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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逾 1 亿户，在

稳定就业、方便群众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和支持个体工商户和小

微企业发展，尤其疫情冲击下，各方出台了一系

列惠企政策，支持其渡难关。一些个体工商户

和小微企业面临难处，如何享受到惠企阳光？

新华社记者根据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上群众反映

的线索，赴广东、黑龙江、湖南、陕西调研，把脉

经营堵点，推动政策落地。

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推行简易开户
广东省广州市周女士经营网店，需要与企业

合作，对方提出通过对公账户结算。2021年1月，

周女士向银行提出申请，她希望银行每日交易限

额5万至10万元。而她咨询的几家银行表示，在

没有进行尽职调查的情况下，审批无法满足，且初

步评估仅能给出每日1000元左右的额度。周女

士认为，银行相关规定为正常经营带来不便。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支付结算处副处长

吴畏告诉记者，开设银行账户要按照反洗钱等

相关规定开展尽职调查，尤其对具有“无固定经

营场所”“无固定办公人员”等经营特点商户申

请，银行加大了审核力度。针对新兴市场主体

需求，2021年2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发布实施《广东省小微企业开立银行结算账户

特别服务规范（负面清单）（试行）》22条，精简新

兴市场主体开户证明材料，根据可识别的风险

等级，精准匹配风险防控措施。

2022 年 2 月，在中国建设银行广州林和中

路支行尽职调查和周女士积极配合下，周女士

对公账户成功开设，交易限额为每天 5 万元。

同时，根据 2021 年 9 月 30 日起正式实施的《关

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

知》，对周女士落实政策，降低开户费用。

周女士介绍，她的淘宝店的主要业务是活

动策划，其次是婚礼活动、广告设计等。因为疫

情，现在很多活动都改线上或者取消。她希望，

疫情之下，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定期筹办各行业

的线上专题会或访谈。在激发线上服务业发展

同时，为帮助引导活动策展等文化服务类企业

参与转型线上，给予一定培训。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表

示，在风险防控的新形势和市场需求多样化叠加

下，支持小微企业发展，需主动“跨前一步”。金融

机构应通过科技手段创新服务，对企业数据和公

共数据进行深入挖掘、整理、运用，平衡好简化流

程和风险管控，兼顾降低融资成本和商业可持续，

让更多优惠政策惠及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力所能及落实优惠政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于去年底出台相关助企

纾困政策：租用国有企业房产的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享受半年房屋租金减免优惠。然而，

