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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汇编！2022 年全国惠企纾困政策（截至 6 月 17 日）

来源：中企人力

在疫情常态化的形势下，为努力保障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减轻企业负担，国家和地方政

府及部门相继出台了各种惠企纾困的政策措施，截至 6 月 17 日，中企人力整理了 2022 年以

来全国各地出台的惠企政策，汇编如下：

https://mp.weixin.qq.com/s/XAXqAsk4OAqywD3AfNcByQ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5/31/content_5693159.htm

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

来源：国务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有力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开局。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和

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

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

https://www.shgjj.com/html/zyxw/209391.html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始试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异地房屋租赁费

来源：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为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服务水平，服务长

三角区域内人才流动、产业发展，支持职工租房需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

委员会、上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嘉兴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试点异地租赁提取住房公积金

的通知》（示范区执委会发〔2022〕12 号）,创新试点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以下简称“一体化示范区”）内支持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异地房屋租赁费用。

https://www.shgjj.com/html/zyxw/20939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XAXqAsk4OAqywD3AfNcByQ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5/31/content_56931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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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手！全国合同示范文本库上线

来源：人民网

押金难退、违约金过高、不可抗力条款缺失……各类合同中的“文字游戏”今后将受到制

约。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发建设的全国合同示范文本库正式上线，收录合同涵盖网

络交易、房地产买卖、教育培训等领域，为人们查询使用提供了一份“避坑指南”。

https://mp.weixin.qq.com/s/3n3bTuTNOaTksS85iN2rPQ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
w/202206/t20220614_453529.html

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 18 个新职业信息向社会公示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21 年 4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以下简称大典）的修订工作。经向社会公开征

集修订建议、组织专家评估论证、书面征求行业部门意见等程序，大典修订工作已基本完成。

为全面、客观、如实、准确反映当前社会职业发展实际状况，拟将新职业信息纳入新版大典。

同时，为促进青年特别是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向社会

公示相关新职业信息，其中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 18 个新职业信息作为第一批向社会进行公

示，广泛征求意见。此次公示的新职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206/t20220614_453529.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206/t20220614_45352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3n3bTuTNOaTksS85iN2r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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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上线！手把手教您线上申请“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贴”

来源：市就促中心、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贴”线上经办系统已上线运行啦！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通过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的“惠企点单办”申请。

具体步骤赶紧往下看：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

来源：北京市人民政府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现将《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上海市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千方百计保市场主体保就

业保民生，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本市扩大阶段性缓缴

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s/cliRQ9XTKCVUcgKz1GxfZA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206/t20220602_272869
2.html

政策速递 |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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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1rWqDYZZfPZr0R8i3RXRUA

https://mp.weixin.qq.com/s/1rWqDYZZfPZr0R8i3RXRUA
https://mp.weixin.qq.com/s/cliRQ9XTKCVUcgKz1GxfZA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206/t20220602_2728692.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206/t20220602_2728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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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社援企纾困稳就业政策汇编

来源：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社保缓缴的政策文件哪里可以找到？稳就业方面的补贴有没有详细的政策问答？别急，

小编已为你汇集整理完毕本市人社部门近期出台的一揽子援企纾困稳就业政策措施。想知道

这份“政策汇编”如何使用吗？赶紧往下看！

https://mp.weixin.qq.com/s/K4jQkn9jTUARtOofRaFpdw

政策速递 | NEWS

入境中国新政策！Newest policy of applying China visa（2022.6）

来源：中企人力

随着上海全面复工复产，为了更好满足外国人入境需求，入境签证政策有所放宽。在本

文中，中企人力将为您带来商务，工作和家庭团聚这 3 种最常见的中国入境签证申请政策和

困难程度的解析。（2022 年 6 月）

https://mp.weixin.qq.com/s/Izu4qw37hJ1O-cNb7G_Adg

https://mp.weixin.qq.com/s/GWQVQGW0hWh95YPs5sk2Pw

上海：全新保障职场人的家庭健康！关于“沪惠保”2.0 版常见问答来了

来源：中企人力

6 月 9 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沪惠保”2022 版以线上视频方式正式发

布。

据“沪惠保”共保体介绍，自从 5 月 25 日“沪惠保”开启预约投保以来，截至目前已有

超过 370 万本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完成了预约。预约参保人年龄最小的为尚未满月婴儿，最大

的为 107 岁老人，平均年龄 46 岁，从 50 后到 90 后的各个年龄段是预约参保主要群体，占

比达 80%。超过 80%的预约参保人选择使用医保个人账户为自己和家人支付了购买“沪惠保”

