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正值我县接受全国卫生城市复评的关键时期袁全县各部门尧单位纷纷
参与到野创卫冶活动中袁掀起人人参与的热潮遥 图为环卫工人正在对县城垃圾箱
进行擦洗遥 彭岭 摄

15.蚊子尧苍蝇尧老鼠尧蟑螂等会传
播疾病遥

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尧乙脑尧登革热
等疾病遥 搞好环境卫生袁消除蚊子孳生
地遥 蚊幼虫生活在水中袁要将环境中的
各类积水加以清理袁 无法清理的积水
可定期投放杀蚊幼剂遥 根据情况选用
纱门尧纱窗尧蚊帐尧蚊香尧杀虫剂尧驱避
剂等防蚊灭蚊用品袁防止蚊子叮咬遥

苍蝇可以传播霍乱尧痢疾尧伤寒等
消化道疾病遥 搞好环境卫生袁管理好垃
圾尧粪便尧污物袁消除苍蝇孳生地遥 不乱
丢垃圾袁生活垃圾袋装化遥 不随地大小
便袁处理好宠物的粪便遥 安装纱门尧纱
窗尧防蝇门帘等防蝇设施袁切断苍蝇侵
入途径遥 保管好食物袁防止苍蝇叮爬遥
灭蝇措施可优先使用苍蝇拍尧灭蝇灯尧
粘蝇纸渊带尧绳冤等物理方法遥

老鼠可以传播鼠疫尧 流行性出血
热尧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疾病遥 搞好环
境卫生袁减少老鼠的藏身之地遥 安装防
鼠门尧防鼠网尧封堵孔洞等遥 保管好食
物袁减少老鼠对事物的污染遥 杀灭老鼠
可以用鼠夹尧 鼠笼尧 粘鼠板等捕鼠工
具袁 还可以使用安全尧 高效的灭鼠药
物遥 要注意灭鼠药的保管和使用方法袁
防止人畜中毒遥

蟑螂可以携带痢疾尧 伤寒等多种
病原菌袁 其排泄物与尸体中的蛋白可
诱发人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遥 蟑螂多
生活在温暖尧 潮湿尧 食物丰富的环境
中袁保持室内干燥尧清洁袁可以减少蟑
螂的孳生遥 要将食物密闭存放袁餐具用
热水冲洗干净袁炉灶保持清洁袁及时清
理餐厨垃圾遥 可以使用杀蟑毒饵等药
物或粘蟑纸杀灭蟑螂遥

16.发现病死禽畜要报告袁不加工尧
不食用病死禽畜袁不食用野生动物遥

许多疾病可以通过动物传播袁如
鼠疫尧狂犬病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尧高
致病性禽流感尧包虫病尧绦虫病和囊虫
病尧血吸虫病等遥 预防动物源性疾病传
播袁要做到院接触禽畜后要洗手曰不与
病畜尧病禽接触曰不加工尧不食用病死
禽畜曰不加工尧不食用未经卫生检疫合
格的禽畜肉曰不吃生的或未煮熟尧煮透
的禽畜肉曰不食用野生动物遥

发现病死禽畜要及时向畜牧部门
报告袁 并按照畜牧部门的要求妥善处
理病死禽畜遥

17.关注血压变化袁控制高血压危
险因素袁 高血压患者要学会自我健康
管理遥

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袁非
同日 3 次测量收缩压逸140mmHg 和
渊或冤舒张压逸90mmHg袁可诊断为高血
压遥 患者有高血压病史袁目前正在服用
抗高血压药物 袁 血压虽低于 140/
90mmHg袁仍诊断为高血压遥

超重或肥胖尧高盐饮食尧吸烟尧长
期饮酒尧长期精神紧张尧体力活动不足
者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遥