有商户反映身为国有企业的哈尔滨汽车交易市

场，今年的租金非但没有减免，反倒有所上涨。

在哈尔滨汽车交易市场看来，相关商户签

订的合同里面“车位”并非文件规定的“房产”，

不在减免范围内。记者调查发现，在相关租赁

合同里，并未明确区分“精品展厅”与“车位”，导

致相关优惠政策落地难。目前，各地类似表述

不明、责权边界不清，导致双方相互推诿、利好

政策难以落地等情况仍有发生。

哈尔滨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哈尔

滨汽车交易市场出租的是车位，不是房屋，但考

虑到疫情下商户的困难，已协调汽车交易市场积

极研究。哈尔滨汽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办公室

主任滕云说，多年来公司车位租金价格远低于同

区域、同行业平均水平，从2021年6月起，公司开

始逐步上调车位价格，并非 2022 年突然上涨。

虽然公司认为车位不在减免的范围里，但愿意力

所能及地为商户纾困，决定 2021年度为商户免

费延期两个月车位使用权。300多户商户将享受

减免或延期政策，总计将减免金额419万元。由

于疫情原因，市场现在处于暂停营业状态，待疫

情缓解，市场开业后，与商户重新签订新合同时

将自动顺延两个月的车位使用权。

记者了解到，受疫情影响，今年以来，哈尔

滨汽车交易市场已经暂停营业两次，累计暂停

营业时间近一个月。

哈尔滨市国资委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今

年 3 月底，哈尔滨市继续推出助企纾困的政策

措施，从持续减税降费、减免房屋租金、缓解融

资压力等多个方面，帮助疫情下的中小微企业

稳定生产经营、恢复市场信心。

辽宁大学特聘教授俞林表示，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弱。有关部门应在力所

能及的情况下，灵活掌握纾困政策，主动作为，

切实让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真正得到实惠。

精细化管理为商户“减负”促稳定经营
湖南省耒阳市五一广场地下商城经营超市

的杨女士去年底反映，去年收取的生活垃圾处

理费是往年的 3 倍。在当前实体店生意不景

气，人工、房租等成本高企的情况下，垃圾处理

费成为一笔不小的经营负担。

记者调查了解，耒阳市旧的收费标准是

2002 年制定，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2019 年耒

阳市重新制定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并且召开

了听证会，2020年 1月 1日起实行。按新标准，

超市、餐饮等行业的收费标准有所提高。

耒阳市环境卫生所主任刘文开告诉记者，

超市的垃圾处理费按照商户面积征收。“新标准

下，每月从每平方米 1元提高至 1.56元，杨女士

经营的超市垃圾处理费由每年 4800 元增加到

7488元，但2020年暂缓收取。2021年上门发放

缴费通知书时，按两个年度计算的总额为14976
元，并非往年3倍。”

耒阳市城管局局长周跃飞说，对经营确实

存在困难的商户，当地将继续采取缓缴、优惠等

政策，确保不增加商户负担，保证其安心经营。

对反映情况的这家超市，环卫部门将继续暂缓

收取垃圾处理费。这家超市的垃圾处理费目前

仍是缓缴状态，经营者对于反映问题的处理结

果表示认可。

记者了解到，针对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困难，

今年湖南市场监管部门推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等 4 大帮扶举措，其中包括积极沟通有关部

门，争取出台个体工商户歇业期间的帮扶政策，

帮助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纾困增效。

湖南如金律师事务所律师邓龙认为，受疫

情影响部分个体工商户经营困难，建议地方政

府部门采取“纾困帮扶、救急救难”的针对性举

措，探索优化征收方式，比如适当减免或延长缓

缴时间等，且针对不同商户探索更加精细合理

的收费办法，促进稳定经营。

合法前提下降低注销成本
去年 4 月，易先生通过网络向陕西省咸阳

市渭城区申请注销百货店营业执照，时隔一年

至今仍没有办理结果。

易先生长期居住在广东省汕头市，受经营

者林女士所托，全权代理注销其位于咸阳市的

三家百货商店。其中两家已经办理成功。而剩

下的一家，他曾两次提交申请注销，咸阳市渭城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以他无法提供清税证明、无

法与个体工商户本人取得联系等为由，拒绝办

理注销登记。根据“跨省通办”相关政策，陕西

已可网上办理，一般 3天办结，如材料齐全，半

天即可办结。

咸阳市渭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巩元勋

说，2020年4月，林女士在咸阳市注册三家百货

商店。去年 5 月份，渭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收

到注销申请。其中两家通过简易注销流程办理

了注销登记。而第三家因注册办公地址等信息

异常，多地多部门正在进一步核查。一旦结果

出来，他们立即办理注销登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个

体工商户的注销程序比注册流程更为复杂，涉

及税务核查等诸多环节。建议在合法前提下加

快注销审批速度，提高登记服务效率。具体到

这个案件，建议相关部门积极联动，在合法的前

提下加速办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广大

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突破线下游览的限制，走进

原状陈列的‘全景展厅’，仿佛一

脚踏入了明清宫廷的生活场景。”

