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月 13 日，由广东省

国际标准舞总会主办， 贵州省国

际文化科技交流中心、 广东省国

际文化交流中心指导的 2022 中

- 拉标准舞拉丁舞国际超级联赛

（贵州站）启动仪式举行。

本站赛事将设置 11 个组别，

晋级的选手们将直通年底举办的

中国·横琴中 - 拉标准舞 / 拉丁

舞国际锦标赛的“未来之星挑战

赛”组别，角逐年度总冠军。

据了解，为推动中拉文化交

流，2016 年中国·横琴中 - 拉标

准舞 / 拉丁舞国际锦标赛首届

举行， 至今已发展为持续 9 天、

30 多个国家超 200 支代表队参

赛的赛事，成为行业内的标杆赛

事之一。

本站赛事以 “中国·横琴中

- 拉标准舞 / 拉丁舞国际锦标

赛” 为标杆，将国际顶尖资源和

本土文化资源对接，通过艺术交

流“宣传贵州，推广贵州” ，把贵

州经济、文化产业融入“一带一

路” 发展，拉近贵州与世界联动

的距离，带动贵州成为文化教育

开放先导区和国际文化休闲基

地，促进国际交流及城市文化名

片建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民政厅

获悉，该厅近日印发《2022 年省级

福彩公益金支持慈善超市建设项

目实施方案》， 我省今年慈善超市

建设项目资金预算 130 万元，支持

建设 26 个慈善超市。 今年资助项

目实施时间具体为 6月至 12月。

《方案》明确，支持慈善组织

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区等重点区域新建并运

营慈善超市，每个慈善超市建设面

积不小于 100 平方米，资助金额为

5万元 /个。 资助资金用于布设统

一的慈善超市标识和购置捐赠箱、

货架、销售设备、消毒设备及其他

超市运行所需设施、设备，以上设

施、设备均需标注“彩票公益金资

助———中国福利彩票” 标识。

项目建设内容为： 将慈善超市

打造成为富有特色的便民捐赠站

点、慈善文化宣传和展示窗口、慈善

活动基层阵地、 社区慈善的孵化基

地。 慈善组织依托慈善超市提升

“造血”功能，在超市覆盖区域实施

公益项目， 帮助解决困难群众的实

际困难，培育发展慈善组织。

慈善超市由慈善组织全资注册

企业运营的， 慈善超市净利润按年

度返还慈善组织， 用于实施慈善项

目。合资注册企业运营慈善超市的，

慈善组织占股不得低于 70%， 慈善

超市净利润按年度和控股比例返还

慈善组织，用于实施慈善项目。支持

设立的慈善超市至少运营 3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每个超市资助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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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今年将建26个慈善超市

中 - 拉标准舞拉丁舞国际超级联赛（贵州站）启动仪式举行

晋级选手 可参与角逐年度总冠军

本报讯 5 月 13 日， 记者从贵

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贵州省促进

工业企业纾困发展和服务业领域困

难行业恢复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 省政府办公厅已于近日印发

《贵州省工业企业纾困解难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 《工业政策》）及

《贵州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

恢复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服务业政策》）。

《工业政策》旨在解决当前贵

州省工业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困难问

题，进一步巩固工业经济增长势头，

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政

策》旨在针对服务业行业面临的特

殊困难， 回应市场主体的呼吁和关

切， 缓解服务业市场主体的成本压

力， 帮助服务业困难行业企业渡过

难关、恢复发展。

据了解，《工业政策》共 39 项

具体内容， 具体分为财政税费政

策、金融信贷政策、保供稳价政策、

投资和外资外贸政策及用地、用

能、用工、环境政策和新型工业化 6

个方面———

针对财政税费，将落实好中小

微企业设备器具加速折旧政策、企

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新

能源汽车减免优惠政策、延续实施

“六税两费” 减免政策并扩大适用

范围等 11项政策措施。

针对金融信贷，实施积极争取

和落实人民银行信贷激励政策、落

实国家煤电等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金融政策、推动银行制定中小企业

信贷通专项配套制度等 4 项政策

措施。

针对保供稳价，落实好推进能

源安全保供、落实国家统一的高耗

能行业阶梯电价制度、稳定大宗原

材料供给和价格、完善能源资源价

格形成和动态调整机制等 4 项政

策措施。

针对投资和外贸外资，落实好

制定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实

施方案、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新型工

业化领域建设、健全投资项目融资

机制、 落实国家出口退税政策及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 年

版）》和《外商投资法》等 10 项政

策措施。

针对用地、用能、用工和环境，

落实好保障工业项目用地、保障工

业发展合理用能、破解企业用工难

题、 加快大型风光电基地建设等 4

项政策措施。

针对新型工业化，包括聚焦聚

力产业集群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市

场主体、 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强

化重大项目支撑、深化创新驱动发

展、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循环转型等

6项政策措施。

据介绍，《服务业政策》 共 58

项具体政策，有扩大政策的适用范

围及加大补贴支持力度两大亮点，

具体分为 3方面。

在普惠性纾困扶持措施方面，

包括税收减免、金融支持、财政补

贴等 21 项具体政策措施； 在针对

性扶持纾困措施方面， 针对餐饮、

零售、住宿、旅游、公路水路铁路运

输、 民航等 6 个特殊困难行业，分

别提出纾困扶持措施，每个行业有

5-7 项，共计 34 项具体措施；在保

障措施方面，包括成立全省促进服

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工作

协调议事机制和工作专班、 建立

“政策找企业、企业找政策” 的机

制、 加大政策宣传推广和督促力

度、严格落实国家各项疫情防控政

策等措施。

记者了解到，目前，对服务业

困难行业企业的政策支持已取得

了一定成效。 数据显示，自相关方

案实施以来，房屋租金减免了 5263

万元； 税收减免缓缴了 8.55 亿元；

对服务业重点人员开展定期核酸

检测由财政全部承担，补贴金额共

计 18.46亿元；对餐饮、零售企业累

计发放信用贷款 250.52 亿元，惠及

44586户企业。同时 100%暂退旅行

社旅游服务质保金，安排 3.63 亿元

对存在困难的城市公交运营给予

了补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倩）

97项政策措施 助企纾困

我省印发两个“实施方案”

本报讯 据省公安厅消息，省

公安厅打击整治养老诈骗领导小

组办公室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养老

诈骗违法犯罪线索。

线索举报范围为，以提供“养

老服务” 、投资“养老项目” 、销售

“养老产品” 、宣称“以房养老” 、代

办“养老保险” 、开展“养老帮扶”

等为名，实施诈骗、集资诈骗、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合同诈骗、 制售伪劣商品等侵害老

年人财产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依法

保护举报人个人信息安全。 举报

线索对案件侦办发挥重要作用

的，将依照公安机关《群众举报违

法犯罪奖励办法》 对举报人给予

奖励。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发现养老诈骗 快来这里举报

省公安机关面向全社会征集线索

本报讯 近日，省民政厅研究起

草了《贵州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

庭人口认定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

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是指

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条件，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

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 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家庭。 最低生

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是指最低生活保

障边缘家庭中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研究制定该暂行办法，旨在规范

我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认

定工作，健全低收入人口常态化救助

帮扶机制，完善城乡统筹、分层分类

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最低生活保障

边缘家庭人口认定和救助帮扶公开、

公平、公正。

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 5 月 9 日

至 5月 23日，征求意见稿全文可登

录省民政厅官网首页 “通知公告”

一栏查询， 意见请发至电子邮箱：

1006819475@qq.com。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最低生活保障

边缘家庭人口咋认定？

省民政厅邀你提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