高血压患者应遵医嘱服药袁 定期
测量血压和复查遥 高血压高危人群及
高血压患者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
式袁 食盐摄入量不应超过 6克/日袁应
多吃水果和蔬菜袁减少油脂摄入袁做到
合理膳食尧控制体重尧戒烟限酒尧适量
运动尧减轻精神压力尧保持心理平衡遥

普通高血压患者的血压 渊收缩压
和舒张压 冤 均应严格控制在 140/
90mmHg 以下曰糖尿病尧慢性肾病尧稳
定性冠心病尧 脑卒中后患者的血压控
制更宜个体化袁 一般可以降至 130/
80mmHg 以下曰 老年人收缩压降至
150mmHg以下遥 如能耐受袁以上全部
患者的血压水平还可以进一步降低遥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的要求袁乡镇卫生院渊村卫生室冤尧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渊站冤为辖区居民提供高
血压管理服务遥 血压正常者应至少每
年测量 1次血压袁 高危人群至少每 6
个月测量 1次血压袁 并接受医务人员
的健康指导遥 高血压患者每年至少接
受 4次面对面随访袁 并在社区医生的
指导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遥

高血压患者应掌握家庭自测血压
方法袁做好血压自我监测遥

18援关注血糖变化袁控制糖尿病危
险因素袁 糖尿病患者应当加强自我健
康管理遥

出现糖尿病症状加上随机血糖逸
11.1mmol/L袁或空腹血糖逸7.0mmol/L
或糖负荷 2 小时血糖逸11.1mmol/L袁
可诊断为糖尿病遥 空腹血糖渊FBG冤在
6.1mmol/L臆FBG约7.0mmol/L 或糖负
荷 2小时血糖渊2hPG冤在 7.8mmol/L臆
2hPG约11.1mmol/L 为糖调节受损 ,也
称糖尿病前期, 是糖尿病的极高危人
群遥

具备以下因素之一袁 即为糖尿病
高危人群院处于糖尿病前期尧超重与肥
胖尧高血压尧血脂异常尧糖尿病家族史尧
妊娠糖尿病史尧 巨大儿 (出生体重逸
4kg)生育史遥

糖尿病患者应全面了解糖尿病知
识袁 遵医嘱用药袁 定期监测血糖和血
脂袁控制饮食袁适量运动袁不吸烟袁不喝
酒袁加强自我健康管理袁预防和减少并
发症遥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的要求袁乡镇卫生院渊村卫生室冤尧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渊站冤为辖区居民提供糖
尿病管理服务遥 对 2型糖尿病高危人
群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健康指
导袁 建议其每年至少测量 1次空腹血
糖曰对确诊的 2型糖尿病患者袁每年提
供 4次免费空腹血糖检测袁至少进行 4
次面对面随访遥

19.积极参加癌症筛查袁及早发现
癌症和癌前病变遥

癌症筛查和早期检测是发现癌症
和癌前病变的重要途径袁 有利于癌症
的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袁 应积极参加
癌症定期检查遥 成年女性应定期参加
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袁 还应进行乳腺
自我检查遥 国家为部分地区农村妇女
提供免费的宫颈癌尧乳腺癌检查遥 国家
在部分农村高发地区和城市地区开展
肺癌尧上消化道癌尧大肠癌尧结肠癌尧直
肠癌尧肝癌尧鼻咽癌等癌症筛查和早诊
早治工作遥

采取健康生活方式可以预防多种
癌症的发生遥 如戒烟可降低患肺癌的
风险曰 合理饮食可减少结肠癌尧 乳腺
癌尧食管癌尧肝癌和胃癌的发生曰预防
和治疗人乳头瘤病毒袁 可减少宫颈癌
的发生遥