36岁的北京市民丁玲在居家隔离

期间，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号上，

遍览太和殿、寿康宫等原状陈列

展厅，还跟随地图导览，细细品味

了“何以中国”等展览的“线上全

景展厅”。

让丁玲更加欣喜的是，故宫

馆藏的186万余件文物，被收录入

“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实时检

索这些文物的名称，就可以反复

查看它们的图片。而在“数字多

宝阁”，展示了大量“三维文物”，

每一件都可以在手中翻转，甚至

拆解开来。数百幅名画的画卷，

在指尖滑动下可以放大、缩小。

故宫游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

下不少中国博物馆的一个缩影。

从熙熙攘攘的团队游，到自由随

心的个人游，再到打破时空界限

的线上游，数字化技术让更多文

物藏品、文化遗产得到活化利用。

国际博物馆协会2020年发布

的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全球博

物馆大面积关门停业，线上的数字

体验成为人们与文物互动的重要

方式。博物馆不断拓展数字体验、

丰富数字内容，同时也开始重新思

考数字科技对于博物馆的意义。

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

出，推进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

免费开放和数字化发展，发展线

上数字化体验产品，发展沉浸式

体验、虚拟展厅、高清直播等新型

文旅服务。

随着中国各地博物馆数字化

建设的不断深入，收藏在博物馆里

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了

起来，受到普遍欢迎和点赞。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多个

城市充分动员各家博物馆，通过

短视频、直播、数字展览等形式，

缩短文物与公众距离，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北京汽车博物馆展览展示部

部长高艳介绍，自今年 5月 2日闭

馆以后，博物馆策划了一系列线

上活动。5月 18日国际博物馆日

当天，该博物馆开展线上直播活

动，采用VR技术，观众可看到藏

品车的内部构造；增加体验环节，

让观众跟随主播体验汽车风洞试

验，学习科普知识；邀请藏品修复

人员为观众讲述车辆类藏品修复

过程及背后的故事，传承工匠精

神；开展情景式的科学展示实验，

普及汽车中所应用的物理、化学

知识。

中国园林博物馆是一座建立

在钢渣废弃地上的博物馆，“园中

有馆、馆中有园”的空间布局，强

调着博物馆、自然环境与城市环

境的融合，凝聚着中国园林优秀

的传统文化。

中国园林博物馆副馆长刘明

星介绍，自2020年疫情以来，园林

博物馆的讲解员就纷纷转型为科

普老师，录制短视频进行线上分

享。园林博物馆还开发了数字博

物馆，在手机上点开“云园林”链

接，选择“云游”模式，就能够听取

园内景点的语音导览，足不出户

在美景中徜徉。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盘龙城

遗址博物院对遗址全貌、基本陈

列、临时展览进行全景复原。盘

龙城遗址博物院院长万琳说，网

上数字博物馆突破了实体博物馆

的限制，丰富了藏品展陈方式、扩

展了展陈内容，以最大限度还原

展厅风貌，为观众提供全视角、沉

浸式体验。

近年来，一些博物馆开设的

无接触、数字化的体验项目受到

游客青睐。位于四川成都的金沙

遗址博物馆遗迹馆，名为“考古时

空门”的数字体验项目自去年投

入使用以来，就受到游客欢迎。

据介绍，该项目 2021 年全年共接

待观众108万。

金沙祭祀区的古河道虽早已

干涸，但在“考古时空门”中，游客

可以在一面从墙面蔓延到脚下的

宽阔屏幕前漫游祭祀区，感受三

千年古摸底河的潺潺流水，领略

三千年前古蜀人滨河祭祀的恢宏

场景，加深对考古以及祭祀文化

的认知。

数字展览可复制、易复制的

特点为博物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提供可能。“‘考古时空门’项目在

商圈、街巷、校园等都得到应用，

在宽窄巷子现场搭建起的沉浸式

多媒体‘盒子’——金沙考古时空

之门，吸引不少市民进入参观，感

受金沙考古现场的魅力。”金沙遗

址博物馆副馆长姚菲说。

“我们向二三线城市的图书馆、

文化馆提供数字展览资源，当地中

小学根据这些数字资源又绘制展

板，供学生们学习，增强了数字展览

的覆盖面和传播力。”高艳说。

始凿于北朝东魏时期的山西

太原天龙山石窟历经北齐、隋、唐

等时期，留下了洞窟 25 个、造像

500余尊。

通过数字化还原，在天龙山

石窟博物馆的展厅里，前来参观

的游客看到的造像不再是残缺或

遗失的缺憾，而是修复“合体”成

功后的完满之美。数字技术让博

物馆、文化遗址中的文物历经岁

月的洗礼，历久弥新。

浩 瀚 宇 宙 ，充 满 了 科 学 奥

秘。我国天文学家领衔的一项研

究新发现了45个“热核”。相关研

究成果已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

月刊》上。

所谓“热核”，是宇宙中大质量

恒星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

