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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孙栋 范洪艳

近日，省政府下发《关于做好
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等工作的
通知》，贯彻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
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切实减轻
企业负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通知》明确，2020年2月至6
月，免征中小微企业5个月的基
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
险单位缴费部分；2020年2月至4
月，减半征收3个月的大型企业
等其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
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分。以单位
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中
小微企业享受减免政策。受疫情
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
业，可按规定申请缓缴社会保险
费，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
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一下子为企业节省了100多
万！”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防护
事业部管理总监张霞说，这项政
策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关于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划分认定，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相关规定，统计部门负责提
供大型企业名单，银保监管机构
负责提供金融企业大中小微企业
分类名单，民政部门负责提供民
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类
社会组织名单。相关部门加强信
息共享，不增加企业事务性负担。

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期间，
企业要按规定履行代扣代缴职工
个人缴费部分的义务，按时足额缴
纳个人费用。经办机构要切实做好
职工个人权益记录工作，确保不因
减免单位缴费影响职工个人待遇。
自2020年4月起，将全省企业离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发放时间统一
为每月20日至25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
关负责人介绍，我省此次阶段性
减免社会保险费预计为企业减轻
负担约473亿元。

据了解，2月18日，国务院作出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决定
后，2月19日起，我省范围内已全部
暂停征收企业社会保险费。

2020年2月企业已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经社保经办机构与企业协
商，多缴费部分可退回企业，也可
用于冲抵后期应缴纳的社保费。

本报济南3月24日讯（记者
张玉岩） 3月25日上午9点，“企
业战疫公开课”正式开讲啦。山东
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董
彦岭教授做客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直播间，与全省中小企业分享

“疫情冲击下的中小企业融资”。
这也是“企业战疫公开课”的首
秀。

为切实帮助企业解难题、渡
难关，更好地服务企业、服务项
目，夺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
胜利”，目前已有31个省派“四进”
工作组共同发起主办“企业战疫
公开课”公益网课活动。公开课邀
请省内知名专家直播授课，每周

一期，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
董彦岭教授是南开大学金融

学博士。现任山东财经大学区域
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校学术委
员会委员，山东区域经济学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山东省新旧动能
转换引导基金投资咨询专家。主
要从事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和中
小企业融资领域的研究。

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面临
融资、技改、开拓新市场、转战线
上销售等诸多新的挑战。其中，对
中小企业影响最大的就是现金流
的断裂。企业未来如何解决融资
问题，已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

实际上，疫情暴发不久，我省
便有关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的文件出台。2月4日，山东省发布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
持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

董彦岭教授接受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采访时表示，各级
政府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
发展制定诸多政策，起到关键作
用。企业自身也应学会“自救”。本
期公开课，董彦岭教授将从疫情
冲击对中小企业资金链带来的严
峻考验展开，分析中小企业融资
的特点和渠道，为纾解中小企业

融资问题出谋划策。
4月1日、4月8日，还将有两场

“企业战疫公开课”活动，届时由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高福一讲授“山东加快高
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和对策”，山
东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高级经
济师王文平讲授“突破约束赢未
来——— 中小企业变革之路”。

全省企业可通过以下三种方
式观看在线直播：

1 .齐鲁壹点客户端。手机下
载“齐鲁壹点”，进入“头条”频道，
点击置顶位置轮播图“企业战疫
公开课”，即可在线观看。每场公
开课前将发布预告海报及二维

码，通过扫描以下二维码可直接
进入第一场直播课的演播厅。

2 .快手。在快手搜索“果然视
频”快手号，点击关注，可直接在
线观看。

3 .抖音。在抖音搜索“果然视
频”抖音号，点击关注，可直接在
线观看。

上午9点，“企业战疫公开课”首播
第一堂课聚焦疫情冲击下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我省将为企业减负473亿元

免征中小微企业5个月的三项社保单位缴费

点对点专车服务，屏对屏人才招聘，企对企共享员工

保障复工，补齐13 . 98万用人缺口
24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获悉，疫情期间，我省打出了一套抗疫情、保复工、助企业、惠民生的政策措施“组