早发现尧早诊断尧早治疗是提高癌
症治疗效果的关键遥 重视癌症的早期
征兆袁出现异常情况及时就医遥

20.每个人都可能出现抑郁和焦虑
情绪袁正确认识抑郁症和焦虑症遥

情绪是人类对认知对象的一种内
心感受或态度袁是人们对学习尧工作尧
生活环境以及他人行为的一种情感体
验遥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遥积
极情绪又称正面情绪袁主要表现为爱尧
愉悦尧满足尧自豪等袁使人感到有信心尧
有希望尧充满活力曰消极情绪又称负面
情绪袁主要表现为忧愁尧悲伤尧痛苦尧恐
惧尧紧张尧焦虑等袁过度的消极情绪会
对人的身心造成不良影响袁 严重时可
能发展为抑郁症和焦虑症等遥

抑郁症和焦虑症是两种常见的精
神障碍遥 出现心情压抑尧愉悦感缺乏尧
兴趣丧失袁伴有精力下降尧食欲下降尧
睡眠障碍尧自我评价下降尧对未来感到
悲观失望等表现袁甚至有自伤尧自杀的
念头或行为袁持续存在 2周以上袁就有
可能患了抑郁症遥 突然或经常莫名其
妙地感到紧张尧害怕尧恐惧袁常伴有明
显的心慌尧出汗尧头晕尧口干尧呼吸急促

等躯体症状袁 严重时有濒死感尧 失控
感袁如经常频繁发生袁就有可能患了焦
虑症遥

一过性的或短期的抑郁和焦虑情
绪袁 可通过自我调适或心理咨询予以
缓解和消除袁不用过分担心遥 如果怀疑
自己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袁 不要有病
耻感袁要尽早主动就医袁及时尧规范治
疗遥 不要歧视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遥

21.关爱老年人袁预防老年人跌倒袁
识别老年期痴呆遥

关爱老年人袁 尊重老年人的思维
方式和自主选择袁 力所能及地为老年
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袁 支持和鼓励
老年人树立新的社会价值自信和家庭
价值自信遥

跌倒是造成 65 岁及以上人群伤
害致死的第一位原因袁 老年人需要增
强防跌倒意识遥 家居环境中尽可能减
少障碍物曰改善家中照明袁保证照明亮
度曰地面要防滑袁并保持干燥曰在马桶
旁尧浴缸旁安装扶手曰淋浴室地板上应
放置防滑橡胶垫遥 老年人要选择适合
自己的体育锻炼方式袁坚持锻炼袁增强
自身抗跌倒能力和平衡能力遥

老年期痴呆是老年期常见的一组
慢性进行性精神衰退性疾病袁 表现为
记忆力尧计算力尧判断力尧注意力尧抽象
思维能力尧语言功能减退袁情感和行为
障碍袁独立生活和工作能力丧失遥 老年
期痴呆是不可逆转的进行性病变袁应
该由精神科或神经科医生诊治袁 需要
给予充分关爱和特殊护理遥

22援选择安全尧高效的避孕措施袁减
少人工流产袁关爱妇女生殖健康遥

育龄男女如果短期内没有生育意
愿袁可选择口服避孕药尧避孕套避孕曰
已婚已育夫妇提倡使用宫内节育器尧
皮下埋植等长效高效避孕方法袁 无继
续生育意愿者袁 可采取绝育术等永久
避孕措施遥 安全期避孕和体外排精等
方法避孕效果不可靠袁 不建议作为常
规避孕方法遥

一旦避孕失败或发生无保护性行
为袁应该采取紧急避孕措施遥 紧急避孕
不能替代常规避孕袁 一般一个月经周
期使用一次袁多次使用避孕效果降低袁
还会增加药物反应遥

发生意外妊娠袁需要人工流产时袁
应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遥 自行堕胎尧非
法人工流产会造成严重并发症甚至威
及生命遥

减少人工流产袁 维护女性生殖健
康袁需要男女共担责任遥 反复的人工流
产会增加生殖道感染尧大出血的风险袁
甚至发生宫腔粘连尧 继发不孕等疾病
或不良结局袁严重影响妇女健康遥 男性
作为性伴侣袁在计划生育尧避免意外妊
娠中应承担更多的责任遥 杜绝违背妇
女意愿的性行为袁 尊重和维护女性在
生殖健康方面的权益遥

