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交金额

243.21亿

34.44亿

9.06亿

2.57亿

区域

珠三角

粤东

粤西

粤北

成交情况

64宗

55宗

52宗

32宗

成交面积

335.39公顷

150.33公顷

100.79公顷

84.86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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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粤

仁宣）

国际经济大环境限制了加工制造

业、外向型企业的运营发展，受影响企

业将可获得失业保险费返还。 记者昨日

从广东省人社厅获悉，该厅会同省财政

厅联合出台《关于做好2019年受影响企

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的通知》， 明确

可为受影响企业提供一次总额为6个月

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

数来确定的失业保险金返还。

只能享受一次返还政策

通知中的“受影响企业”，是指根据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

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海关总署广东分

署关于做好受影响企业和职工认定工

作的通知》， 按规定程序认定的参保困

难企业。

那么，受影响的企业能领取到多少

返还费用？ 根据规定，返还标准可按6个

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

工人数确定返还数额，即按照该企业上

年度平均参保人数，乘以当地月人均失

业保险金标准

（统筹地区失业保险金标

准）

再乘以6个月予以返还。 目前广州的

月人均失业保险金为1890元， 以此为

例，如果企业规模为100人，其获得的返

还失业保险金就会超过百万元。

根据规定，受影响企业只能享受一

次上述政策。

企业裁员率过高不返还

需要提醒的是，实施该项政策还需

要满足一定条件。

省人社厅规定，各地级以上市实施

此项政策和受影响企业申请享受此项

政策应符合下列条件：实施返还的统筹

地区上年末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应

具备24个月以上支付能力。 申请返还的

受影响企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生产

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

构调整和环保政策；依法参加失业保险

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年以上； 上年

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统筹地区城镇

登记失业率。 其中，“裁员率”是指：本企

业上年度领取失业保险金总人数

（含领

取一次性失业保险金人数）

与本企业年

平均参保人数之比。

也就是说，如果当地的地市失业基

金结余少，不具备24个月以上的支付能

力；或者企业本身裁员率很高，则不能

实施或申请这一政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实

习生 赖新旖 ）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

交通运输厅发布的通知获悉， 经审

核、 遴选和公示， 广东省2018年度

“平安公路” 示范路名单正式公布，

G15开平至阳江段等4条路段上榜。

这4条“平安公路”分别为G25

（长春至深圳）

蕉岭广福至梅县程江

段、S12

（梅州至龙岩）

大埔西河至梅

县程江段、G35广东省平远

（赣粤

界）

至兴宁公路、G15

（沈阳至海口）

开平至阳江段。

据新华社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关于加快道路货

运行业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

（以下简称《意见》）

。

《意见》 聚焦当前道路货运行业发

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从5个方面部署了

14项重点工作任务。

一是深化货运领域“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推动普通货车跨省异地安全技

术检验、尾气排放检验和综合性能检测

有关要求严格落实，优化道路货运企业

登记注册、 经营许可办理手续及流程。

加快制定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

办法，加快修订常压液体危险货物运输

罐车罐体相关国家标准。 便利货运车辆

通行，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城市配送车

辆给予通行便利，除特殊区域外，对纯

电动轻型货车原则上不得限行。

二是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加快

运输组织模式创新， 指导行业协会、企

