展生产，再接受现场审查。

二是取消社会办医疗机构乙类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核发等审

批，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床位数逐

步实行自主决定。 对港口经营许可、

建设工程设计单位资质许可、外商投

资建筑业企业资质许可等

16

项审批

事项改为实行告知承诺制。 简化国际

船舶运输业务、印刷经营许可等审批

条件。 缩短药品、医疗器械准入周期。

对内外资典当企业设立、监督实施一

致管理。

三是优服务强监管。加快推行网

上办税，优化发票管理，对小规模纳

税人实行按季申报。全面实施诚信管

理、风险监管，全面推行跨区域、跨层

级、跨部门的综合执法和“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会议要求，上海市要认真

落实改革方案，有关部门要强化支持

指导， 用一年时间形成更多可复制

的经验， 向上海全市和全国更大范

围推广。

会议指出，进一步支持农民工、高

校毕业生和退役士兵等各类人员返

乡下乡创业，有利于促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动更多人才、技术、资本等

资源要素向农村汇聚，以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开辟就业新渠道、培育“三农”

发展新动能。会议确定，在落实好近年

来国务院已出台政策基础上， 强化县

级政府主体责任，推出以下新措施：

一是加大政策支持。 返乡下乡创

业人员可在创业地享受与当地劳动

者同等的创业扶持政策。 将首次创

业、 正常经营

1

年以上的返乡创业农

民工纳入一次性创业补贴支持范围。 对

回迁或购置生产设备的返乡下乡创业企

业，有条件的地方可给予一定补贴。

二是强化融资服务和场地扶持。 完

善创业担保政策，将“政府

+

银行

+

保险”

融资模式推广到返乡下乡创业企业。 村

庄建设用地整治复垦腾退的建设用地指

标优先用于返乡下乡创业。 允许利用宅

基地建设生产用房创办小型加工项目。

三是加强培训服务。 在农村社区推

广政务服务网上办理、全程帮办。实施返

乡下乡创业培训专项行动， 使有意愿的

创业者都能接受一次主要由中央和省级

财政补贴的创业培训。

四是实施引才回乡工程， 激励和吸

引专家学者、技能人才等回乡服务。鼓励

工商资本参与扶持返乡下乡创业。

五是建立创业风险防范机制，鼓励开

发相关保险产品，按规定将返乡下乡创业

人员纳入就业援助、 社会保险和救助体

系。 使返乡下乡创业有后盾、能致富。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监管合力收紧资金供给

地方债将迎更强整顿

证券时报记者 易永英

2017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 明确今后 3 年要重点抓好

三大攻坚战， 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排列首位。 紧接着召开的全国财政工

作会议强调，2018 年要支持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重点是有效防

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显然，2018 年

地方债将迎来更大力度的监管。

实际上，监管部门在 2010 年就意

识到要控制地方债无序扩张， 但监管

政策并未马上奏效。 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仍继续扩张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地

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存在矛盾， 地方财

政为了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同时扩大

自己的政绩， 通过举债等融资方式获

得资金，并扩大支出规模，造成了地方

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地方

官员任期与评价制度也为地方债扩张

提供了内在激励， 地方官员为实现个

人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主动推高了地

方债务规模。

2017 年对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

债行为全面收紧， 但在中央政府规范

和约束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的同

时， 由于部分地方政府仍存在投资冲

动， 规范的融资路径难以满足其资金

需求，加之银行业面临“资产荒” ，迫

切需要寻找能提供一定回报且风险可

控的优质借款主体。供求两相契合，面

对已有的政策约束， 银行和地方政府

在融资模式上进行了诸多“创新” ，以

实现监管套利，由此成为“影子银行”

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地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的主要

形式，一种是继续通过融资平台公司，以

银行贷款、债券类融资工具、保险、资管

产品等方式替政府融资， 靠政府担保或

资金偿还；二是以不合规的 PPP（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投资基金、政府

购买服务等变相举债。

由此可以看出， 地方隐性债务扩张

背后除了内在冲动， 一些金融机构也起

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 防控地方债风

险， 除了需要继续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

资行为，不断完善地方债发行的正途，为

规范地方政府融资控制债务风险创造条

件，以及逐步清理不规范行为，控制隐性

债务的过快增长外， 还要完善金融监管

政策，压缩监管套利空间。

这就是 2018 年地方债的 “集体行

动” 的监管思路：财政部联合国家发改

委、司法部，尤其是金融监管部门，联手

整治地方债乱象。

2017 年 12 月底以来，“一行三会”

密集发文，收紧了“钱袋子” 。 其中重要

的一点就是制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

为，严禁以政府投资基金、PPP、政府购

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 释放出严控地

方债风险的明确信号。比如，针对有金融

机构利用许多创新业务和产品（主要是

投贷联动、 资管产品以及同业业务等）

来为地方政府融资加杠杆的情况， 各监

管部门都在遵循资管新规中穿透金融风

险、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的要求，收紧

“名股实债” 类项目的备案关口。

这一轮监管自上而下，“一行三会”

等形成监管合力， 一系列完善监管政策

的出台，压缩监管套利空间，直接或间接

地堵上了地方债资金供给的“后门” 。

A5

多家上市公司争相布局区块链

到底是技术颠覆还是郁金香泡沫？

A4

一桥飞架粤港澳，

港珠澳大桥这笔“账”该怎么算

�昨日中国香港恒生指数低开并快速探低，午后震荡走强，尾盘发力上攻，以全天最高点31983.41点报收，刷新了2007年10月30日创下的31958.41点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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