23.保健食品不是药品袁正确选用
保健食品遥

保健食品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
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尧 矿物质为目的
的食品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袁具有
调节机体功能袁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袁
并且在规定剂量之内袁 对人体不产生
任何急性尧 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
品遥 保健食品可补充膳食摄入不足或
调节身体机能袁 健康人群如果能够坚
持平衡膳食袁 不建议额外食用保健食
品遥

我国对保健食品实行注册审评制
度,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审
查合格的保健食品发给 叶保健食品批
准证书曳袁获得叶保健食品批准证书曳的
食品准许使用保健食品标志 渊见下
图冤遥 保健食品标签和说明书必须符合
国家有关标准尧法规尧标准的要求遥 消
费者可根据自身需要袁 正确选择国家

主管部门正式批准和正规厂家生产的
合格保健食品袁但不能代替药品遥

24.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
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袁 遵守操作规
程袁注意个人防护袁避免职业伤害遥

劳动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袁 但有
些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有害因
素袁会对健康产生影响袁甚至可能造成
疾病遥 常见的有害因素包括有毒有害
的化学物质袁如粉尘尧铅尧苯尧汞等曰有
害的物理因素袁如噪声尧振动尧高低气
压尧电离辐射等曰有害的生物因素袁如
布氏杆菌尧 炭疽杆菌尧 森林脑炎病毒
等遥 劳动者过量暴露于上述有害因素袁
会对健康造成损害袁 严重时会引起职
业病袁如矽肺尧煤工尘肺尧铅中毒尧苯中
毒等遥 工作中过量接触放射性物质则
会引起放射病遥

劳动者必须具有自我保护意识尧
掌握自我防护知识和技能袁 要主动了
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可能存在的
职业危害因素袁积极采取防护措施袁避
免职业损害遥 劳动者必须严格遵守各
项劳动操作规程袁树立安全意识袁掌握
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袁 在工
作期间全程尧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袁例如
防护帽或者防护服尧防护手套尧防护眼
镜尧防护口渊面冤罩尧防护耳罩渊塞冤尧呼
吸防护器和皮肤防护用品等遥 要熟悉
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袁 掌握安全急救
知识遥 一旦发生事故袁能够正确应对袁
正确逃生尧自救和互救遥

长期接触职业有害因素袁 必须定
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遥 如果被诊断得
了职业病袁必须及时治疗袁避免与工作
环境继续接触袁必要时调换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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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袁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工作袁深入贯彻县党代会尧人代会精
神袁紧紧围绕县委尧县政府野聚焦项目
强县尧聚力开放创新冶决策部署袁坚持
高质量发展要求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袁全面履行部门工作职责袁坚
持民生为本尧人才优先袁进一步促进就
业创业袁 完善社保体系袁 创新推进手
段袁改革经办服务袁强化基金监管袁深
化作风建设袁提高服务水平袁全年工作
实现良好开局遥日前袁县人社局副局长
陈琪就相关话题接受公众提问遥

问院就业是民生之本袁创业是财富
之源袁 人社部门作为服务就业创业的
重要职能部门袁有什么重点工作安排钥

答院2019 年袁 我们积极贯彻实施
就业优先战略袁 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
政策袁 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遥 大力

实施创业富民民生实事工程袁 重点实
现野十百千万冶的工作目标遥 野十冶院十
名创业精英袁实施精英培育计划袁全年
重点扶持尧 培植十名创业精英曰野百冶院
百名创业典型袁优化创业氛围袁推动政
策落地袁 全县各类创业主体选树百名
典型曰野千冶院千人培训袁大力开展创业
培训与技能培训袁 年内培育千名创业
者与技能人才曰野万冶院万人就业袁深入
实施返乡就业创业袁 促进人力资源供
需精准灵活对接袁推动创业带动就业袁
年内实现万人就业遥

