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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4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部署加大对贫困人口、低保人员
和失业人员的帮扶保障力度；决定提高
普惠金融考核权重和降低中小银行拨备
覆盖率，促进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
务；明确帮助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缓解房租压力的措施。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应对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
挑战，必须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
大基本民生保障和兜底力度。一要加强
农村贫困人口帮扶。国家重大项目建设
优先安排贫困劳动力务工，扩大以工代

赈投资建设领域和实施范围、将劳务报
酬比例由 10%提高至 15%，拓展扶贫车
间、公益岗位等就地就近就业机会。将
扶贫小额信贷还款期限延长至今年底。
对受疫情影响可能存在返贫、致贫风险
的人员加强摸底排查，做好帮扶。对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边缘人口，可纳入扶贫
小额贷款贴息、技能培训等扶贫政策给
予支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贫困地区特
色产品扩大销售，增加农民收入。二要
对符合低保条件的城乡困难家庭做到应
保尽保，及时将未参加失业保险且收入
低于低保标准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纳
入低保、救助等范围。对受疫情影响遭

遇暂时困难的人员做好临时救助。三
要在落实落细今年已出台的延长大龄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阶段
性实施失业补助金、提高价格临时补
贴标准等失业人员帮扶措施基础上，
进一步将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扩大至城
乡所有参保失业人员。其中，将去年 1
月以来参保不足 1年的失业农民工阶段
性纳入保障范围。

为促进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小微企
业，会议确定，将普惠金融在银行业
金融机构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指标中
的权重提升至 10%以上，鼓励加大小微
信贷投放。同时，将中小银行拨备覆

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 20 个百分
点，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提高服务小微
企业能力。

为减轻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
负担，会议确定，推动对承租国有房屋
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上
半年 3个月租金。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
和高校、研究院所等企事业单位要带头。
出租人减免租金的可按规定减免当年房
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并引导国有银行
对减免租金的出租人视需要给予优惠利
率质押贷款等支持。非国有房屋减免租
金的可同等享受上述各项政策优惠。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国务院常务会议：

加大对贫困人口失业人员等保障力度

羊城晚报消息 广东统计局 21日
发布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根据地
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广东
地区生产总值22518.67亿元，同比下降
6.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876.60
亿元，同比下降 0.3%；第二产业增加
值为7978.07亿元，同比下降14.1%；第
三产业增加值为13664.00亿元，同比下
降1.5%。

“米袋子”“菜篮子”有保障

一季度，广东农业生产基本平稳，
农产品供应有保障。其中，广东完成农
业（种植业）产值同比增长 6.0%。疫情
期间，大力保障“米袋子”“菜篮子”等重
要农产品生产与供应，一季度，园林水
果、蔬菜、禽肉、禽蛋产量分别增长
8.6%、4.7%、12.1%和 6.5%。生猪产能持
续恢复，一季度末，生猪存栏 1389.27万
头，比上年四季度末增长4.2%。

一季度，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下降15.1%，降幅比1-2月收窄8.1
个百分点；其中，3月当月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环比大幅增长135.1%。

一季度，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等三大支柱产业降幅比1-2
月分别收窄7.6个、14.2个和2.7个百分
点。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增加值
降幅分别小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7个、1.1个百分点。3月，通信终端
设备制造，光学仪器制造以及航空、航
天相关设备制造分别增长23.8%、22.2%
和18.9%。

线上交易非常活跃

从需求领域来看，一季度，广东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0.83万亿元，同比下降
19.0%。从消费形态来看，全省商品零售
同比下降 15.8%，餐饮收入同比下降
43.6%。

受疫情影响，消费需求有所抑制，
但线上交易非常活跃，一季度，全省限
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
同比增长 19.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比重为8.7%。

投资活动降幅同样在收窄。一季
度，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5.3%，
降幅比1-2月收窄6.1个百分点。从产业
看，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降幅分别比

1-2月收窄25.8个、3.5个和6.6个百分点。
一季度广东货物进出口总额1.37万

亿元，同比下降 11.8%，降幅比 1-2月
收窄 3.4个百分点。3月当月，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降幅比2月
份收窄17.9个百分点。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一 季 度 ， 广 东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CPI） 同比上涨 5.8%，涨幅比 1-2月
回落0.4个百分点。3月份CPI环比下降
1.8%，其中猪肉价格下跌 8.2%。一季
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与上年同期持
平；3月份环比下降 0.7%，其中食品价
格下降 0.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比
上年同期下降0.9%。

