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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粤五部门联合发文加大企业和职工政策帮扶力度

无法正常返岗职工工资待遇不变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穗

农宣）

记者从广州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春

节过后，广州多措并举，组织推动广州农

业企业及时复产复工。 截至2020年2月12

日，全市大型农业企业复工率74%；其中，

保供应的重点农企复工复产率达100%。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期和

春节假期两期叠加复杂情况下， 广州通

过狠抓生产落实、 组织开展产销对接等

一系列措施， 有效保障了疫情发生期间

广州本地农产品生产供应。 截至2020年2

月12日， 全市大型农业企业复工率74%；

其中， 保供应的重点农企复工复产率达

100%。 据对92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进行

复工调研，截止到2月12日，已复工68家，

占74%。 其中，广东东升农场有限公司、力

智农业有限公司等23家承担广州市保供

应任务的大型生产型企业春节期间一直

正常生产，复工率100%；广州江南果菜批

发市场、 侨益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大

型流通行企业已全部复工，复工率100%；

广东友粮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风行乳业

有限公司等23家大型加工类企业中，已有

15家企业复工，复工率65%。

据介绍，当前，广州市主要“菜篮子”

产品生产稳定，供应有保障。 目前蔬菜日

供应量约6000吨， 全年日均可达1万吨以

上。 生猪近期日屠宰量随着消费量逐渐

提升，维持在7000头左右；预计一段时间

后，生猪屠宰量将恢复至节前水平

（即每

天

1

万头以上）

；本地和外调猪源及价格稳

定。家禽和蛋鸡存栏量分别为2000万羽和

100万羽左右，禽蛋年产量2万多吨、55吨/

天左右。 水产品生产正常，存塘量约12万

吨，日供应能力1000吨以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叶

金鑫 叶小燕）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

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

防线。 广东省民政厅近日印发《关于指导

城乡社区应对复工潮精准依法有序开展

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

知”）

， 通知要求实施封闭管理的社区要

妥善做好出行路线、 快递投送等指引安

排，不得影响居民生活保障；在引导返程

复工人员规范做好身份核查、信息申报、

体温监测等必要措施的前提下， 不得拦

截或阻挠其返回辖区住地。

社区不得阻挠返工人员回辖区住地

随着复工潮到来， 社区将面临人手

不足、防护物资更加缺少。 通知指出，各

级民政部门要发动社区辖区党员到社区

报到，以党员先锋突击队、志愿服务队等

形式配合社区开展防控工作；同时，要指

导社区合理安排社区工作者轮休轮值，

确保以更为饱满的状态继续投身社区防

控阻击战。

通知要求， 在前期摸排的基础上，通

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劝告尚未返程

的重点疫区人员暂缓返程。 要采取小区

封闭式管理、楼栋值守、视频监控等有效

措施， 并督促已经返程的人员第一时间

向社区申报个人旅居与健康信息。

此外， 实施封闭管理的社区

（村）

，要

妥善做好出行路线、 快递投送等指引安

排，不得影响居民生活保障和就医、复工

等必要的出行活动； 在引导返程复工人

员规范做好身份核查、信息申报、体温监

测等必要措施的前提下， 不得拦截或阻

挠其返回辖区住地， 并动员出租业主为

返粤复工人员提供帮助， 不可无故中止

合同。

为居家隔离者代购生活必需品

省民政厅表示，各级民政部门要主动

协调有关部门

（单位）

、乡镇

（街道）

为社区

工作者解决口罩等必要防护物资不足的

问题，加强社区工作者在站点测温、入户

排查特别是重点人群监控的安全保障。

防控期间社区居民实际困难怎么解

决？ 通知明确，要尽力解决社区防控期间

居民生活实际困难。 对辖区特殊群体和

困难家庭，要定期上门走访，提供关怀慰

问服务；对集中隔离人员，要了解其共同

生活家属情况， 要立即通知其亲戚朋友

或协调社区力量、志愿者、第三方等妥善

做好生活照料服务， 提供必要的人文关

怀；对实施居家隔离观察人员，要协助提

供生活必需品代购、健康管理、心理疏导

等服务。

各地要及时足额

发最低生活保障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莫冠婷 赵果）

正值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

时期， 以及未来一周全省将有

两次明显降水过程和一次强降

温天气， 2 月 13 日， 记者从

省民政厅获悉， 要求各地民政

部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不

利天气应对工作期间， 要结合

本地疫情防控工作实际， 及

时、 足额发放最低生活保障

金、 特困人员供养救助金、 残

疾人两项补贴、 孤儿基本生活

保障金、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

本生活补贴等。

省民政厅表示， 不利天气

期间， 要对分散供养人员以及

空巢、 留守老年人和贫困重度

残疾人、 孤儿

（含散居和家庭

寄养 ）

、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和其他困境儿童

等走访探视一次， 积极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 要严格落实“寒

