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失业保险
司司长桂桢3月6日说，人社部将采
取畅通申领渠道、加速线上经办、扩
大保障范围三方面举措， 确保失业
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6日举
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桂桢说，要
畅通申领渠道。放宽申领时限，失业
人员可自主决定申领时间； 减少证
明材料， 失业人员无须提供终止或
者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失业登记证
明；削减领金条件，不得要求失业人
员转移档案， 不得附加和捆绑参加
培训等其他条件， 不得将失业人员
领金情况记入职工档案。

同时， 要加速线上经办。 督促
109个尚未开通失业保险金网上申
领平台的城市力争在4月底前全部
开通，力争在6月底前直辖市、省会
城市、计划单列市全部实现手机申
领，让失业人员凭社保卡或身份证
在线上就能快速、便捷领到失业保
险金。桂桢说，还要扩大保障范围。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依法享受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参保失业人
员，办理失业登记后，可以申领失
业保险金；并及时启动困难失业人
员价格临时补贴，缓解疫情对失业
人员基本生活影响。

■据新华社

人社部：
申领失业保险金不需要提供解聘证明

玩具厂转型
助力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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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举措

全省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减半征收
受疫情影响连续3个月出现累计亏损的企业，可申请缓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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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6日讯 为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
署，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3月5日， 经省政府同意，省
医保局、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省
税务局联合发文出台实施意见，决
定从2020年2月1日起， 按规定对全
省职工医保单位缴费部分实行减半
征收。 生育保险和职工医保个人缴
费部分不予减免。 实施意见有效期
至2020年12月31日。

减征范围和期限请看仔细

实施意见明确， 参保单位补缴
减征政策实施前的欠费、 预缴减征
政策终止后的职工医保费， 均不属
于此次减征政策范围。 前期已足额
缴纳减征期应减免职工医保费的，
多缴部分可以按规定抵缴后续应缴
的医保费。实施减征政策后，各地不
得另行再降低参保单位缴费费率。
减征政策执行范围原则上为参加职
工医保的各类企业， 在确保医保基
金中长期收支平衡的基础上， 可扩
大到机关事业单位。 统筹基金累计
结存(扣除应付未付等资金后)可支
付月数大于6个月的统筹地区应实
施减征， 减征期限不超过5个月。统
筹基金累计结存可支付月数小于3
个月的县市区，不实施减征政策;可

支付月数大于3个月但小于6个月的
县市区，确有必要减征的，由市州人
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减征期限不超
过2个月。减征产生的统筹基金收支
缺口由各统筹地区自行解决。 各市
州政府根据本地区职工医保基金运
行情况， 结合市级统筹工作合理确
定减征范围和期限。

因疫情亏损企业可申请缓缴

对于缓缴范围及期限，实施意
见明确，从2020年2月1日起，受疫
情影响连续3个月出现累计亏损的
企业，可向参保地医保部门申请缓缴
职工医保单位缴费部分。缓缴政策执
行时间为2020年年度内， 不得延缓
至2021年及以后年度缴纳。 缓缴期
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具体期限由
各市州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医保基
金支撑能力、 企业困难程度合理确
定。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原则上，减
征期间不能同时享受缓缴政策。

减征和缓缴期间，参保单位应
按规定如实申报参保人员缴费基
数，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个人缴费的
义务。医保经办机构要做好个人权
益记录，确保参保人员个人权益不
受影响。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优化
办事流程，不增加参保单位事务性
负担。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曾鹤群 邓圣明

3月6日下午，长沙市
出台硬核举措， 拿出100
个事业编制，用于择优聘
用市本级奋战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编外医务人员。

据悉，市本级医疗卫
生机构本次支援湖北的7
名编外医务人员将直接
通过考核聘为事业编制
人员，另外93名事业编制
将用于奋战在市本级新
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和
核酸检测、 确诊患者转
运、定点发热门诊及隔离
病房的编外医务人员择
优考核聘用。

2月28日， 湖南省委
省政府出台《关于全面落
实保护关心爱护疫情防
控一线医务人员各项政
策的具体措施》， 明确规
定：对表现突出的编制外
人员， 经用编核准后，相
关部门可采取定向考核
的方式确定聘用人员。

