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財殉 〔2019〕 9号

邦州市財政局
美千充分友揮政府采賄政策功能促遊中小企立
友展有美同題的通知
市立各部 11、 各単位 ,各 具 (市 、 区 )財 政局 ,市 公共資源交易
む,各 IEA府 釆殉代理机杓 :
中′

￨

根据 《中学人 民共利国政府釆賄法》、《中学人 民共和国中小
企立促逃 法》、《政府釆殉促逃 中小 企立友晨哲行亦 法》(財 岸
〔20H〕 181号 )等 法律和文件的規定 ,錆 合我市IEA府 釆殉十1度
改革与友晨実昧,現 対我市政府釆殉促逃 中小企立友晨提 出以下
要求 ,清 決真貫御仇行 。
一、提高思想汰惧ヮー
秋扱支持中小企並友展
中小企立足促逃国民径済和社会友展的重要力量。友拝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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釆殉政策功能,促 逃 中小企立友晨 ,対 千促逃科技tl新 、提供就
立 関位 、満足社会需要具有重要作用 。各須各部 11要 切実提高思
想決沢 ,明 碗扶持中小企立友晨対千保持姪済平稔健康友晨的重
要意文 ,次 真落実IEX府 釆殉促逃中小企立友晨的政策措施 ,稲 助
こ額 、菅立 1文 入 、
中小企立克服 困Fli̲,不 得 以注冊資本金 、姿声 ′
八立人 員 、不1潤 、納税額等供鹿商的規模 条件対中小企立実行差
男1待 過或者攻祝待過 ,支 持中小企立技木奄1新 和結杓調整 ,推 功
笙済社会又好又快友展 。
二、明衝実施苑田和方法ヮ汰真落実促逃中小企立友展政策
1部 日預算取責的部 日和
(一 )萩 留釆殉分 額 。各象負有名 牛

単位 (以 下筒称各部 日 ),在 編キ1当 年本部 日政府釆賄預算和汁
支1叶 ,要 筑箸碗定本部日 (合 所属各 単位 )面 向中小企立釆殉的
項 目。在 満足部 日自身近特和提供公共服券基本需求的前提下

,

ヒ例 面向中小企立釆殉貨物 、工程和服券 ,寺 11面
要安排 一定的 じ
ヒ例庄 不低 千本部 日年度政府釆殉項 目
向中小 企立釆殉的具体 じ
ヒ例鹿不低千
預算̀こ 額的 30%,其 中,寺 日面向小微企立釆胸的 じ
本部 日年度政府釆胸項 目預算恙額的 20%。 各象釆殉人鹿 当秋板
釆取措施 ,碗 保本単位毎年度宜接八中小企立釆胸 貨物 、工程和
ヒ例 。釆賄人或者釆均代理机杓在俎須釆殉
服外的金額迷 至1規 定 し
活功叶,庄 当在釆殉文件 中注 明咳項 目寺日面向中小企立或小微
企立釆胸 。各須財政部日要か 張対釆殉 活功的監管 ,督 促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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単位在編 +1年 度部 日預算 工作 中落実 面 向中小企 立釆殉預留分
額的要求 。
(二 )実 行坪常仇恵。各須釆殉人 、釆賄代理机杓在政府釆

殉活功中,座 当在 IEX府 釆殉文件 的坪常方式 林准等方面 作出有
〜
不1千 中小企立 的具体 規定 :在 坪常時対小微 企立声 品介格分予

6%‑10%的 オロ除,用 オロ除后的介格参均坪常,具 体オロ除 ♭
ヒ例 由釆
胸人或者釆賄代理机杓在釆殉文件 中碗定 6中 小企 立所投声 品同
時力市能、不境林志声 品的,遅 可根据有美規定 ,男 外荻得相泣
的政策仇意。
(三