的保费。

https://mp.weixin.qq.com/s/GWQVQGW0hWh95YPs5sk2Pw
https://mp.weixin.qq.com/s/Izu4qw37hJ1O-cNb7G_Adg
https://mp.weixin.qq.com/s/K4jQkn9jTUARtOofRaFp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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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职工门诊医疗费用医保报销新政策 7 月起实施

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广东医保微信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办法》（下称

《办法》），明确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普通门诊统

筹待遇水平，此外，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成为“家庭账户”，进一步扩大并规范个人账户使用

范围。《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各地级以上市应在 2022 年 7 月 1 日前出

台实施细则并执行。

http://www.gd.gov.cn/zwgk/gongbao/2022/3/content/post_3804825.html

政策速递 | NEWS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规定》的通知
来源：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各有关单位：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规定》已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定通过，现予以印

发，请遵照执行。

http://zjj.sz.gov.cn/ztfw/zfgjj/zcfg/content/post_9822157.html

http://www.gd.gov.cn/zwgk/gongbao/2022/3/content/post_3804825.html
http://zjj.sz.gov.cn/ztfw/zfgjj/zcfg/content/post_9822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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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人力持续获评纳税信用 A 级！
什么是纳税信用体系？一起来看

6 月 30 日截止！
个税汇算清缴可别忘了！

来源：中企人力

实操指导 | GUIDE

2021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即

将于 6 月 30 日截止，如果您还没有办理，就需

要抓紧时间了。目前您仍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手

机 APP 掌上办理，足不出户做汇算。

如果在申报过程中有问题，可以看看下面的

热点问答。

https://mp.weixin.qq.com/s/8paA1gNNo9j
-YUlRGlXxCA

来源：上海税务

一年一度的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已公

布，中企人力及旗下公司继续保持 A 级评级。

此次评价体现了税务主管部门对我司多

年来坚持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肯定，也是对

我司今后进一步发挥优势、开拓市场、履行社

会责任的大力支持。

可能有的小伙伴还对纳税信用等级不太

熟悉，接下来中企人力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纳

税信用等级的相关小知识，以及查询方法。

https://mp.weixin.qq.com/s/dy1VptH
RhxFWzeuDjo2eIg

https://mp.weixin.qq.com/s/8paA1gNNo9j-YUlRGlXxCA
https://mp.weixin.qq.com/s/8paA1gNNo9j-YUlRGlXxCA
https://mp.weixin.qq.com/s/dy1VptHRhxFWzeuDjo2eIg
https://mp.weixin.qq.com/s/dy1VptHRhxFWzeuDjo2e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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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之初，为落实本市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政策，市国资委会同市住房城乡

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制定了《上海市国有企业减

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实施细则》。近日，

随着全面复工，上海市政府进一步扩大对本市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政策享受范围，上海市各区也发

布了最新的相关政策。截止到 6 月 16 日，中企人力为

您归纳如下：

上海市政策

对承租国有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免予提交受疫情影响证明材料，2022 年

免除 6 个月房屋租金，运营困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参

照执行。推动在沪央企、其他省市在沪国有企业参照我

市规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房屋租金。存在

间接承租情形的，转租人不享受本次减免政策，相关国

有企事业单位要确保免租措施惠及最终承租人。

鼓励引导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专业市场、产业

园区、创新基地等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向

最终承租经营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 6 个月房

屋租金减免。对符合条件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

主体，按照减免租金总额的 30%给予补贴，最高 300

万元。受疫情影响严重且在沪注册的餐饮连锁企业，分

公司或门店符合小微企业条件且承担房租费用的，可视

作小微企业享受房屋租金减免。

热点聚焦 | FOCUS

对减免房屋租金的国有、非国有市场主体，减免相

应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引导银行对减免房屋租

金的出租人视需要给予优惠利率质押贷款等支持。

上海市各区政策

 浦东新区

落实阶段性房租减免政策。对承租区属国有企业和

行政事业单位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免予提交受疫情影响的证明材料，2022 年免

除 6 个月房屋租金，运营困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参照

执行。租赁城镇集体企业房屋的可参照执行。鼓励引导

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专业市场、产业园区、创新基

地等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向最终承租经营

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 6 个月房屋租金减免。

对符合条件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按

照减免租金总额的 35%给予补贴，最高 350 万元。受

疫情影响严重且在浦东注册的餐饮连锁企业，分公司或

门店符合小微企业条件且承担房租费用的，可视作小微

企业享受房屋租金减免。

 黄浦区

对承租国有房屋、区属集体企业房屋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运营困难的民办非企业

单位，免于提交受疫情影响证明材料，2022 年免除 6

个月房租。存在间接承租情形的，转租人不享受本次减

免政策。协助办理在地央企、外省市国有企业参照市级

规定减免房屋租金事宜。

鼓励引导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产业园区、创新

基地等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为最终承租经

营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 6 个月租金。对于符合

最新！2022 年度上海疫情期间房租减免政策汇总（截止 6 月 16 日）

► 来源：中企人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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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 FOCUS