3月末，全省城镇新增就业、失业
人员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分
别完成年度任务的 19.7%、 17.7%和
17.4%。一季度末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
为 2.31%，同比上升 0.08个百分点。水
利管理业、商务服务业、物业管理等行
业就业人员（可比口径）分别同比增长
19.7%、6.8%和 3.1%，对稳定就业发挥
了支撑作用。

本报讯 记者谢婷婷 通讯员
湛关宣报道：近日，巴拿马籍入境船
舶“坦宾45”轮被海关登临检查布控
指令命中，在湛江港区泊位实施船
舶登临卫生检疫。现场海关关员对
该船舶22名船员全部开展健康申明
卡核验、体温筛查、医学巡查和流行
病学调查，未发现有症状船员，目前
已按指引做好后续处置。

据悉，早在船舶抵达前，湛江海
关“海运疫情预警雷达”已提示该轮
于 3 月 23 日从中国台湾高雄港出
发，途经越南榕橘港、海防港，拟于4
月6日抵达湛江港，载有22名船员，
其中越南籍船员 14名、印度籍船员
8名，涉及新加坡、越南、台湾等 3个
国家（地区）共 34条疫情信息，存在
一定的疫情风险，经研判后建议湛
江海关所属霞山海关开展登临检
查。

据湛江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
针对当前疫情发展情况，海关组织
业务骨干和技术专家团队，自主开
发了“海运疫情预警雷达”系统，打
通运输工具、海运舱单、报关单数据
的并联通道，集成境外疫情动态信
息，能够实时展现全关区进境船舶
轨迹、船员明细和换班信息、健康申
报信息、来源国疫情、舱单和报关单
数据、船舶登临检查情况等6大类关
联信息，对来自重点国家（地区）船
舶以及船员健康异常情况进行预警
提示，既满足了一线关员一键查船、
查人、查疫情、查货物、查登临检疫
的监管需求，又实现了关区海运渠
道疫情管控信息化、一体化、扁平化
的指挥管理，极大提高了疫情防控
分级分类、精准施策的智能化水
平。目前，通过该系统共排查关区
入境国际航行船舶和来往港澳小型
船舶649艘，对途经重点国家（地区）
的206艘船舶、载有发热症状船员的
18艘船舶提前发出预警，并下达登
临检查布控指令，累计移交地方专
班 37人次，不断织牢织密境外疫情
输入口岸防控安全网。

本报讯 记者卓朝兴 通讯员关天
冲 赵宇清报道：“要把新校区建成典范
校区，引以为豪的校区！”近日，岭南
师范学院召开岭师新校区（湖光校区）
总体规划设计说明会。岭师校党委书记
刘明贵强调，要用百年大计的视野，把
新校区建设成为“智慧校区、人文校
区、生态校区”。

与会校领导和有关单位负责人观看
了岭师新校区（湖光校区）校园总体规
划设计方案视频，听取了浙江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设计团队陆激教授对校园总
体规划设计核心理念、设计策略的详细
介绍。

据悉，为了把新校区建设成为布局
合理、功能齐全、设施完善、可持续发

展的现代化大学校园，岭师于今年 1月
19日启动新校区（湖光校区）校园总体
规划方案设计招标，高起点按照“师范
特色、省内一流”的目标定位做好总体
规划。

会上，中标方——浙江大学建筑设
计研究院设计团队从总平面布局、交通
组织、空间形态、景观环艺、建筑造型
设计等方面全方位展示了他们的设计效
果，认真听取了与会人员提出的建议和
意见。

刘明贵指出，岭师新校区总体规划
设计要从三方面着力：要建成智慧校
区，要有科技含量；要建成人文校区，
校园各方面的设计要体现人文情怀，让
学生在人文环境中接受熏陶；要建成生

态校区，充分利用好现有地形地貌的优
势，做好绿化景观，要与周边环境充分
融合。

“新校区建设如何传承古老的书院
文化和百年师范的文化特色？”“新旧校
区的校园规划如何相互呼应？”“如何在
体现建筑艺术性的同时加强实用
性？”……与会人员各抒己见，为新校区
总体规划设计“建言献策”。

据介绍，岭师新校区（湖光校区）
坐落于湛江教育基地，东至乌石路，西
至环湖路，南至教育四路，北至西环
路，总用地面积约 1560亩。按照分期
分批建设的思路，首期计划2021年9月
首批学生入驻，预计全部建成后可容纳
18500人学习和生活。

广东首季GDP降6.7%
3月数据向好明显

湛江海关
“海运疫情预警雷达”

提前锁定风险
防范疫情输入

岭师湖光校区

拟建成智慧人文生态校区
计划明年9月首批学生入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