3月2日下午，长沙市
召开落实省级文件的工
作部署会，要求在编制保
障上对疫情防控一线的
编外医务人员倾斜。

市委编办在前期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 连续加班
加点，在3天内提出编制保
障措施。据悉，除了这100
个事业编制的激励措施
外，还将拿出7名事业编制
用于市疾控中心直接考核
聘用急需紧缺的专业技术
人员。 ■记者李成辉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6
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
治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

中央指导组成员、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介绍，
目前湖北省的物资保障工作
出现了三个方面的积极变化：
一是医疗防护物资实现了从
严重短缺到库存充足，完全满
足需求；二是重点救治药品实
现了从医院自行采购到政府
标配十天以上的库存；三是医
疗救治设备实现了从严重不
足到应配尽配。

据了解， 在疫情发生早
期，由于对病毒的认识不足，
防控知识缺乏， 湖北省有超
过3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其中40%是在医院感染，60%

是在社区； 均为湖北当地的
医务人员， 大都是非传染科
的医生。

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
副秘书长丁向阳介绍， 现在
来看， 医院的院内感染得到
有效控制。 全国支援湖北武
汉的4万多名医务人员，从统
计的情况看， 到目前没有感
染的报告。

据丁向阳介绍，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组织科技部、 国家
卫生健康委、药监局、教育部等
有关部门，组建了科研攻关组，
聚焦五大主攻方向， 动员全国
科技力量开展疫情防控科技攻
关。在疫苗研发方面，从五个研
发技术路线并行推进， 多数疫
苗研发可于4月中旬甚至更早
申报临床试验。 ■据新华社

发布

4万余名支援武汉医务人员无人感染
多数疫苗4月中旬申报临床实验

本报3月6日讯 今日上
午11点半，随着两岁的童童一
家从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长
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痊愈
出院，截至3月6日，出院人数
已达到204人。 长沙市第一医
院共收治确诊患者239例，治
愈率85.36%，长沙市已经连续
16天确诊患者零收治。

“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
不备。做好病床、人员、设备、物
资的储备，主动地、科学地迎接
了这次战役。”长沙市第一医院
院长刘激扬介绍， 自1月16日

收治首例病例， 医院当即启动
二级防护，该名患者在21日经
国家卫健委确诊为湖南首例确
诊病例。期间，医院腾空整层楼
备好负压病房和24张床，培训
全部重点科室医务人员；23
日—29日， 仅7天医院腾空救
治中心3栋病房，准备好300张
床， 实现了长沙对新冠肺炎患
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同时，以最严的措施进行
隔离，确保了医务人员“零感
染”和院内感染“零发生”。

■记者张洋银

连线

长沙连续16天无新增确诊患者

部门连线

100个事业编留给
抗疫编外医务人员

3月6日，湖南桑
尼森迪玩具制造有
限公司工人在车间
作业。

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位于湘潭综
合保税区的湖南桑
尼森迪玩具制造有
限公司利用现有产
能和技术优势转产
生产红外线体温计，
助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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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6日讯 为助推我省企
业复工复产， 省公安厅人口与出入
境管理局近日推出企业用工人员居
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办理服务。据
了解，服务对象主要针对：户籍在湖
南，居民身份证到期、遗失、损坏，需
换领、 补领居民身份证的企业用工
人员。 企业用工人员在公安服务平
台或窗口申请换领、 补领居民身份
证的，公安机关将加急受理，加急审
核，加急审批，加急制证，在10个工
作日将证件寄递到受理点或企业用
工人员指定的省内地点。

企业用工人员近5年内办理过
登记指纹信息居民身份证的， 可以
登录湖南公安服务平台， 完成实名
认证后，在平台上申请换领、补领居
民身份证， 填写寄递地址和联系电
话，并在邮寄地址的后面加上“企业
用工”的字样标识。

企业用工人员不符合网上申请
条件的， 可以到公安机关居民身份
证受理点申请补领、 换领居民身份
证。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陈翾 通讯员 湘公

湖南公安：
为企业用工人员开通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