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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残疾人就业条例》《江苏省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办法》《江苏省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和《无锡
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
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现就无锡市
2019年度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
保障金）征缴工作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征缴主体
保障金由用人单位主管税务部门负

责征收。
二、征缴范围和对象
凡在无锡市区(梁溪区、锡山区、惠

山区、滨湖区、新吴区、经开区)安排残疾
人就业比例未达到在职职工总数1.5%
的用人单位均应依法缴纳保障金。

三、征缴标准
保障金按上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

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和本单
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之积计算缴纳。

计算公式如下：
保障金年缴纳额=(上年用人单位在

职职工总数×1.5%-上年用人单位实际
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上年用人单
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为了合理减轻大、中型企业缴费负
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无锡市区保障金
按规定设置征收比例，按以下标准分档
征缴：

用人单位成立不足一年的，按实际
月份于次年按规定申报缴纳保障金，成
立不足1个月的，不缴纳保障金。

四、免征缓征标准
对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在职职工

总数的1.5%，且在职职工总数在30人

以下（含30人）的小微企业，本年度继续
执行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设置保障金征收标准上限。用人单
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未超过当地社会
平均工资2倍（含）的，按用人单位在职
职工年平均工资计征保障金；超过当地
社会平均工资2倍的，按当地社会平均
工资2倍计征保障金。

用人单位遇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或其
他突发事件遭受重大直接经济损失，可
以按规定程序申请减免或者缓缴保障
金。

五、疫情期间征收方式
根据中共无锡市委、市政府印发《关

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
持企业共渡难关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政
策意见》（锡委发〔2020〕20号）的文件要
求，对受疫情影响的本市企业，其员工
2000人以下部分在疫情期间免征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实施以下执行方案。

1、疫情期为我市实施疫情防控一
级响应所涉及的月份（按整月计算，即
1-2 月份），并将免征保障金提前到
2019年度先行实施。（江阴、宜兴可参照
执行）

2、本次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保障金
减免事项手续从简，在企业申报2019年
度保障金时直接减免。

六、征缴时间
保障金应当按年计算，用人单位原

则上按年自行申报缴纳；对于确需按季
申报缴纳的，由用人单位向主管税务部
门提出后，可按季申报缴纳，一经确定，
在一个年度内不得变更。

按年申报缴纳的，用人单位应当在
2020年7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向主
管税务部门申报缴纳保障金；按季申报
缴纳的，每季申报缴纳额为全年应缴纳
额的四分之一，用人单位应当在季末终
了后15日内（节假日顺延）向主管税务

部门申报缴纳保障金。
对逾期不缴或未足额缴纳保障金的

单位，除限期补缴外，还应当自欠缴之日
起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

七、申报方式
税务网上申报的用人单位可通过江

苏省税务局网上申报系统办理申报，也
可到无锡市税务局各办税服务厅办理申
报。江苏省税务局电子税务局地址：
https://etax.jiangsu.chinatax.gov.
cn，请在电子税务局日常申报表模块中
选择《地方各项基金费申报表（残保金）
申报》进行申报。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具体政策由
市税务局、市残联负责解释。政策咨询
电话：12366。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
无锡市财政局

无锡市残疾人联合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关于2019年无锡市征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通告

单位从业人员数

1—2000人部分

2001—5000人部分

5001人以上部分

2019年度征收比例

45%

30%

20%

通 告
根据无锡市城市总体规划和

滨湖区发展要求，对新四院南侧
环境整治（万顺道、前杨道）建设
房屋征收项目于2020年6月9日
起至2020年8月8日止实施协议
征收，2020 年 6月 30 日正式签
约。征收范围为前章29-270号
及无号、北庄4号、8号、12-98号
及无号。

特此通告。

无锡山水城房屋征收办公室
2020年6月29日

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信息通达全无锡

信息集中 分类明细 服务大众 欢迎刊登

服务类（个人）：50元/行 · 公告类：60元/行（注销、减资除外） · 非个人信息类：500元/次 · 正文12字/行

报业大厦：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二街1号（海岸城旁）

服务电话：81853027、13961806872 QQ : 1556902204
城中服务地址：无锡市学前东路1号
服务电话：80500110、13812290098 QQ : 495430296

收款单位：无锡报业发展有限公司日报传媒分公司

收款账号：29010188000154522
开户银行：江苏银行无锡分行营业部

无锡日报社未在任何搜索网站开辟刊登广告的网页、广告信息等相
关业务受理渠道。有此需求的读者请认准无锡日报上刊登的业务联系方
式，勿通过网站搜索查询登报事宜，以免上当受骗。