问院今年元旦春节以来袁人社部门
红红火火开展了多次招聘活动袁 取得
了怎样的成果钥

答院从 2018年 12月下旬袁我县全
面启动实施了野乐业小城 创响鹤乡冶
新春返乡就业创业促进行动袁 精心筹
划出台了叶射阳县 2019 年野乐业小城
创响鹤乡冶 新春返乡就业创业促进行
动方案曳袁在元旦尧春节尧三八等节假日
集中举办大型招聘及创业宣传推介活
动袁 目前已开展大规模的城乡联动招
聘 31场次袁 总计进场单位 156家袁提
供岗位 5000 多个袁 进场总人数近万
人袁帮助企业招工引才 4320人遥 累计
举办各类返乡创业服务活动 126 场
次袁悬挂张贴返乡就业宣传标语 2000
多条袁宣传返乡就业创业典型 30多人
次袁 形成较为浓厚的返乡就业创业氛
围遥

问院 人社部门今年的就业服务工
作创新亮点是什么钥

答院今年以来袁我们除了重抓常规
集中大型招聘活动成效外袁 积极推进
就业服务的信息化尧便民化遥在县人社
服务大厅开设野天天招聘冶集市袁为重
点缺工企业开设常态化的宣传招聘展
位袁 帮助企业招工引才遥 进一步完善
野射阳 e 就业冶网络招聘平台袁充分发
挥野e 就业冶掌上智能服务平台作用袁
帮助求职者尧招聘企业尧和就业服务部
门三方突破时空限制袁实现掌上求职尧
掌上招聘尧全县统一管理袁降低招聘尧
求职和服务成本遥不断完善平台功能袁
并在全县大力推广应用遥 求职人员可
以免费在 e就业平台上搜索合适的职
位袁了解招聘会信息袁查看就业创业政
策遥并可像使用微信一样与企业交流袁
远程面试求职袁签订合同遥在开展现场
招聘会的同时袁 我县利用 e就业智能
服务平台的全县视频招聘会功能袁同
步开展线上招聘遥 群众和企业求职招
聘更加便捷遥

问院在服务用工的同时袁对于人才
招引袁人社部门开展了哪些工作钥

答院实施新一轮野515 人才引进计
划冶袁结合县情制定野515鹤乡英才冶计
划袁目前已在兰州理工大学尧江苏农牧
科技职业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分别
建立了野515冶引才工作服务站袁签署了
校地合作战略协议袁 并举行了校地合
作授牌仪式袁 近期正在向上海等地拓
展袁进一步拓宽引才渠道袁为我县招才
引匠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遥今年以来袁
我们组织了县内部分有人才招引需求
的企事业单位分别赴南京尧上海尧哈尔
滨尧蚌埠等地开展人才招引活动袁招引
各类人才共计 86名遥

问院对于招引的人才袁具体可以享
受哪些补助钥

答院目前袁人社部门招引服务的人
才袁经过申请认定袁为符合条件的大学
生发放野三星级人才绿卡冶袁为符合条
件的专门人才发放 野四星级人才绿
卡冶遥

其中三星级人才可享受以下补
助院

1尧购房补贴袁在县内购买新建普
通商品住宅的袁政府给予购房总价 5%
的补贴遥

2尧租房补贴袁到企业就业或自主
创业的大学生袁可享受租房补贴袁博士
研究生尧硕士研究生尧本科生每月补助
标准分别为 1000元尧800元尧500元遥

到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博士研究
生尧硕士研究生和野985 工程冶高校尧
野211 工程冶 高校尧野2011 计划牵头高
校冶本科生袁享受 3年内每月 500元的
租房补助遥
3尧紧缺专业专项生活补贴袁到企业就
业的紧缺专业博士研究生尧 硕士研究
生和 野985工程冶 高校尧野211工程冶高
校尧野2011计划牵头高校冶本科生袁3年
内每月分别给予 3000 元尧2000 元尧
1500元的专项生活补贴遥

