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3.25 星期三
责编 龚家惠 ｜ 版式 陈亮 ｜ 校对 卢雯

看无锡

A05

医保部门为企业减负再出实招

职工基本医保单位缴费减半征收
执行时间从 2020 年 2 月到 6 月

昨日，聚焦疫情对当前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无锡市出
台了《关于实施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相关政策措施的通知》，对全市阶段性
减征企业职工医保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预计将惠及全市 133061 家企业。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 4%
“与之前实施的阶段性降费率政策相
比，这次的减征政策力度更大，为企业减
负的效果将更加明显，进一步帮助企业纾
困解难”，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早在
2 月 5 日，无锡市就出台了“惠企 20 条”，
将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阶段
性降至 0.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
比例降至 7%，并实施缓交社会保险费政
策。根据新政，从 2020 年 2 月到 6 月对企

业的职工医保单位缴费部分将实行减半
征收，即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
例由 8%降至 4%。经测算，全年为企业减
负金额将由 12.48 亿元提高到 21.8 亿元以
上。与此同时，继续实施缓缴医疗保险费
政策，缓缴期限最长 6 个月。2020 年 1 月
起未能及时办理参保缴费的灵活就业人
员可在疫情结束后 3 个月内补办，补办完
成后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

参保的新冠肺炎患者个人负担部分给予补助
“减征缓缴职工医保费政策不会影响
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基
本面，也不会影响参保人员的个人权益”，
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 2019 年
末，全市基金累计结余备付期达 17 个月，
减免政策会造成当期医保基金收入的减
少，加剧短期基金收支平衡压力，但影响
总体可控，不会影响参保人员正常的医保
待遇支付。

此外，自疫情发生以来，市财政对国
内参保的新冠肺炎患者（包括确认和疑似
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给予
补助，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
确保收治医院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
同时，为确保医疗机构更好应对疫情影
响，市财政通过预拨医保基金周转金方
式，进一步减轻医院垫资压力，截至目前
全市已预拨医保基金 3.73 亿元。

政策享受无需办理额外申请
记者了解到，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政策实施中，充分发挥了信息系统的优
势，通过系统直接将企业单位的职工医保
费费率下调，企业和各类参保单位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申报、核定、征缴程序不
变。符合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的参保单位，无需办理额外的申报手续和
提供证明材料，即可自动享受阶段性减征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2 月份申报的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按减征后重新核定，税务部门将在 3 月 25
日左右实施征收。

参保留学生新冠治疗不受等待期限制
针对近期许多家长关注的无锡籍留
学生医疗保障问题，
医保部门提供了两套
方案——劳动年龄范围内的留学生，可参
加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疗保险，缴费参保
等待6个月后就能享受医疗保障待遇；
具有

无锡市户籍的，
可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参保后需等待 3 个月就能享受医疗保
障待遇。在此期间若确诊或疑似患新冠肺
炎，
可即时享受新冠治疗的医保待遇，
不受
等待期的限制。
（晚报记者 陈钰洁）

高新区创成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区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公示了 2019 年度省级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名单，无锡高新区（新吴区）荣膺
2019 年度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区称号。
据介绍，自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区”创
建工作启动以来，高新区（新吴区）以保障
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着力构建政府负总
责、监管部门依法履职、企业诚信经营、全
民广泛参与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逐步形

成了“上下统一、责任明晰，运行高效、保
障有力，无缝衔接、全程监管，符合实情、
科学合理”
的监管格局。
新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包旭
东介绍，为了加强食品安全管理，新吴区
市场管理局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建
成了覆盖全区的食品安全工作站，实现了
食品抽检全面覆盖，加强了明厨亮灶工程
等。
（张颖/文、
摄）

降成本、
拓市场、
促消费，
无锡再出惠企新“10条”

用
“真金白银”
助服务业渡难关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帮助企业共渡难关，昨日，无锡市制定
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降成本、拓市场、促消费推动服务业平稳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从设立服务业纾困资金、
降低企业运行成本、鼓励拓展国内消费市场、有效促进消费扩容提
质等 4 个方面出台 10 项政策措施。

