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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帮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

广州

近期正式启动失业补助金申报工作。

记者从广州市人社局获悉，根据省、市

有关通知，今年3月至12月，在广州市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且未就业的失业

人员； 或者参保职工失业前最后参保

地为广州市、在今年3月至12月期间失

业且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

可申领失业补助金。

最长可领

6

个月失业补助金

市人社局副局长陈敏介绍， 广州

市延长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

大龄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期限，从

2019年12月起，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

满仍未就业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年的失业人员，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

直至法定退休年龄。同时，阶段性提高

价格临时补贴；此外，实施阶段性发放

失业补助金政策， 为保障失业人员的

基本生活。

具体来说， 对今年3月至12月，在

广州市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且未就业

的失业人员， 以及失业前最后参保地

为广州市、在今年3月至12月期间失业

且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失业

人员

（比如， 自己主动辞职的失业人

员）

，最高发放6个月的失业补助金。其

中，在广州市

（含外地转入年限 ）

累计

参加失业保险缴费1年

（含 ）

以上的失

业人员， 失业补助金标准按我市失业

保险金标准的50%

（目前为

945

元

/

月 ）

发放。 在广州市

（含外地转入年限）

累

计参加失业保险缴费不满1年的失业

人员， 按广州市失业保险金标准的

15%

（目前为

283.5

元

/

月）

发放。

凭身份证或社保卡即可申报

市人社局表示， 符合条件的申领

人， 凭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可线上申

领

（登录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网上服务平台、 广东人社

APP

、 粤省

事、 以及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等平台申领）

或线下申领

（至广州市

各区社保经办机构前台办理）

。 目前

线上可登录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网上服务平台-国家平台失业补助

金申领

（ 入 口 网 址 ：

https://ggfw.

gdhrss.gov.cn/gdggfw/index.shtml

）

， 其

他线上平台后续陆续发布。

符合在广州市领取失业补助金的

人员， 凭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申领失

业补助金，不需要提交其他材料。根据

政策，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即日起至

2020年12月31日均可申报， 逾期不再

受理申报。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近日，广州市公安

局天河区分局发布《关于查处广州立熏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案的通告》。

记者获悉，广州立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经营

模式

（公司运营“

E

趣商城

APP

”）

涉嫌传销犯罪，天

河警方已于2020年6月18日对该公司的负责人王某

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进行查处。

公安机关提醒，相关受害群体要理性合法反映

情况和诉求。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穗财宣）

记者从广州市

财政局获悉，7月1日起，广州市

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

政策财政补贴事项网上办理正

式上线。境外高端、紧缺人才可

根据所符合的条件， 于7月1日

至8月15日登录广东政务服务

网 （https://www.gdzwfw.gov.

cn/?region=440100） 申办粤港

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补贴。

2019年8月， 按照中央、省

部署， 广州市在大湾区九市中

率先印发《广州市关于粤港澳

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

政补贴管理暂行办法》，对在广

州市工作的境外

（含港澳台）

高

端、紧缺人才，按内地与香港个

人所得税税负差额给予补贴，

并对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考

虑到补贴需在次年个人所得税

汇算清缴6月30日结束后方能

准确计算，因此《办法》规定：纳

税年度为 2019年的补贴，在

2020年7月1日至8月15日受理。

其中， 市科技局负责受理高端

人才补贴申请，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负责受理紧缺人才补

贴申请。

网上申请按步骤

线上线下一体化

为实现政策兑现， 促进个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见效，

广州市依托广东政务服务网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财政补贴

（境外高端

人才

/

境外紧缺人才）

” 网办系

统， 省市税务部门也依托国家

税务总局“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加设“粤港澳大湾区人才税e

查”模块，支持境外人才查询个

人所得税纳税数据和获取“查

询序列号”，以在申请补贴时自

动获取个税数据。

申请补贴的境外人才按

照：“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查询

个税—广东政务网注册账号—

登录账号并搜索广州市“粤港

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补贴” 事项—按系统操作

提示办理补贴申请等步骤，即

可在网上办理申请， 无需到现

场申办。 网上办理全面提升了

该项财政补贴申请的便捷性，

特别有利于部分因疫情原因而

尚在境外的人才办理申请，让

境外人才有更多的感受度和获

得感。 此外，办理申请如确需现

场工作人员辅助的， 可通过广

东政务服务网进行预约， 携带

申请材料到广州市政府服务中

心5楼服务大厅办理。

精炼内容精简材料

个税数据只需核对

鉴于财政补贴计算涉及个

人所得税政策， 且个人所得税

纳税数据较为复杂， 为使境外

人才准确、简便地申请，广州市

进一步精简申请材料和简化填

报内容。

《广州市关于粤港澳大湾

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

贴个人申请表》 的个税数据无

需填报，只需查询、核对。 申请

人通过在“自然人电子税务

局—特色应用—粤港澳大湾区

人才税 e查 ”（https://etax.chi－

natax.gov.cn），查询本人的2019

年度个税数据和获取查询序列

号， 在网上申请补贴填报申请

表时，其个税数据将自动获取，

无需申请人填报， 申请人只需

核对相关数据是否准确即可。

精简申请材料和填报内容。《办

法》 中原要求提供的个人所得

税纳税记录、 纳税申报表等无

需再提供。《办法》原要求填报

的个税申报缴纳明细也无需再

填报。

同时， 市财政局、 市科技

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

税务局共同制作并在部门政务

网上发布了《广州市实施粤港

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补贴五十问》，及时回应境

外人才对补贴申请的热点问

题，做好政策解读，指引好网办

系统操作， 使社会各界易于知

晓，方便境外人才申办。

失业人员看过来！ 补助金等你来申领

即日起至年底均可申报，凭身份证或社保卡办理

大湾区个税补贴本月起受理申请

境外高端、紧缺人才符合条件可在8月15日前线上办理

街坊注意了！

E趣商城APP涉嫌传销

经查，广州立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经营

模式

（公司运营“

E

趣商城

APP

”）

涉嫌传销犯罪，

天河警方已于2020年6月18日对该公司的负责

人王某等人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进行查

处。 为依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打击

犯罪，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参与E趣商城CSC模式活动的组织、领

导人员，在2020年7月19日之前，主动向公安机

关投案的，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依法

予以从宽处理。

二、参与E趣商城CSC模式的会员，在本公

告公布之日起60日内，本人携带身份证、会员

注册证明材料、银行或第三方交易流水等书面

证明，依法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或举报线索。

三、 需向公安机关投案及反映情况的，请

就近向本人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公安机关（派

出所）投案或反映情况。

公安机关同时提醒相关受害群体要理性

合法反映情况和诉求，不得组织或参与各类妨

害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活

动。 对故意造谣传谣、聚集闹事等违法犯罪行

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打击处理。

特此通告。

举报电话：

020-110

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

2020

年

7

月

3

日

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关于查处

广州立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案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