到企业就业的其他普通高校紧缺
专业本科毕业生 渊不含独立学院和民
办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冤袁3 年内每月给
予 500元的生活补贴遥

4尧探亲交通补贴袁非射阳籍大学
生每年享受 1000元探亲交通补贴遥

四星级人才的具体补助标准以及
野三星级人才绿卡冶尧野四星级人才绿
卡冶的申请手续袁限于时间关系袁我在
这里就不一一赘述袁 感兴趣或者希望
进一步了解的袁 可以到我们人社服务
大厅窗口咨询袁 或者到盐城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查询遥
问院 除了引进的人才可以享受补

助袁 对引才单位可以享受哪些优惠政
策钥

答院一尧企业社保补助袁引进全日
制本科及以上大学生的企业袁 为该生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缴费每满 6 个月袁
给予企业为该生缴费部分 40%的补
助遥

二尧 新认定为市级大学生见习基
地的企业奖励袁 被新认定为我县大学
生见习基地的企业袁 一次性给予 3万
元的奖励遥

三尧 大学生按省规定到企业见习
的基本生活补助袁 大学生按省规定到
企业见习的袁 见习期间发放不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 60%的基本生活补
助遥

问院除了对外招引人才袁对于本土
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袁 人社部门具体有
什么推进措施钥

答院 我们着力开展本土高技能人
才培养遥今年来袁我们多次召集相关企
业单位共同研究高技能人才培养事
宜袁 进一步加大技能人才培养激励政
策的宣传力度袁 推广重点群体免费职
业技能培训袁完善相关激励政策袁并及
时发放各类职业培训补助袁 积极推进
企业内部评价工作遥创新培养方式袁鼓
励企业培养人才尧技术革新袁提高职工
技能水平袁 加快企业高技能人才的集
聚和培养袁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和长
远可持续发展遥

问院关于职业培训补助袁具体补贴
对象和补贴标准是怎样的钥

答院我县在 2018年出台了两份有
关职业培训补助的文件遥 补助的对象
和范围相比以往更为广泛院 补贴的对
象包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尧 农村转移
就业劳动者等野五类人员冶尧各类公民
办职业培训机构和企业曰 补贴的范围
包括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尧 创业培训补
贴尧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尧校企合作培训
项目补贴尧 政府购买培训服务补贴等
11种类型遥 补助的标准相比以往有较
大程度的提高院 参加培训获得职业资
格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的袁 专项职业
能力证书补助 300元每人袁 初级工补
助 600元每人尧中级工补助 1000元每
人尧高级工补助 2000 元每人尧技师补
助 3000 元每人尧 高级技师补助 4000
元每人遥补贴的程序更为便民院对重点
群体参加培训的袁 可由培训机构先行
垫付培训费用袁代为申请培训补贴袁减

少了费用支出和申领的程序袁 调动了
群众和培训机构双方参加和开展培训
的积极性遥

问院 当前全县正在大力优化营商
环境袁服务高质量发展袁人社部门在这
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钥

答院 一是狠抓作风建设遥 今年以
来袁 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全县作风建设
大会精神袁 采取扎实措施进一步巩固
去年以来人社系统行风建设 野万人民
意大调查冶活动成果袁着力根除人社服
务中存在的痛点尧难点尧堵点问题袁推
动人社服务持续优化遥

二是优化服务环境遥 在 2018 年
度袁我们建成了 1200平方米的全功能
服务大厅袁设立 37 个服务窗口袁配有
50多名工作人员袁日可接待服务对象
1000 多人次袁 增设网上服务大厅尧自
助一体机尧智能终端 APP等智能化服
务平台袁提供一条龙尧全天候尧无障碍
的自助服务袁 彻底解决办事群众排长
队尧久排队问题遥 同时袁还增设了自助
茶水尧休息等候区尧自助售货机等便民
服务设施袁 为办事群众提供全方位的
服务遥