条件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参照减免金额

的 30%予以补贴，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受疫情影响

严重的餐饮连锁企业，分公司或门店符合小微企业条件

且承担房租费用的，可视作小微企业享受房租减免。

 静安区

对承租国有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免予提交受疫情影响证明材料，2022 年

免除最高 6 个月房屋租金，运营困难的民办非企业单

位，参照执行。存在间接承租情形的，转租人不享受本

次减免政策，相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要确保免租措施惠及

最终承租人。

鼓励引导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专业市场、产业

园区、创新基地等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向

最终承租经营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 6 个月房

屋租金减免。对符合条件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

主体，按照减免租金总额的 30%给予补贴，最高 300

万元，补贴资金实行财政预算总额控制。受疫情影响严

重且在沪注册的餐饮连锁企业，分公司或门店符合小微

企业条件且承担房租费用的，可视作小微企业享受房屋

租金减免。

对减免房屋租金的国有、非国有市场主体，减免相

应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引导银行对减免房屋租

金的出租人视需要给予优惠利率质押贷款等支持。

 徐汇区

实施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对承租区属国有房屋从事

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予提交

受疫情影响证明材料，2022 年免除 6 个月房屋租金，

其中 2022 年租期不满一年的按比例享受免租。对承租

区属国有房屋、运营困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参照执行。

承租区属国有房屋从事规模化租赁和其他需整治、调整

业态的不享受本次减免政策。存在间接承租情形的，转

租人不享受本次减免政策，确保免租措施惠及最终承租

人。

支持非国有房屋租金减免。鼓励引导商业综合体、

商务楼宇、专业市场、产业园区、创新基地等非国有房

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参照国有房屋租金减免的政策，

向最终承租合法经营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 6 个

月房屋租金减免。对符合条件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

管理主体，按照减免租金总额的 30％给予补贴，最高

300 万元，补贴资金实行财政预算总额控制。

 杨浦区

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将自有房屋出租给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予提交受疫情影

响证明材料，2022 年免除 6 个月房屋租金。

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将自有房屋出租给运营困难的民

办非企业单位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可参照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2022 年免除 6 个月房屋租金。

 宝山区

对承租区属国有(集体)企业、街道城镇集体企业和

区行政事业单位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免予提交受疫情影响证明材料，2022 年免

除 6 个月房屋租金，其中租期不满一年的按比例免租，

运营困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参照执行。

鼓励引导产业园区等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

体，向符合我区产业发展方向的先进制造业、专精特新

等企业给予 6 个月房屋租金减免。经审核，按照实际减

免租金的 40%给予补贴，最高 400 万元。

鼓励引导商务楼宇(载体)等纳入区商务载体监测系

统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向符合我区产业

导向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 6 个月房屋租金减

免。经审核,按照实际减免租金总额的 40%给予补贴,最

高 400 万元。

鼓励引导建筑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不含停车场)以上

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向符合我区产业导向的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租户给予 6 个月房屋租金减免。经审核，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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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实际减免租金总额的 30%给予补贴，最高 300 万元。

受疫情影响严重且在沪注册的餐饮连锁企业，分公司或

门店符合小微企业条件且承担房租费用的，可视作小微

企业享受房屋租金减免。

鼓励引导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大

学科技园以及与我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大学科技园

等创新创业基地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向

符合我区产业导向的小微企业和科创企业给予 6 个月

房屋租金减免。经审核,按照实际减免租金总额的 30%

给予补贴，最高 300 万元。

 嘉定区

对承租国有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免予提交受疫情影响证明材料，2022 年

免除 6 个月房屋租金，运营困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参照

执行。

鼓励引导商业综合体、商业街区、商务楼字、专业

市场、产业园区、创新基地等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

理主体，向最终承租经营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

6 个月房屋租金减免。对符合条件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

经营管理主体，按照减免租金总额的 30%给予补贴，

最高 300 万元，补贴资金实行财政预算总额控制。

对减免房屋租金的国有、非国有市场主体，减免相

应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引导银行对减免房屋租

金的出租人视需要给予优惠利率质押贷款等支持。

 金山区

落实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对承租国有房屋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予提交受疫情影

响证明材料，2022 年免除 6 个月房租，运营困难的民

办非企业单位参照执行。推动在金山的央企、其他省市

国有企业参照执行，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房屋

租金。存在间接承租情形的，转租人不享受本次减免政

策，相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要确保免租措施惠及最终承租

人。

扩大房屋租金减免范围。鼓励引导产业园区、商业

综合体、商务楼宇、专业市场、创新基地等非国有房屋

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向最终承租经营的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给予 6 个月房屋租金减免。对符合条件的非国

