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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新规

·热搜排行榜·
★大妈们公厕外排队疯狂抽厕纸 最多一位抽了一百多张
5月13日，重庆。有网友发视频称，一公厕外大妈们排队疯狂

抽厕纸，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几分钟，有一位大妈抽了一百多张。

★芬兰总统与普京就加入北约一事交谈
当地时间5月14日，芬兰总统尼尼托斯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进行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彻底改变了芬
兰的安全环境，芬兰将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决定申请加入北约。

★突发！“全球第二大小麦出口国”印度突然禁止小麦出口，即
刻生效。

★尤伯杯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2比3不敌韩国，遗憾屈居亚
军，韩国时隔12年再夺尤杯冠军。

★5月12日晚上9时许，西安市未央区北三环附近的惠西村，
一名3岁男孩掉入下水道被冲走，截止至5月15日5点，搜救仍下
落不明。

根据全国、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电信网络诈骗等专项行动及常态
化扫黑除恶斗争统一部署，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
定、人民安宁，决定面向广大群众征集线索，现将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线索征集范围
▲养老诈骗违法犯罪方面
（一）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诱骗老年人以“办

卡”“充值”“投资”等形式预交高额费用，以及其他养老
服务领域涉诈问题；（二）商品住房销售中以“老年社
区”“老年公寓”“养老山庄”等“以房养老”名义进行虚
假宣传、诱骗老年人购买等涉诈问题；（三）养老机构内
设的无资质医疗机构、无行医资质人员擅自开展诊疗
活动等涉诈问题；（四）以涉老“食品”“保健品”名义进
行虚假宣传、制售伪劣商品等涉诈问题；（五）打着投资

“养老项目”等旗号，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其他投资回
报等方式向不特定的对象吸收资金，诱骗公众特别是
老年人“投资”“理财”等涉诈问题；（六）以代办“养老保
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实施的严重侵害老年人合
法权益的诈骗违法犯罪问题。

▲拐卖妇女儿童违法犯罪方面
（一）拐卖、拐骗、绑架、贩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二）

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三）伪造、变造出生证明的行
为；（四）收养被拐卖或者来历不明妇女儿童的行为；
（五）组织智力障碍、精神疾病、聋哑残疾等妇女儿童乞
讨的犯罪行为；（六）其他相关涉拐的行为。（请失踪被
拐妇女儿童的父母子女和疑似失踪被拐人员主动到当
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 DNA 样本并补充完善相关信
息。）

▲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方面
（一）非法前往、滞留缅北地区、金三角地区、阿联

酋等地，或者煽动、拉拢、串联、诱使他人前往上述地
区，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行为；（二）从事电诈“黑灰产”
链条犯罪，非法买卖、出租、出借银行卡和电话卡，非法
获取、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为诈骗人员提供通讯设备、
技术维护等违法犯罪行为；（三）窝藏、包庇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人员，帮助毁灭、伪造证据以及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及其收益等违法犯罪行为。
▲重点行业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方面
（一）教育行业领域：利用在校学生、未成年人实

施犯罪，校园暴力欺凌、网络借贷平台诱骗学生“校
园贷”“裸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二）医疗行业领域：
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通
过虚假宣传、以体检等名目诱导、骗取参保人员住
院、串换药品、器械、诊疗项目等方式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三）金融放贷行业领域：扰乱
金融市场秩序、非法高利转贷、“套路贷”、非法催收
等违法犯罪行为；（四）市场流通行业领域：垄断经
营、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行为；（五）围标串标：挂靠
或借用资质投标、以暴力手段胁迫其他潜在投标人
放弃投标，以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胁迫中标人放弃
中标、转让中标项目等围标串标、扰乱市场秩序违法
犯罪行为；（六）依法打击非法采矿、非法采砂、“矿
霸”“砂霸”，以采代探、无证越界采矿和破坏性采矿
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线索举报方式
电话举报：拨打110或0797-2535112。
电子邮件举报：市反诈联席办邮箱：rjfzlxb@163.

com；市扫黑办邮箱：rjsshceb@163.com。
直接举报：直接到各乡镇派出所或市扫黑办（公务

大楼724室）举报。
对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相关部门将根据有关

规定对举报人予以奖励。举报受理单位、办案单位将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工作纪律和保密制度，确定专
人受理群众举报，对举报人信息、举报内容等情况严格
保密。凡泄露举报人信息、举报内容等相关情况或打
击报复举报人的，将依法从严追究责任。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敦促参与以上违法犯罪人
员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瑞金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
2022年5月

关于征集养老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电信网络诈骗等
违法犯罪线索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通告

今年一季度，我国就业形势总体
保持基本稳定，但也面临着不少困难
和挑战，稳就业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日前，人社部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失业保险
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主要包含哪些政策？将
给企业带来哪些利好？12日，国新办
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邀请人社部副
部长俞家栋等介绍相关情况，并回应
社会关切。

降费率政策将减轻企业负担约
1600亿元

《通知》的亮点之一，是提出实施
降费率和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

降费率，即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1年，执
行期限至2023年4月30日。

“此项政策是一项普惠性政策，
不分行业不分企业类型，受惠面广、
连续性强，将在稳企业、稳就业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国家税务总局社会
保险费司司长郑文敏说，延续实施这
项政策1年将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约1600亿元。

缓缴费即对特困行业阶段性实
施缓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
险费政策。郑文敏介绍，这项政策有
4个特点：