三是进一步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工
作袁 我们对各项社保经办业务进行了
认真梳理袁 进一步优化了业务经办流
程袁精简申报尧证明材料袁大力推进野一
窗受理尧综合经办冶遥 开发人社协同服
务平台袁着力将社保服务向互联网尧移
动通信端尧自助终端等延伸袁重点推进
社会保险参保登记尧基数申报尧个人缴
费尧关系转移尧资格认证尧社保查询等
业务实行网上办理袁依托野一号一窗一
网一卡冶 形成社保 野互联网+政务服
务冶 新格局袁 实现线上线下服务一体
化遥

四是实施构建社会保障服务网络
民生实事工程袁 加强镇区人社服务中
心功能建设袁 推动社保经办业务进一
步下沉到基层袁 打通服务惠民最后一
公里袁让群众和参保单位办事少跑腿遥

问院 人社部门在就业创业方面开
展了大量的工作袁 那关于社会保障有
什么优惠政策吗钥

答院近年来袁我们严格执行阶段性
降低社会保险费费率政策袁 累计为企
业降低用人成本约 1.03亿元遥 今年 4
月初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叶降低社会保
险费率综合方案曳袁 明确自 2019 年 5
月 1日起袁 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单位缴费比例袁 目前单位缴费比例
高于 16%的省份可降至 16%遥 如我省

企业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目前的
19%降至 16%袁 预计今年全县参保企
业将减少税费支出约 3000余万元袁有
助于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支出袁 促进
企业生产经营遥同时袁我们还积极实施
援企稳岗野护航行动冶袁对不裁员的参
保企业实施稳岗补贴袁 帮助企业稳定
生产经营和员工队伍遥

问院对临近退休尧因经济困难无力
续保缴费的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袁
我县有什么惠民政策吗钥

答院目前袁我县对距法定退休年龄
不足 5年袁 因经济困难无力续缴企业
养老保险费的参保人员袁 符合以下条
件的袁实施野爱心助保冶政策院一是享受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曰 二是夫妻双
方均下岗失业人员曰 三是单亲家庭下
岗失业人员曰四是野4050冶人员曰五是有
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的特困人员或残
疾人员曰六是因病尧因伤尧因灾致贫袁无
力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个体经
济从业人员及灵活就业人员遥 符合助
保条件的参保人员袁 本人到所在社区
人社服务站填写 叶爱心助保申请表曳袁
提交身份证尧 社会保障卡尧叶养老保险
手册曳及困难家庭证明材料等资料袁经
社区初审公示尧镇渊区冤人社服务中心
复核尧县社保中心审核并签订协议袁即
可获得金额不超过 2万尧 时长不超过
5年的无息助保借款袁 为助保对象及
时续保缴费袁 使他们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后能够按月领取养老金袁 实现老有
所养遥助保借款在受助人退休后袁由社
保中心每月按不超过 30%的标准从受
助人养老金总额中直接划扣袁 直至还
清借款为止曰受助人在经济好转时袁也
可以提前还款或一次性还款遥

问院往年 4 到 6 月份袁是企业退
休人员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时间袁
今年有什么具体规定袁该如何办理钥

答院我县从 2018年已取消领取社
会保险待遇资格集中认证袁 构建以信
息比对为主袁 退休人员社会化服务与
远程认证服务相结合的认证服务模
式袁 积极推进异地居住人员远程自助
认证工作袁大力推广老来网冶手机 APP
认证袁 企业离退休人员可以下载并安
装野老来网冶手机 APP认证软件袁根据
提示就可以足不出户完成资格认证遥
对不会操作的袁可就近到县城各社区尧
各镇区人社服务中心通过人脸识别系
统进行认证遥年龄较大尧身体不好的老
同志袁 也可联系社保经办部门工作人
员上门服务遥

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民生为本人才优先
要要要 县人社局副局长陈琪就相关话题接受公众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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