服务业企业生产经营影响严重
据了解，目前新冠肺炎疫
情对无锡服务业企业生产经营
产生了不利影响，企业营业收
入明显减少、运营成本增加、盈
利巨幅下滑，1-2 月全市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9.3 亿
元，同比下降 21.1%。尤其是
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文化旅
游业等一季度收入占全年比重

较大的行业，损失更为严重，
1-2 月限上批零贸易业零售额
同比下降 24.3%，
住宿餐饮业营
业收入同比下降 37.8%。从重
点监测企业来看，
春节期间至 2
月份，餐饮住宿消费同比降幅
普遍在 80%左右，汽车销售同
比下降 90%左右，石油及制品
类消费同比下降 70%以上。

设立 3 个亿纾困发展专项资金
为了帮助企业活血强筋、
恢
复韧性，
让政府与众多企业一起
共克时艰过冬迎春。今年2月5
日无锡市出台的
“惠企 20 条”
中
明确，要“设立服务业企业纾困
专项资金，
强化对服务业企业扶
持”
。此次制定出台《意见》是对
“惠企20条”
的细化落实。
在设立服务业企业纾困发
展专项资金方面，明确了纾困

资金总额 3 个亿，支持范围基
本涵盖了批发和零售业、交通
运输业、住宿和餐饮业、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文化体育旅游业、会展业、
人力资源服务业等服务业所有
细分领域；帮扶的对象既有规
上企业，也有中小微企业，还有
个体工商户。

多项政策刺激文旅和消费市场
在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方
面，主要围绕降低运营费用制
定了 3 条政策，一是鼓励减免
租金，对城市综合体、商业街
区、交易市场、旅游景区、健身
场馆等载体按其减免租金的
30%给予补贴，预计本市级将
补贴资金 7700 万—1 亿元；二
是实施贷款贴息，对 2020 年 2
至 4 月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住宿
业、餐饮业、零售业、旅游业等
服务业企业 50 万元以上的银
行（或银团）贷款按每月利息的
30%给予 3 个月贴息，预计补
贴资金 6600 万左右；三是加大
会展扶持，对因受疫情影响延
期且当年继续举办的会展活动
在原补贴基础上增加 30%补
助，预估增加补助资金 100 万
元左右。同时对今年在锡首次
举 办 的 大 型 会 展 活 动 ，增 加
20% 补 助 ，对 其 他 活 动 增 加
10%补助。
在鼓励拓展国内消费市场
方面，制定了 3 条政策。一是
鼓励扩大销售，对今年实现增
长的规上服务业企业按不超销
售收入增量的 2%予以奖励，其
中批发企业为 0.5%，预计奖励
资金 8000 万元至 1 亿元左右，
通过奖励鼓励服务业企业采取
多种措施扩大销售，通过对供
给方的奖补来促进消费的扩

大；二是拓展旅游市场，对今年
旅行社接待国内游客超出 5 千
人次部分按每人次 10 元给予奖
励，预计奖励资金 1100 万元左
右；三是加强宣传推广，对旅游
企业宣传营销投入额的 30%给
予补助，对商圈、行业开展的大
型促销活动产生的宣传推广费
用按最高 50%给予支持，预计
补贴资金 2400 万元左右。
在有效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方面，制定了 3 条政策。一是
支持餐饮创新发展，对餐饮创
新服务配送模式，扩大服务规
模的进行奖励，预计奖励资金
200 万元左右；二是推动文化
产业复苏，对影院等文化场所、
实 体 书 店 、演 出 团 队 分 别 按
2020 年营业收入的 5%、20%、
20%给予奖励，预计奖励资金
3400 万元左右；三是促进线上
线下融合，对今年 4-12 月企业
新开展线上线下业务投入 100
万 元 以 上 的 给 予 10% 补 助 。
对扩大连锁经营规模的，按各
个点位除房租外投入的 30%
进行补助。预计补助资金 500
万元左右。
据悉，下一步，无锡相关部
门将尽快制定申报指南和评审
办法，抓好政策落实，用“真金
白银”帮助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企业。
（巫晓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