冬送温暖” 专项救助行动， 主

动协助公安、 城管等部门加大

街面巡查救助和转介处置力

度， 及时有效救助陷入困境、

居无定所、 流落街头的生活无

着人员。 对出现发烧、 咳嗽等

症状的困难群众， 要及时送医

诊断， 确诊区分普通感冒和新

冠肺炎感染。 安排得力干部和

工作人员担负起不利天气期间

的值班值守任务， 确保遇有特

情能及时应对、 妥善处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广东对

生产、配送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的企业扩

大招工给予 1000 元/人的一次性补贴，

同时对企业正常支付接受治疗、隔离职

工工资给予一定补贴。 2 月 13 日，记者

从广东省人社厅获悉， 该厅联合教育

厅、财政厅、交通运输厅、卫生健康委等

五部门下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

关就业工作的通知，从六方面着力加大

企业和职工政策帮扶力度。

疫情急需物资企业招工有补贴贴

通知称，将省政府明确的“对疫情

防控必需、城乡运行必需、群众生活必

需和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供港供澳

以及特殊情况急需复工的相关企业”作

为重点企业，要求指定服务专员负责对

接，视情况开展有组织劳务对接合作。

通知明确，将对生产、配送疫情防

控急需物资的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扩

大生产招用员工给予每人 1000 元的一

次性就业补贴；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

以上重点企业成功介绍员工的给予每

人 400 元的职业介绍补贴。

与此同时，通知要求各级人社部门

要指导企业与员工就复产复工时间、方

式、防护要求等加强协商沟通，确保务

工人员返岗入粤工作安全有序。 加强对

务工人员的复工指导，编制发布预防手

册，指导劳动者做好居家隔离和返岗务

工的相关防护。 引导企业全面落实复工

防控条件，有序复产复工。

无法正常返岗职工工资待遇不变

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劳动者与企业，

通知明确，受疫情影响无法正常返岗职

工的工资待遇正常享受。 同时，落实省

政府援企二十条提出的稳岗工资补贴

政策，对职工因疫情接受治疗或被医学

观察隔离期间， 企业所支付的工资待

遇，按照不超过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工资基数的 50%补贴企业。

通知还鼓励返岗有困难的职工就

近就地就业或在家乡创业，就业有困难

的给予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实现创业

的给予 1 万元创业资助支持。

在支持各类企业稳定岗位方面，广

东将落实国家关于降低失业保险援企

稳岗政策门槛的部署，将中小微企业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裁员率标准放宽

到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

标即 5.5%以内，对参保职工 30 人

（含 ）

以下的企业，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企业

职工总数 20%。

鼓励企业在闲时组织职工参加线

上技能培训，按规定给予补贴。 为受疫

情影响的贷款人员提供展期和延期还

款支持， 展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

疫情发生期间未能及时还贷的可在疫

情解除后 30 天内恢复正常还款并继续

享受贴息。 同时， 授权各地充分发挥

好工业企业结构专项奖补资金的“就

业储备金” 作用， 统筹用于地方提出

的各类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和劳动者

的帮扶政策， 为地方创新做法因地施

策提供有力保障。

调整事业单位招聘笔试面试时间

针对即将到来的高校毕业生求职

旺季，通知表示 ，为加大疫情防控应

对力度， 要求在暂停线下招聘活动，

充分利用国家、地方、高校毕业生就

业网， 以及“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

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开展就业服务，

确保求职就业不停歇。

同时，要求公共机构延长报到接

收时间， 视情况调整 2020 年度事业

单位和国企招聘、基层服务项目招募

笔试面试时间，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受

疫情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此外，加强

求职心理疏导，推出一批在线咨询指

导课，开通心理热线。

而针对返岗人员求职高峰，通知

指出，暂停举办现场招聘和跨地区现

场劳务对接活动，实施线上南粤春暖

活动 ， 引导劳动者选择网上服务平

台、 微信公众号等非接触式途径，办

理公共就业服务事项。

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时办理就

业创业补贴等业务的扶持对象，允许

延期至疫情解除后 3 个月内补办。并

要求各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做好自

身疫情防控工作。

省民政厅近日发文规定

社区不得阻挠返程复工人员回辖区住地

广州保供应的重点农企全部复工

“菜篮子”产品供应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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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一衣口田有机农企复工。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