段。大质量恒星在其形成过程中，

分子云坍缩，形成了致密云核和大

质量原恒星，引力势能转化的热

能，或大质量原恒星的辐射，加热

了周围的星际物质，形成了热核。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刘

铁研究员领衔的 ATOMS 项目

组，利用位于智利的“阿塔卡马大

型毫米波/亚毫米波天线阵”望远

镜，对宇宙中146个大质量恒星形

成区，在国际上首次对热核进行

了大样本、高分辨率的搜寻研究，

探测到100多个热核候选体。

据刘铁介绍，在最新的研究

中，团队成员对100多个热核候选

体，通过考察三种复杂有机分子：

含氮有机分子乙基氰、含氧有机

分子甲酸甲酯和甲醇，成功认证

了 60个热核，其中 45个是新发现

的热核。

“热核是具有丰富有机分子

辐射的分子云核，具有高温气体

和致密结构的特征，能够直接显

示大质量原恒星物理和化学环境

变化的踪迹，可以看成是‘宇宙化

工厂’。”刘铁说，“对成功认证的

60 个热核，团队成员对其化学性

质进行了系统调研。还首次系统

发现热核中普遍存在‘氮氧分离’

现象，这可望为地球‘碳亏损’现

象的研究提供依据。”

“碳亏损”现象一直是地球的

未解之谜。目前主流观点认为，

地球生命物质来自星际尘埃颗

粒，通过彗星或陨石带到地球。

那么，地球的碳含量应该和星际

空间的碳含量一致。但研究发

现，地球上的碳元素丰度，比星际

空间低近4个数量级，这个现象称

为地球的“碳亏损”。

“热核中观测到的氮氧分离

现象，有可能解释地球的碳亏损

现象。我们观测到的大规模氮氧

分离，可为以后进行深入研究提

供丰富样本。”刘铁说。

近期，全国疫情整体继续呈现下降态势，但

有的地方本土传播尚未完全阻断，疫情防控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

老年群体接种新冠疫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是什么？疫苗接种为何能降低重症甚至死亡风

险？对于养老机构和长期居家的老年人而言，

如何落实落细精准防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

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首席专家王华庆作出权威解答。

“从一些数据可以看出，老年人是感染重症

的高风险人群，老年群体接种新冠疫苗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非常明确。”王贵强说。

“老年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导致重症和死

亡的比例在各个年龄段中最高。”王华庆说，对于

老年人来说，一般感染病毒或者细菌后，自身免疫

发生率增加，更容易出现炎症反应；老年人大多数

都有基础性疾病，如果感染了病毒，也会导致原有

疾病的症状更严重或更容易出现合并症。

“接种三针新冠疫苗能够有效预防老年人

的重症和死亡。”王贵强说，从目前数据来看，老

年人接种两针新冠病毒疫苗比年轻人接种两针

产生的抗体性要低，接种三针后抗体水平才会

快速提升，抗体水平高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保

护老年人，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王华庆表示，从目前我国奥密克戎影响严

重的地区监测可以看到，未接种疫苗和接种两

剂次、接种三剂次之间的保护作用差别是非常

明显的，接种两剂次和接种三剂次之间对于预

防重症和死亡作用也有明显差别。

有关数据显示，在 60 岁以上人群中，未接

种疫苗和仅接种一剂次疫苗者重症的发生率是

接种两剂次、接种三剂次疫苗者重症发生率 20
倍以上。

专家提醒，疫苗接种对于预防重症效果明

显，呼吁老年朋友及时接种疫苗。同时，各级政

府要加强疫苗接种的协调和组织管理，对老年

人采取各种“绿色通道”，包括上门接种、推广移

动接种车等，保障老年人应接尽接。

此外，养老机构和长期居家的老年人是抗

疫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关键一环。王贵强建

议，要确保这些老年人尽快接种疫苗，强调基本

防护，勤洗手、戴口罩，减少人群聚集，保持活动

场所勤通风。而且老年人周围人群要做好个人

防护，定期自我监测、核酸筛查，强化防控意识，

避免家庭内部和养老院内部病毒传播。

初夏时节，内蒙古锡林郭勒

盟西乌珠穆沁旗的草原开始返

青。当地牧民赶着马匹，来到草

原上驯马，景象壮观。图为5月

17日，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

的牧民在夕阳下驯马。

纾困政策如何落到实处
——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经营状况案例追踪

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不要等
——权威专家回应防疫热点

夏日草原奔马 天文学家新发现45个“热核”

数字科技让文物“活”起来
“云游”博物馆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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