有房屋业主或经营主体，按照减免租金总额的 30%给予

补贴，最高 300 万元。受疫情影响严重且在沪注册的餐

饮连锁企业，分公司或门店符合小微企业条件且承担房

租费用的，可视作小微企业享受房屋租金减免。

 松江区

鼓励引导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专业市场、产业

园区、创新基地等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向

最终承租经营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 6 个月房屋

租金减免。对符合条件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

体按照减免租金总额的 30%给予补贴，最高 300 万元。

由各镇、街道、经开区实施,对积极响应、率先减免租金

的上述载体,优先考虑其在各类产业资金、评级考核等方

面的申请。

 青浦区

将原“承租国有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免除 6 个月租金”政策的享受范围扩大至

运营困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鼓励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产业园区、创新创业

载体等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向最终承租经

营的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且在青注册的餐饮连锁

企业，分公司或门店符合小微企业条件的，可视作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 6 个月房屋租金减免，对符

合上述条件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按照减

免 6 个月租金总额的 30%给予补贴，最高 300 万元。

对减免房屋租金的国有、非国有市场主体，减免相

应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引导区内银行对减免房

屋租金的出租人视需要给予优惠利率质押贷款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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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贤区

对承租国有或行政事业单位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运营困难的民办非企业

单位，2022 年免除 6 个月租金，2022 年租赁期不满

一年的按比例免租。承租本区集体经济物业的可参照执

行。

鼓励引导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专业市场、产业

园区、创新基地等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向

最终承租经营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一定的房

屋租金减免:对符合条件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

主体，按照减免租金总额的 30%给予补贴，最高 300

万元。

对减免房屋租金的国有、非国有市场主体，减免相

应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引导区内银行对减免房屋租金的出租人视需要给

予优惠利率质押货款等支持。

 崇明区

对最终承租国有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和运营困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免除 6

个月房屋租金。

鼓励非国有房屋主体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

免 6 个月房屋租金。对符合条件的非国有房屋主体，按

照减免租金总额的 30%给予补贴，最高 300 万元。

受疫情影响严重且在沪注册的餐饮连锁企业，分公

司或门店符合小微企业条件且承担房租费用的，可享受

房屋租金减免。

对减免房屋租金的国有、非国有市场主体，减免房

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引导银行对减免租金的房屋主体给予优惠利率质

押贷款等支持。

 长宁区

对承租国有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免予提交受疫情影响证明材料，2022 年免

除 6 个月房屋租金，运营困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参照执

行。存在间接承租情形的，转租人不享受本次减免政策，

相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要确保免租措施惠及最终承租人。

鼓励引导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产业园区、创新

基地等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向最终承租经

营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房屋租金减免。对符合

条件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按照减免租金

总额的 30%给予补贴，最高 300 万元。

受疫情影响严重且在沪注册的餐饮连锁企业，分公

司或者门店符合小微企业条件且承担房租费用的，可视

作小微企业享受房屋租金减免。

对减免房屋租金的国有、非国有市场主体，减免相

应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引导银行对减免房屋租

金的出租人视需要给予优惠利率质押贷款等支持。

 普陀区

对承租国有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免予提交受疫情影响证明材料 2022 年免除

6 个月房屋租金。

鼓励引导社会楼宇对最终承租主体给予房租减免对

符合条件的业主给予减免租金总额一定比例的补贴。

 虹口区

对承租区属国有企业自有的经营性房产和使用权

房，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022

年免除 6 个月租金；对运营困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参

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执行。对承租区属国有企业非

自有经营性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由区属国有企业协调产权方同意后免除 6 个月的

房屋租金，或减免非自有经营性房产 6 个月的租金增值

部分。对间接承租的企业，相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要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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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租措施惠及最终承租人。鼓励引导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专业市场、产业园区、创新基地等非国有

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向最终承租经营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 6 个月房屋租金减免。对符合

条件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按照减免租金总额的 30％给予补贴，最高 300 万元。鼓励在

本区经营各类人才公寓的市场主体，减收企业人才房屋租金，区内相关政策扶持优先支持主动减免各类

房租的市场主体。

 闵行区

鼓励引导产业园区、商务楼宇、创新基地、商业综合体、专业市场等向最终承租经营的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以及经认定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重点企业等给予 6 个月房屋租金减免。对符合条件的非国有房

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经认定由市、区按照减免租金总额的 30%给予补贴，补贴上限为 300 万元，

补贴资金实行总额控制。对承租区属国有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且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或

运营困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2022 年免除 6 个月房租；对承租区属国有企业自有房屋的，减免租金范

围拓展至经认定的重点企业等。存在间接承租情形的，转租人不享受本次减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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