定向实施。政策适用范围为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零售、旅游、民
航和公路水路铁路运输5个行业的所
有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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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较长。养老保险可缓缴所
属期为 2022年 4至 6月的费款，最迟
在 2022年底前补缴到位；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可缓缴所属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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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顾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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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愿延缓至2023年底
前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办理简便。相关部门应本着方
便、快捷、不增加企业事务性负担的
原则，对企业提出的缓缴申请进行审
核，现有信息无法满足划分行业类型
需要的，可实行告知承诺制，由企业
出具所属行业类型的书面承诺，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超30亿元稳岗资金已直达企业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是预防失业
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对企业承担稳定
就业岗位社会责任的一种激励。

此次《通知》明确，将继续实施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俞家栋介绍，
充分考虑环境变化和形势需要，此次
对稳岗返还政策做了两方面的优化。

第一，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允

许基金备付期限一年以上的统筹地
区，将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由 60%
最高提到 90%，同时畅通资金返还
渠道；第二，推广“免申即享”模式，
努力实现企业“免跑腿、免申请、免
填表”。

“目前，大部分地方已经完成了
数据比对工作，很多省份已经完成了
首轮发放，超过30亿元的稳岗资金已
经直达企业。”俞家栋说。

此外，《通知》提出，将发放一次
性留工培训补助。人社部失业保险
司司长桂桢介绍，地市或者区县本年
度内累计出现 1 个以上中高风险地
区，即可启动此项政策。政策受益对
象为受疫情严重影响暂时无法正常
生产经营的中小微企业。社会团体、
社会服务机构、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
体工商户等6类市场主体可以参照实
施。

逐步将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至
最低工资标准的90%

失业保险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
是为参保的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
待遇。

常规性保生活政策主要有 3项：
对参保满一年且非因本人意愿中断
就业的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
对领金期满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一年的大龄失业人员，继续发放失业
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对参保满一

年的失业农民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
助。

阶段性扩围政策有两项：对领取
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
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
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对参
保不满一年的失业农民工，发放临时
生活补助。

“今年，保障力度不减。”桂桢说，
《通知》明确规定，阶段性扩围政策再
延续实施一年。同时，持续做好失业
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
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等常规性保
生活待遇发放工作，并逐步将失业保
险金标准提高至最低工资标准的
90%。

此外，目前失业保险基金具备一
定规模的累计结余，总体运行平稳，
具备应对规模性失业风险的能力。
接下来，将加强基金运行监测，加快
基金省级统筹，加大基金监管力度，
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救急钱”。

“本次出台的一揽子政策预计释
放政策红利4500亿元，将进一步为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助力‘六稳’

‘六保’，特别是稳就业、保民生，作出
积极贡献。”俞家栋说。 李心萍

5 月 14 日 6 时 52 分，编号为 B—
001J 的 C919 大飞机从上海浦东机场
起飞，于9时54分安全降落，标志着中
国商飞公司即将交付用户的首架
C919 大飞机首次飞行试验圆满完
成。在飞行中，试飞员与试飞工程师
协调配合，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飞
机状态及性能良好。

自 2019 年起，6 架 C919 在上海、
阎良、东营、南昌等地进行飞行试验，
开展了一系列地面试验和飞行试验。
2020 年 11 月，C919 获型号检查核准
书（TIA），全面进入局方审定试飞阶
段。目前，C919大飞机试飞取证和交
付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余建斌 沈文敏

也门政府官员透露，也门政府将
允许胡塞武装控制区居民持胡塞武
装发行的护照旅行。这为也门首都
萨那复飞商业航班扫除一项障碍。

受战事影响，萨那国际机场2016
年8月起停飞商业航班至今。根据也
门冲突方最新达成的停火协议，商业
航班可以在停火期间重新进出萨那
国际机场。

据法新社13日报道，停火协议下
的首趟商业航班原定 4 月 24 日从萨
那飞往约旦首都安曼，但因相关方未

能就旅行证件达成一致而作罢。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也门政府

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也门政府已经
同意，在停火期间允许也门人使用胡
塞武装颁发的护照，经由萨那机场旅
行，但政府“不对（胡塞武装发行文
件）包含的任何数据负责”。

也门驻美国大使馆经由社交媒
体证实，也门政府已经接受“联合国
提议，允许使用（胡塞武装）文件作为
临时依据，且仅限于停火期间”。

也门最新停火协议 4 月 2 日晚

起生效，为期两个月。除解禁商业
航班，各方还同意在停火期间停止
所有境内和跨境进攻性军事行动，
允许燃料船进入红海港口荷台达。
如各方同意，停火协议到期后可以
延长。

目前，暂时不清楚首趟商业航班
将于何时从萨那起飞。

2014 年 9 月，胡塞武装夺取萨
那，后又占领也门南部地区，导致总
统哈迪长期流亡海外。2015年 3月，
沙特牵头成立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局

势，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打击。长年
战乱令也门成为全球人道主义危机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大量民众流离失
所。

按挪威难民事务委员会的说法，
萨那机场商业航班停飞导致数以万
计病患无法出国寻求治疗。这一机
构也门办事处负责人埃林·哈钦森
说，也门冲突方找到恢复萨那机场商
业航班的解决办法“令人鼓舞”，“希
望它会真正促成定期商业航班（实
现）”。 刘秀玲

实施一系列阶段性、组合式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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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六年
也门首都有望复飞商业航班

即将交付的首架C919大飞机
首飞试验成功

图为5月14日，C919大飞机在进行飞行试验。 徐炳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