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企纾困政策清单

陕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前 言

中小企业是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加强企

业服务，优化政策供给，既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深

化“放管服”的重要工作之一。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省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调整成立了陕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全方位、多举措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自疫情发生以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省级有

关单位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从财税政策、

金融支持、援企稳岗等方面帮扶中小企业。

政策扶持是政府服务企业的重要抓手，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

省级有关部门和中央驻陕单位分类梳理了近期出台的助企纾困

政策，形成《助企纾困政策清单》（另含陕西银行业机构服务中

小微企业优惠政策汇总表、陕西省银行业机构适用个体工商户的

相关信贷产品），并向社会公布。欢迎企业积极使用，并请社会

各界提出意见（029-63916858 63916853），我们将热忱做好企

业服务工作，帮助企业用好用足助企纾困政策。

陕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助企纾困政策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执行期限 查 询 解读 咨询

国家（部委）和省上政策

1
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

措施的通知（国发〔2022〕12 号）
国务院 2022 年 5 月 24 日起 中国政府网

2
加力帮扶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若干措施

（工信部企业函〔2022〕103 号）

国务院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9日起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省工信厅非公经济发展处

029-63916853

3
陕西省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

度的若干措施（陕政办发〔2021〕43 号）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 省人民政府网站

省工信厅非公经济发展处

029-63916853

4

陕西省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促进消费增长

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陕政办发

〔2022〕15 号）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 5 月 3日起 省人民政府网站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

处 029-63913892

5
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

实施力度的公告（2022 年第 14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2 年 4 月 1日起 财政部网站

省财政厅税政处029-68936134

省税务局货物劳务税处

029-87695163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执行期限 查 询 解读 咨询

6
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

业范围的公告（2022 年第 21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第一条和第二条自 2022 年

7 月 1日起执行；第三条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执行。

财政部网站
省税务局货物劳务税处

029-87695163

7
关于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所得税税前扣除

有关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12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2 年 4 月起 财政部网站

省财政厅税政处029-68936134

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

029-87695137

8
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继续延缓缴纳部分

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2022 年第 17 号）

税务总局

财政部
2022 年 9 月 1日起 财政部网站

省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

029-87695092

9
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

公告（2022 年第 15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财政部网站

省财政厅税政处029-68936134

省税务局货物劳务税处

029-87695163

10
关于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2022 年第 16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2 年 1 月起 财政部网站

省财政厅税政处029-68936134

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

029-87695137

11
关于快递收派服务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2022 年第 18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财政部网站

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

029-87695137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执行期限 查 询 解读 咨询

12
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公告（2022 年第 13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财政部网站

省财政厅税政处029-68936134

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

029-87695137

13

关于延续执行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

人初创科技型企业有关政策条件的公告

（2022 年第 6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财政部网站

省财政厅税政处

029-68936134

14
关于延续执行部分国家商品储备税收优惠

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8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财政部网站

省财政厅税政处

029-68936134

15

关于做好阶段性减免全国性收费公路货车

通行费准备工作的通知（交公路明电〔2022〕

282 号）

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交通运输部网站

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

029-86531103

16
关于设立科技创新再贷款的通知（银发

〔2022〕104 号）

中国人民银行

等 3 部门
2022 年 4 月 28 日起

具体事项咨询有关金

融机构

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029-88345135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执行期限 查 询 解读 咨询

17
关于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有关事宜的通知

（银发〔2021〕278 号）
中国人民银行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具体事项咨询有关金

融机构

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029-88345135

18
关于设立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有关事宜的

通知（银发〔2022〕120 号）

中国人民银行

交通运输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具体事项咨询有关金

融机构

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029-88345135

19
关于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力度的通

知（银办发〔2022〕75 号）
中国人民银行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

具体事项咨询有关金

融机构

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029-88345135

20
海关总署关于印发外贸保稳提质十条措施

的通知（署综发〔2022〕45 号）
海关总署 2022 年 5 月 10 日起 海关总署网站

西安海关综合业务处

029-83196091

21

海关总署关于增加高级认证企业便利措施

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的通知（署企发〔2022〕

73 号）

海关总署 2022 年 7 月 15 日起 海关总署网站
西安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