业联盟研究推广挂车互换标准协议。 推

进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以冷链物流、零

担货运、无车承运等为重点，加快培育

道路货运龙头骨干示范企业。 鼓励规范

“互联网+”新业态发展，提高线上线下

一体化服务能力。

三是加快车辆装备升级改造。 积极

稳妥淘汰老旧柴油货车，鼓励各地制定

营运柴油货车和燃气车辆提前淘汰更

新目标及实施计划。 推广应用先进货运

车型，积极推进货运车型标准化。 加强

货车超限超载治理，明确并公布各区域

超限检测站点的联合执法模式，加快推

进车辆信息、执法信息共享。

四是改善货运市场从业环境。 加强

从业人员职业教育培训，推进落实普通

货运驾驶员线上线下及异地从业考试，

2019年实现普通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诚信考核网上办理。 鼓励道路货运企

业组织开展货车司机继续教育，支持地

方为转岗货车司机提供再就业培训。 切

实维护货车司机权益，加快推进“司机

之家”建设，指导货主企业、道路货运企

业合理制定运输方案，保障货车司机充

分休息。

五是提升货运市场治理能力。 部署

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车匪路霸，重点

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国省道沿线停车

场等区域治安管理。 建立货运企业分类

分级监管体系，加大对违法失信经营主

体的惩戒和定向监管力度。 提高道路货

运市场运行监测分析能力， 及时引导、

合理调控市场运力， 实现供求基本平

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记者

昨日从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获悉，

2019年4月广东省成交经营性用地土地

203宗，其中溢价成交土地80宗，底价成

交123宗。 成交面积671.37公顷，成交金

额289.28亿。 珠三角区域成交经营性用

地土地64宗共计335.39公顷， 成交金额

243.21亿，占总成交额近85%。

根据广东房协发布的《2019年广东

省土地市场4月月报》， 今年4月全省土

地挂牌227宗， 挂牌面积781.49公顷；成

交经营性用地土地203宗， 溢价成交土

地80宗， 底价成交123宗。 成交面积

671.37公顷，成交金额289.28亿。 土地流

拍

（含终止出让）

10宗，流拍面积13.73公

顷。

该统计将广东省城市区域划分为

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4个区域。 具体

来看，4月份珠三角区域土地挂牌83宗，

挂牌面积385.45公顷。 最终共成交经营

性用地土地64宗，成交面积335.39公顷，

成交金额243.21亿，其中溢价成交22宗，

最高溢价率达82.67%。 土地流拍

（含终

止出让）

1宗，流拍面积0.15公顷。

按土地类型来看，珠三角区域居住

用地成交近210亿元， 共21宗土地87.64

公顷，成交楼面价8915元/平方米；成交

商服用地7宗，面积7.93公顷，成交金额

12.77亿元， 折合楼面价为4709元/平方

米； 工业用地的成交量为36宗， 面积

239.82公顷。

这些企业可“拿回”失业保险金

受国际经济大环境影响限制发展的加工制造业、外向型企业，可一次性返还6个月缴费

珠三角居住用地上月成交210亿元

全省成交经营性用地土地203宗成交金额289.28亿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意见

进一步推动普通货车跨省异地检验

广东4条高速上榜

“平安公路”示范路

信息时报讯

4月30日上午，揭

阳市揭东区曲溪街道寨一村市委第

十七专项巡察组办公点传来了一连

串感谢声， 曲溪街道寨一村86岁村

民吴长文老人为巡察组送来了锦旗

和感谢信， 感谢巡察组解决了困扰

其26年的户口问题。

原来，1993年6月， 孤寡老人吴

长文捡到一名约3岁的女孩。因女孩

不知其父母姓名和住址， 且女孩还

存在发育及智力不正常的情况，吴

长文看其可怜便将其收留抚养成人

并取名吴佳恩。 因文化水平不高等

原因， 吴长文没有为吴佳恩申报户

口。由于没有户口，社会救助和扶贫

等政策难以享受。 村里只能为老人

一人办理低保。

揭阳市委第十七专项巡察组在

巡察过程中，于4月22日发现了上述

情况，专门召集公安、民政、残联等

部门和曲溪街道、 派出所等有关单

位开会协调，帮助解决户口问题、落

实残疾等级评定和社会救助、 扶贫

保障等政策。

在巡察组的督导下， 揭东公安

分局、曲溪派出所经调查核实，为吴

佳恩办理了入户手续，并于4月26日

发放了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次日，

残联部门组织揭东区人民医院医生

上门为身患侏儒症、 智力障碍生活

不能自理的吴佳恩办理残疾评定，

初步认定为一级残疾。

目前， 吴长文生活来源仅靠老

人单人265元低保金和日常拾垃圾

的收入， 待吴佳恩评残手续完毕之

后将申请社会救助， 预计两人列入

特困户每月可领取2174元， 吴佳恩

还能享受残疾人等有关补贴。 曲溪

街道还为老人准备了房子， 正动员

老人迁往新居。

揭视

孤女26年没户口

巡察组协助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