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码
阅
读

更
多
内
容

怎样援企稳岗、返还如何领取、会否影响职工权益？
———聚焦失业保险“新政”

■ 新华社记者 姜琳

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联
合印发《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
失业工作的通知》。

通知部署了哪些援企稳岗的新举措？稳
岗返还资金如何领取？缓缴社保费会否影响
职工权益？ 12 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权威部门进行了详细解答。

怎样援企稳岗促就业？

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失业保
险具有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功能。人社部
副部长俞家栋在吹风会上介绍说，通知提出
了 8 条实实在在的举措助力稳就业保民生。

聚焦受疫情冲击最大的困难行业，在延
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
政策 1 年的基础上， 新增对餐饮、 零售、旅
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 5 个特困行
业企业实施阶段性缓缴不同期限的社保费，
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聚焦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持续承压的
中小微企业，大幅提高稳岗返还比例，畅通
资金返还渠道，快审快发，为企业及时输血
供氧，从源头上稳住岗位稳住就业。

聚焦劳动者及失业人员，扩大技能提升
补贴受益范围，激励劳动者学习技能，提高

就业竞争力；在常规保失业人员生活待遇发
放、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的基础上，再延续
实施失业保险保障扩围政策 1 年，最大化做
到应发尽发，应保尽保。

此外，失业保险进一步突出培训在应对
疫情中的稳岗功能，又新增了三项阶段性政
策。 其中包括，基金结余较多且突发疫情的
地区，可对受疫情严重影响暂时无法正常生
产经营的中小微企业，按每名参保职工不超
过 5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实施上述政策， 预计释放政策红利
4500 亿元。 ”俞家栋说。

稳岗返还资金如何领取？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是预防失业的一
项重要举措， 通过对不裁员少裁员企业返
还一定比例失业保险费， 激励企业稳定就
业岗位。

“这一政策实施 7 年来共向 1298 万户
次企业发放了 2584 亿元稳岗资金。 ”俞家栋
说，“这次通知充分考虑环境变化和形势需
要，对稳岗返还政策做了两方面优化。 ”

一是允许基金备付期限 1 年以上的统
筹地区，将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由 60%最高
提至 90%。同时，进一步畅通资金返还渠道，
对没有对公账户的小微企业，可以将资金直
接返还到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账户。

二是在经办上突出“免申即享”。 “疫情
发生以来，部分省份积极探索通过后台数据
比对，直接向符合条件的企业精准发放稳岗
返还资金，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资金、
服务找企业’。 ”俞家栋说。

“目前， 多个省份已完成首轮发放，超
30 亿元稳岗资金已直达企业。 下一步，我们
将加大指导力度， 督促各地加快数据比对、
加快资金发放。 ”俞家栋表示。

在推动企业“免申请、免填表”领取返还
资金的同时，人社部将全面调整经办模式，让
失业人员也能更便捷地领到失业保险待遇。

人社部失业保险司司长桂桢介绍说，失
业人员可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上的全国统一入口申领， 或者通过电子社保
卡、掌上 12333等人社部官方渠道申领，也可
以到各地人社部门的网站、公众号申领。

失业人员无须提供失业证明，无须转移
个人档案，无须现场签到，仅凭身份证或社
保卡即可申领。 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金，
可先发放后办理失业登记，申领失业补助金
无须办理失业登记。

缓缴社保费会否

影响职工权益？

通知不仅部署了失业保险的新政策，还
作出了养老和工伤保险的新安排。

“阶段性实施缓缴养老保险 、失业保
险和工伤保险费政策 ，适用范围为 5 个特
困行业的所有企业 。 ”国家税务总局社会
保险费司司长郑文敏说 ，这 5 个行业中以
单位方式参保的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
及其他单位可以参照执行。 缓缴对象为养
老保险 、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单位应缴
纳部分。

缓缴企业费款， 会不会影响职工社保
权益？

“缓缴失业保险费期间，不影响参保失
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等相
关待遇。 缓缴工伤保险费期间，不影响职工
工伤保险待遇。 缓缴养老保险费期间，职工
申领养老保险待遇的， 企业为其补齐缓缴
的养老保险费后，不影响养老保险待遇。 ”
桂桢说。

郑文敏表示 ，养老保险费可以缓缴所
属期为 2022 年 4 至 6 月的费款 ， 最迟在
2022 年底前补缴到位 ；失业 、工伤保险可
以缓缴所属期为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的费款 ，原则上在期满后一个月内补缴
到位。

已缴纳所属期为 4 月份费款的企业 ，
缓缴月份可以顺延一个月， 也可以申请退
回费款。 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且不影响享
受前述降费率政策和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相关待遇。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 ，
2022 年缴纳费款有困难的， 可自愿暂缓至
2023 年底前缴费 ，
缴 费 年 限 累 计 计
算。 ”郑文敏说。

（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

前 44月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近 22000000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 （记者
刘诗平） 记者 12 日从水利部了解到，今
年前 4 个月我国共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1958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5.5%。

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日前在主持推
动 2022 年重大水利工程开工建设专项
调度会商会上表示， 加快推进重大水利
工程开工建设，确保 2022 年新开工 30 项
以上。