029-83196247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执行期限 查 询 解读 咨询

财税政策

22
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通

知（陕财税〔2022〕11 号）

省财政厅

省税务局
具体延长期限见政策文件 省财政厅网站

省财政厅税政处029-68936134

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

029-87695433

23

关于发挥财政金融政策引导作用助力市场

主体纾困发展的通知（陕财办金〔2022〕30

号）

省财政厅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省财政厅网站
省财政厅金融处

029-68936457

24
陕西省中小微企业银行贷款风险补偿资金

管理办法（陕财办金〔2022〕41 号）
省财政厅等 5 部门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省财政厅网站

省财政厅金融处

029-68936457

25
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房屋租金减免有关

事项的通知（陕财办资〔2022〕119 号）
省财政厅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省财政厅网站

省财政厅资产管理处

029-68936064

26
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

度的通知（陕财办采〔2022〕5 号）
省财政厅 2022 年 7 月 1日起 省财政厅网站

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

029-68936409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执行期限 查 询 解读 咨询

27
陕西省中小外贸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管理

暂行办法（陕商发〔2021〕56 号）

省商务厅

省财政厅
2021 年 12 月 21 日起

具体事项咨询有关金

融机构

省商务厅对外贸易一处

029-63913904

28

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 做好跨周期调节进

一步稳外贸工作举措（陕商函〔2022〕144

号）

省商务厅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陕西分公司
2022 年 3 月 29 日起

具体事项咨询有关金

融机构

省商务厅对外贸易一处

029-63913904

金融政策

29

关于全省地方金融管理系统支持经济稳定

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陕金发〔2022〕53

号）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网站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地方金

融管理处 029-63919969

30
陕西省服务金融科创企业提质增效行动计

划（2021-2023 年）（陕金发〔2021〕78 号）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等 11 部门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网站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银行保险处 029-63919982

31
关于促进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陕金发〔2022〕70 号）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等八部门
2022 年 8 月 29 日起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网站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资本市场处 029-63919950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执行期限 查 询 解读 咨询

32
陕西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三年行

动方案（陕知发〔2022〕12 号）

省知识产权局

等 4 部门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省知识产权局网站

省知识产权局运用促进处

029-63916861

33
陕西省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操作规程（西

银办〔2022〕44 号）
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

具体事项咨询

有关金融机构

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029-88345135

稳增长、援企稳岗、促消费政策

34
关于进一步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若干措

施（陕工信发〔2022〕316 号）
省工信厅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具体事项咨询

省工信厅

省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处

029-63915570

35
陕西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陕财办社

〔2020〕190 号）

省财政厅

省人社厅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省财政厅网站

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处

029-63915075

36
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

办法的通知（陕人社发〔2022〕18 号）

省人社厅

等 4 部门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缓缴

实施期限到 2022 年底
省人社厅网站

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

029-63915126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执行期限 查 询 解读、咨询

37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援企纾困保障民生有关

工作的通知（陕人社发〔2022〕17 号）

省人社厅

等 3 部门

详见政策原文（每一项政策

执行期不一致）
省人社厅网站

省人社厅

养老保险处 029-63915126

失业保险处 029-63915132

工伤保险处 029-63915144

38
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

险费政策的通知（陕人社函〔2022〕168 号）

省人社厅

省税务局

详见政策原文（三项社会保

险缓缴政策执行期不一致）
省人社厅网站

省人社厅

养老保险处 029-63915126

失业保险处 029-63915132

工伤保险处 029-63915144

39
关于做好服务农业企业生产经营工作的通

知（陕农函〔2022〕545 号）
省农业农村厅 2022 年 9 月 9日起 省农业农村厅网站

农业农村厅产业发展处

029-87319975

40
陕西省促进餐饮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

（陕商发〔2022〕36 号）

省商务厅

等 13 部门
2022 年 8 月 30 日起 省商务厅网站

省商务厅商贸服务业处

029-63913972

41

陕西分公司贯彻落实推动外贸保稳提质 助

力扎实稳住经济的工作举措(陕信保发

〔2022〕51 号)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陕西分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具体事项咨询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

司陕西分公司

陕西分公司业务管理处

029-8426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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