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研究确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
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会议确定，将提高小型
企业的公司税起征点，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
围。 适当提高对小型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
度。

会议指出，当前一些小型微型企业经营困
难，融资难和税费负担偏重等问题突出，必须
引起高度重视。

会议研究确定了金融支持小型微型企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银
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的增速不
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增量高于上年同期水
平，对达到要求的小金融机构继续执行较低存
款准备金率。

（二）清理纠正金融服务不合理收费，切实
降低企业融资的实际成本。 除银团贷款外，禁
止商业银行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收取承诺费、
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商业银行向小型微型企
业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等费用。

（三）拓宽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渠道。逐步扩
大小型微型企业集合票据、集合债券、短期融
资券发行规模，积极稳妥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
创业投资等融资工具。进一步推动交易所市场
和场外市场建设，改善小型微型企业股权质押
融资环境。积极发展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保证保
险和信用保险。

（四） 细化对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差
异化监管政策。适当提高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不良率的容忍度。
（五） 促进小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强

化小金融机构重点服务小型微型企业、社
区、居民和“三农”的市场定位。

（六）在规范管理、防范风险的基础上
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有效遏制民间借
贷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金融
传销等违法活动。严格监管，禁止金融从业
人员参与民间借贷。 对小型微型企业的金
融支持，要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减少行政干
预，防范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

会议研究确定了财税支持小型微型企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税收扶持力
度。 提高小型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
征点。 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
税政策， 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将
符合条件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
范平台纳入科技开发用品进口税收优惠政
策范围。

（二）支持金融机构加强对小型微型企
业的金融服务。 对金融机构向小型微型企
业贷款合同三年内免征印花税。 将金融企
业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
延长至2013年底。将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
机构金融保险收入减按3%征收营业税的
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

（三） 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更
多运用间接方式扶持小型微型企业。 进一
步清理取消和减免部分涉企收费。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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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大学医院耳鼻喉微创新技术推广
———微创新技术治疗耳鼻喉疾病，直达病灶，疗效显著

国防科技大学医院是省市医保、新农
合定点单位，是全军耳鼻喉微创新技术推
广单位。 耳鼻喉诊疗中心巨资引进聚焦靶
向超声刀设备，率先开展无痛微创新技术
治疗耳鼻喉疾病， 由资深耳鼻喉专家亲
诊，为广大耳鼻喉疾病患者解除病痛。

聚焦靶向超声刀是最先进的耳鼻喉疾
病微创治疗设备， 可以靶向聚焦， 直达病
灶，对治疗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
鼻息肉、鼻中隔偏曲、鼾症（打鼾）、咽喉炎、

中耳炎等耳鼻喉疾病具有显著的疗效。
聚焦靶向超声刀微创诊疗新技术主

要特色：
◆特色一：安全无痛
超声波是一种机械波， 不含放射线，

对人体无任何伤害。 超声刀治疗是一种无
创伤治疗方法，治疗时不开刀、不穿刺，患
者在接受治疗时不痛苦。

◆特色二：靶向定位，直达病灶
聚焦靶向超声刀技术具有靶向定位

功能，通过鼻内窥镜结合电脑数字化定
位，将病变部位放大数百倍，清晰显示
在电视屏幕上， 医生手术过程一目了
然，对病灶的清除非常彻底，有效防止
因手术视野不清晰而导致术后复发的
情况，是目前治疗耳鼻喉疾病的最新微
创技术。

◆特色三：创伤小，恢复快
聚焦靶向超声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刀，是一种能量波，具有很强的穿透性和

聚焦性， 通过鼻内窥镜及数字化定位，可
以精确消除鼻炎病灶，在不损伤正常鼻粘
膜组织的前提下，迅速消除病灶，真正做
到无创伤， 把恢复时间从传统手术的
15-30天缩短到了 7-15天。

◆特色四：无副作用，适合各年龄段患者
聚焦靶向超声微创新技术，不伤正常

组织及黏膜、全程无痛苦，具有创伤小，不
出血，恢复快、疗效显著等优点，适宜治疗
各年龄段耳鼻喉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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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理普京12日下午结束对中
国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11日， 普京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
中俄关系、两国经贸合作及金砖国家的作
用、 欧债危机等国际热点问题回答了提
问。

普京说，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很多，
不仅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也包括联合
勘探、开采。天然气定价问题很重要，买方
都希望便宜点，卖方都希望贵一点。我们
在政治层面不做买卖，这是两国企业之间
的事，他们会找到公平合理互利的解决方
案，我们不用干涉企业的事。

谈到金砖国家经济发展能否引领世

界走向新秩序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问
题时，普京说，当前，首要任务是对现有经
济秩序进行变革，包括改革世界银行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些机制中，金砖国
家的作用应该得到提升。另外，对对冲基
金等金融工具应该进行治理，减少矿物原
料市场的波动，限制投机行为。包括俄罗
斯和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在稳定世界经
济方面可以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谈到欧债危机及对俄罗斯的影响
时，普京说，欧债危机主要出在金融领域，
但现在还没达到最坏的程度。 欧债问题目
前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 不完全是经济问
题。有专家认为，欧债危机的援助规模可能

达到一万亿到一万五千亿欧元。 这个数字虽然
不小，但我觉得欧盟可以承担。欧洲主要国家应
该作出政治决定提供援助，这需要政治勇气。

他说，关于美国，我不觉得我的言论有多
么激烈。听听一些欧洲领导人的话，他们也和
我有同样的评价。美国不是世界经济的“寄生
虫”，而是美元垄断地位的“寄生虫”。我这样说
不是我喜欢批评美国，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找到
一些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目前经济不景气
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搞不稳定，我们应该同
舟共济，而不是相互掣肘。

■新华社记者 彭树杰 钱彤 王作葵

普京就热点问题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称

美国是美元垄断地位的“寄生虫”

国家主席胡锦涛1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俄罗斯总理普京。胡锦涛说，双方要进一
步挖掘潜力，扩大合作规模，增加相互投资，加
强大型项目合作，深化能源合作，促进地方合
作，不断提高两国经贸合作质量和水平，为实
现到2015年双边年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
目标而共同努力。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共
同努力，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保持高层交往
势头，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把俄中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推向前进。 ■据新华社

胡锦涛会见普京
重点关注

国务院出台9条措施支持小企业发展

适当提高小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
清理纠正金融服务不合理收费 减半征收小型微型企业所得税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
小灵通发 CP 到 10661256，联通发 CP 到 10621956，包月
定制 6元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ｗｗｗ．ｈｎｔｉｃａｉ．ｃｏｍ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 年 10 月 12 日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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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出台支持小型微型
企业金融财税政策措施。 IC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