￨

)鼓 励咲合体投林和分包 。鼓励大中型企立和其他 自然

人 t法 人或者其他 俎鉄有小微企立生成咲合体共同参加J卜 寺日面
向中小企 立 的政府釆胸 活功。凡咲合lll洪 中釣定小微企立 的跡洪
合 同金額 占咲合体協決合 同恙金額 30%以 上 的 ,可 分予咲合体
ロ除。釆殉人或者集 中釆殉机杓 、社会代理机杓皮
2%‑3%的 合格オ
ロ除 し
ヒ例 。鼓励釆殉人 允杵荻得政
当在釆殉文件 申明碗具体介格 オ
府釆殉合 同的大型企立依 法 向中小企立分包 ,大 型企立向中小企
立分包 的金額 ,汁 入 面向中小企 立釆胸的筑十数額 。
(四

)秋 板推功中小企立参均政府釆殉谷同融資。各須財政

部日要貫物仇行好 《邦州市財政局美千推逃和カロ張IFA府 釆殉合同
融資工作的週知》(邦 財殉 (2018)4号 )的 要求 ,充 分友拝好杯
梁俎 帯作用 ,私 板搭建1̀政 銀企"対 接的信 息化平 合,実 現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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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和融資服券机杓 融資需求与供分信 息互週 ,力 融資双方提供便
不1利 服券 ,象 解 中小企立融資Fli̲、 融資貴的同題 ,支 持和促逃 中
小企立友晨 。
(五 )降 低 中小企立参与政府釆殉的交易成本 。各 象釆殉人 、

釆殉代 理机杓要汰真貫物落実 《美子促逃政府釆殉公 平党争仇化
菅商不境 的ミ知》(財 庫 〔2019〕 38号 )及 《河南省財政斤美子
仇化政府釆殉菅商不境有共同題的週舛 》(豫 財殉 〔2019〕 4号

)

要求 ,自 2019年 8月 1日 起 ,仝 市的政府釆胸 活功中,不 得再
向供庄商 1丈 取投林保 江金 ,同 時鼓励釆殉人 免1丈 履釣保 II金 或者
ヒ例 ; 自 2019年 9月 1曰 起 ,実 現 屯子
降低履釣保 II金 的敷幼 ♭
化釆殉的,釆 殉人 、釆殉代理机杓座 当向供鹿商免費提供 屯子釆
殉文件 ;哲 未実現 屯子化釆殉的,鼓 励釆殉人 、釆均代理机杓 向
供鹿商免費提供妖廣釆殉文件 。
三 、加張監督栓査 ヮ切実筆押中小企並的合法収益
各須財政 11要 把扶持中小企立友展政策的落実情汎 ,作 力 日
常監管考核的重要 内容 。か張釆殉活功監管 ,依 法芦格齢 1政 府
釆胸逃 口声 品,力 中小企立提供更大的市場杢同。対釆殉人有意
規逹釆胸 中小企立声 品和服券 ,或 者元正 当理 由拒亀接受合同釣
定的中小企立声 品 服券的,要 責今 改正 ,否 只1不 予支付釆賄姿
〜
金 。か張供庄商反疑和投訴丈理工作 ,釆 殉人和釆殉代理机杓泣
汗格按照法定期限答夏 中小企立供庄商的反疑 ,不 得敷行塞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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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日要及 叶受理和調査中小企 立供泣商提起的投訴 ,友 現同
題依 法人理 ,切 共筆ゲ中小企立供泣商的合法収益。
四 、加張信息公升 9カ 中小企並参埼政府采胸提供便利
各象財IEX部 日立.当 釈板:推 逃jEX府 釆胸信息化建浚 ,及 叶公布
IEX府 釆殉相美信息

,方 便 中小企立道 叶荻取 :釆 殉人 、集 中釆殉

机杓 、社会代理机杓泣 当及叶在邦州市政府釆殉 回、河南省政府
釆殉回、 中国IEA府 釆殉図等 三象媒体 上友布釆賄信 ̀息 ,力 中小企
立提供公 平的参々机会 。
本文件友布后 ,邦 財殉 〔2012〕 8号 文件同時疲止 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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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市 財政局亦公 室
邦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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