据了解， 今年水利部设定的水利建
设目标， 是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30 项，
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8000 亿元。

据水利部统计，今年前 4 个月，我国
重大水利工程开工 9 项。总投资达 618 亿
元的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 、总
投资 598 亿元的南水北调引江补汉工
程，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

加强城镇燃气等市政
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管理

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记者 王优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
印发通知，要求全面排查涉及燃气各领域的安全风险隐患，重点对燃
气经营、餐饮等公共场所、老旧小区、燃气工程、燃气管道设施的安全
隐患进行排查。 对排查出来的重大问题隐患要立行立改，总结好的经
验做法并固化为法规制度，健全完善城镇燃气安全长效机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市政基础设施安全
运行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加强城市供排水行业安全管理。及时组织
清掏淤积堵塞的排水管渠、 雨水收集口和检查井， 及时补齐修复丢
失、破损的井盖，落实防坠落措施；加强泵站、闸门、拍门等设施的维
修保养，保证设施设备安全、正常运行。 加强对下凹式立交桥、隧道、
地下空间、地铁、棚户区以及城市低洼地等风险点的隐患排查，建立
隐患清单并及时整治。

通知强调，要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紧盯各类安全隐患易发高
发环节，强化专业监督检查，组织专家参与市政基础设施领域的安全
排查，提高监管执法专业能力和保障水平。 拓宽畅通安全生产投诉举
报渠道，鼓励社会公众对安全生产重大风险、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进
行举报，对安全监督检查不力的行为要进行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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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融号“火星找水”有新发现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记者 张泉）我国科学家日前利用祝

融号火星车获取的数据， 在地质年代较年轻的祝融号着陆区发现了
水活动迹象， 表明火星该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矿物形式存在的
可利用水。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刘洋研究员团队完成，
相关成果 12 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发表。

“祝融号火星车着陆区为火星北部低地乌托邦平原区域，位于年
轻的亚马逊纪地层上，30 亿年前至今的亚马逊纪是火星地质年代几
个主要阶段的末期。 已有的研究认为，火星在亚马逊纪时期气候寒冷
干燥，液态水活动的范围和程度极其有限。 ”刘洋介绍。

但此前的轨道遥感数据分析显示，乌托邦平原曾经可能存在大量
的挥发分，不过，受限于空间分辨率和覆盖率，并没有在祝融号着陆
区附近发现含水矿物，这为该地区水活动的性质带来了诸多疑问。

祝融号火星车获取的短波红外光谱和导航地形相机数据帮助解决
了这个难题。研究团队利用这些数据发现了岩化的板状硬壳层，其中富
含含水硫酸盐等矿物。据推断，这些硬壳层可能是由地下水涌溢或者毛
细作用蒸发结晶出的盐类矿物，胶结了火星土壤后经岩化作用形成。

“这一发现表明，亚马逊纪时期的火星水圈可能比以往认为的更
加活跃，对理解火星的气候环境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刘洋说，同
时也表明， 祝融号着陆区以及火星北部平原的广泛区域可能含有大
量以含水矿物形式存在的可利用水， 可供未来载人火星探测进行原
位资源利用。

截至目前，祝融号火星车已在火星表面行驶 1 年，累计行驶近 2
千米，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科学探测数据。 此次发现标志着祝融号实现
了国际上首次利用巡视器上的短波红外光谱仪在火星原位探测到含
水矿物。

朝鲜首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
疫情防控措施提至最高级别

新华社平壤 5 月 12 日电（记者 江亚平）据朝中社 12 日报道，朝
鲜国家紧急防疫部门本月 8 日对平壤一些有发烧症状的患者进行抽
样检测后发现，有人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 这是自新冠疫情在全球多
地暴发以来，朝鲜首次报告在本土发现新冠确诊病例。

朝鲜劳动党 12 日紧急召开劳动党政治局会议， 决定把新冠防疫
措施提至最高级别。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强调要采取紧
急措施彻底阻断新冠病毒传播，要加强边界管控，在全国各市县进行
彻底封锁，各单位要在闭环状态下组织经营生产活动。 他还要求卫生
部门和应急防疫部门进行严格密集筛查， 健全医学监测和积极治疗
措施。

金正恩说，党和政府各级机关要采取周全措施，尽量减少人民群
众在严密防控措施下的不便和麻烦，稳定生活秩序。

三河口水利枢纽工程（4 月 19 日摄，
无人机照片）。 在陕西境内的引汉济渭工
程中，黄金峡水利枢纽、三河口水利枢纽
负责为整个工程提供水源。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商务部着力打通物流堵点

让重点生产生活物资
“进得来、转得动、出得去”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谢希瑶 边思琪）为保运力、保通畅、

促消费，商务部按照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和
相关部门一道着力打通物流堵点，让重点生产生活物资“进得来、转
得动、出得去”。