合拳”，为促进复工复产作出了积极贡献。相关数据显示，我省人社系统3736名用工服务专员“一对一”为24568家企业解决
13 . 98万人用工难题，累计吸引27 . 5万劳动者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有26 . 3万人通过线上“春风行动”达成就业意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赵霖 范洪艳

专员、专网、专车
全力打通用工堵点

疫情影响下，用工短缺是制
约企业复工复产的重要因素。省
人社厅着力打造专员服务、专网
服务、专车服务、员工共享、政策
推送用工新模式，全力打通复工
复产中的用工堵点。人社部门设
立用工服务专员3736名，对接服务
企业24568家，解决用工13 .98万人。
其中，为500家疫情防护物资重点
生产企业解决用工32585人。

启动农民工“畅通行”活动，
开展“点对点”专车（专列、专厢、

专机）运输服务,保障农民工安全
畅通返岗复工。截至3月22日，已
累计开行务工人员包车12349趟
次，接送务工人员23 .83万人次。

同时，把线下的就业培训、就
业招聘、就业经验搬到线上，将过
去的“面对面”模式转变为“屏对
屏”模式，累计吸引27 . 5万劳动者
在线学技能。开展线上“春风行
动”，线上发布岗位需求142 . 2万
个，达成就业意向26 .3万人。

加强企业人力资源整合、互
通，由人社部门搭建平台，引导
员工富余企业向用工短缺企业
派遣员工，“共享”人力资源。

“减免”“缓缴”“补助”
帮企业渡难关

在企业关心的社保政策方
面，省人社厅做好“减免”“缓缴”

“补助”三篇文章，帮助中小企业
稳岗位、渡难关。制定出台阶段性
减免社保费政策，预计为企业减
免社保缴费473 . 4亿元；允许受疫
情影响的中小企业享受缓缴社保
费政策，可以申请缓缴企业养老、
失业、工伤保险费，免收滞纳金。

同时，医保部门制定出台阶
段性降低职工医保费率、缓缴职
工医保费等支持企业的政策措
施，减征职工医保基金22 . 9亿元，
缓缴职工医保费8 .06亿元，提前预
付医药机构周转金53 .38亿元。

加快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共发放13 . 42亿元，惠及
企业10 . 19万家，稳定职工队伍
460 . 15万人。对春节开工生产的

疫情防控物资企业，按每人每天
200元给予一次性用工补贴，惠
及136家企业；对2月10日至3月10
日复工新吸纳就业的企业，按每
人1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
就业补贴，共发放补贴266 . 86万
元，惠及288家企业；对2020年在
鲁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的重庆籍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将给予1500
元一次性交通生活补助以及最
高6000元的跨省就业补贴，巩固
鲁渝劳务扶贫协作成果。

截至3月20日，已发放一次性
用工补贴1884 . 76万元、公益性岗
位补贴4200万元、社会保险补贴
1 .7亿元、稳岗补贴13 .42亿元，各项
补贴政策惠及10万多家企业。初
步测算，预计全省可新增减轻企
业和社会负担700亿元左右。

聚焦用工难

设立用工服务专员3736名

对接服务企业24568家

解决用工13 . 98万人

解决返岗难

截至3月22日
已累计开行务工人员包车12349趟次

接送务工人员23 . 83万人次

农民工返工率达到96 . 93%

其中，为 5 0 0 家
疫情防护物资重
点生产企业解决

用工32585人

化解就业难

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累计吸引27 . 5万劳动者在线学技能

线上发布岗位需求142 . 2万个

达成就业意向26 . 3万人

破解资金难

预计为企业减免社保缴费473 . 4亿元

减征职工医保基金22 . 9亿元

缓缴职工医保费8 . 06亿元

发放一次性用工补贴1885万元

公益性岗位补贴4200万元

社会保险补贴1 . 7亿元

稳岗补贴13 . 4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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