这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 12 日举行的商务部网上例行发
布会上说的。 束珏婷表示，商务部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快推广
使用全国统一通行证，提高干线运输效率；指导协调重点区域建立了
物资中转站，保障重要生产生活物资接驳运输。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近期我国仓储指数在
低位运行，消费恢复面临制约。 束珏婷说，商务部指导各地商务主管
部门加强与卫生防疫部门沟通协作，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
下，努力保障仓储物流节点正常运转；引导重点商贸企业、重点物流
配送企业等，加强对涉疫地区的物资、人员、运力等资源调度，做好居
民生活物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百米”配送服务。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达百万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2 日电（记者 孙丁）美国总统拜登 12 日

在白宫网站发表声明说：“今天， 我们纪念一个悲剧性里程碑：100 万
美国人死于新冠。 ”

拜登说，逝去的每条生命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拜登提出，要对这
场大流行继续保持警惕，尽所能拯救生命。 他表示，在未来几个月，美
国国会拨款资助新冠检测、疫苗、治疗等资源至关重要。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和“世界实时统计数据网站”的统计显
示，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数已超过 100 万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美国东部时间 12 日 9 时 20 分，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82227408
例，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达 999009 例。

有效增加老年医疗护理服务供给———

未来中国养老服务这样干
■ 新华社记者 李恒

加快发展老年医疗护理服务， 鼓励有
条件的医疗机构积极为老年人特别是失能
老年人提供居家护理、 日间护理服务……
迈向“十四五”改革深水区，有关部门勾勒
养老服务新蓝图。

我国是人口大国， 为适应老龄化程度
不断加深等新形势对护理服务提出的迫切
需求，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全国护理事业
发展规划 （2021—2025 年 ）》称 ，“十四五 ”
时期，我国将有效增加老年、妇儿等领域护
理服务供给。如何解决养老之忧、破解养老
难题成为关乎每个家庭的现实问题。

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
公里” 居家养老成热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
上人口达 2.67 亿。

“我国人口基数大 、人口众多的基本
国情没有改变，但也面临人口总量增速放
缓 、出生人口持续下降 、老年人口比重继
续上升等新形势。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向东说。

老年人如何实现最美“夕阳红”，是一
件关乎 “老有所依”“老有所安” 的社会问
题， 也是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做
好的必答题。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要求优化城乡
养老服务供给， 支持社会力量提供日间照

料、助餐助洁、康复护理等服务，鼓励发展
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 推动老龄事业和产
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居家养老逐渐火热，即以家庭
为基础、 社区服务为依托、 机构养老为补
充、医养结合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民之所望， 政之所向。 2022 年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 “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
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稳
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创新发展
老年教育”等内容。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
红说，“十四五”时期，要实施老年医疗护理
提升行动， 发展居家医疗护理服务和长期
照护。

守护“夕阳红” 让老有
所为落地开花

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自己的精彩。 老
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 是仍然可以有
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
意见》提出，支持更多老同志在关心下一代
的广阔舞台上老有所为、发光发热。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
龄工作的意见》强调，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
养结合起来，完善就业、志愿服务、社区治
理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作用。
引导老年人以志愿服务形式积极参与基层

民主监督、移风易俗、民事调解、文教卫生
等活动。

“健康的老龄化是我们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关键。 ”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
任黄改荣说，老年人要有乐观的心态，要积
极参与社会活动。 而社会也要以积极的态
度看待老年人，主动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实
现老有所为。

为促进老年人增强社会参与感， 进一
步激发老年人的潜力和价值， 四川省充分
利用各类教育平台， 组织开展老年群众教
育活动。 当地老年协会组织老年人收集整
理民间史料， 在推动巴蜀文化弘扬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推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专家建议， 要带动全社会充分认识老
年人价值，为老有所为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多措并举化解失能失

智老年人“养老焦虑”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东经路社
区，今年 72 岁的张玉芬，只花了 150 元就
为患有脑血栓、 行动不便的老伴领取了永
久使用的购物式助行车。

秦皇岛作为民政部、 中国残联等四部
门联合确定的首批 “国家康复辅助器具产
业综合创新试点地区”和“国家康复辅助器
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城市”之一，通过康复
辅助器具“以租代购”的形式，帮助有需求
的群体享受实惠。

在我国包括张玉芬老伴在内的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约有 4000 万人。他们除了要
与生理性衰老作战外，还要与疾病抗衡。保
障失能失智老年人安心度过晚年既要用力
量力，更要用心贴心。

民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
“十四五”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工作的通知》，提出“十四五”时期支持 200
万户特殊困难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庭
实施适老化改造；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
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围
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失能失智老人照护
难题，提出到 2025 年，我国养老机构护理
型床位占比要达到 55%。

针对护理型床位占比指标， 江苏等地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要求到 2025 年，护理
型床位数占养老机构床位总数的 70%。

北京要求建立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
系，到 2025 年，将建设不少于 1 万张养老
家庭照护床位；山西明确 2022 年，要推动
将失能失智和高龄老年人家庭成员照护培
训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保障老年人享
有基本养老服务。

这一系列举措无不是化解失能失智老
人“养老焦虑”的生动实践和暖心举措。

专家表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失能
失智老人更要多一份爱心和耐心， 积极回
应现实需求，守护好、保障好他们的权益，
让他们越来越多地站到“聚光灯下”安享幸
福晚年。

（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