未经无锡日报社授权刊登广告信息的各类搜索引擎网站必须立即停
止受理无锡日报广告及信息类业务。无锡日报社将保留追究侵权责任方
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力，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侵权责任方承担。

特此声明。
无锡日报社

声 明

减资公告
无锡香梅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
资本由原来的60000万元减
少至40000万元，债权人可
自公告之日起45天内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地址：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三楼 联系
人：吕晓华 电话：13665186
885

注销公告
中国工艺品南京进出口

无锡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2
0年 6月 2 4日决议解散公

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

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岳庆根 联系电话：1303

3500723 地址：无锡市中

山路333号华光大厦八楼C

座

起重机械专业维保
无锡泰源机器制造有限

公司是无锡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布从事起重机械专业维保
的备案企业，现竭诚为大家
提供一流的服务。联系人：
孙先生：13861701369
韦先生：13771099580

无锡市行政事业单位
非自用房地产招租公告

无锡市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1楼南面教室，底价39.97
万元/年；无锡市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3楼东南侧教室，底价
15 .5万元/年。详见无锡产
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wxcq.com.cn 电话:
82832368

遗失启事
·姜正贵遗失无锡中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邦
城市花园T2-51-1914、19
16增值税普通发票2份（发

票联）发票号码47750100
金额194000元，发票号码4
7750101金额195000元，声
明作废
·无锡正麒运输有限公司遗
失苏B81576（黄）汽车道路
运输证苏交运管锡字06320
643号，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遗失父亲陈军与母亲廖婷
婷儿子廖世程出生证，证号
O320121251，声明作废
·江苏大明钢联物流有限公
司遗失苏BB1291汽车道路
运输证苏交运管锡字21000
03339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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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公民献血办公室
无锡市红十字中心血站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

习近平指出，6月以来，我国江
南、华南、西南暴雨明显增多，多地发

生洪涝地质灾害，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做好
洪涝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抢险救援
等工作，防灾救灾取得积极成效。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多地进
入主汛期，一些地区汛情严峻，近期

即将进入台风多发季节。国家防总
等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指导相关地
区做好防汛、防台风等工作。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工作，坚决落

实责任制，坚持预防预备和应急处突
相结合，加强汛情监测，及时排查风
险隐患，有力组织抢险救灾，妥善安
置受灾群众，维护好生产生活秩序，
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落到实处。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加强汛情监测及时排查风险隐患 据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调整预备役
部队领导体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决定》明确，自2020年7月1日
零时起，预备役部队全面纳入军队领
导指挥体系，由现行军地双重领导调
整为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决定》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地
方党委和政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履行
国防建设责任，支持预备役部队建
设。军地有关单位要坚决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积极主动协调，密切协同配
合，做细做实相关工作，确保预备役部
队领导体制平稳转换、有序衔接。

预备役部队领导体制调整
7月1日起全面纳入军队领导指挥体系

据新华社南京6月28日电 28
日上午，南京长江第五大桥顺利合龙。

南京长江第五大桥由南京市公
共工程建设中心负责建设管理。据
介绍，南京长江第五大桥起于浦口
五里桥，以三塔斜拉桥形式跨越长

江主江，途经梅子洲落地，在长江夹
江以隧道形式顺接已建成的江山大
街隧道，路线全长 10.335 公里。跨
江大桥主桥全长1.796公里；隧道段
全长1.755公里，其中盾构段1.16公
里。

南京长江第五大桥合龙

据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在
连续三个月因国内成品油价格挂靠的
国际市场原油平均价格低于每桶40
美元调控下限未作调整后，国内汽油、
柴油价格将实现2020年首次上调。
国家发展改革委28日称，根据近期国

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
油价格形成机制，自6月28日24时
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
120元和110元。

本次调价折合汽油和柴油价格每
升上调近1角。

汽柴油价格年内首次上调

据新华社纽约6月28日电 美国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8日发布的新冠
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东部时间28
日5时33分（北京时间28日17时33
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10001527例。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27 日电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7日统计数
据显示，过去24小时全美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逾4.4万例，再次刷新单日新增
病例数纪录。接连数日的高确诊数也

重返4月初的疫情高峰时期水平。
分析人士指出，仓促重启经济、忽

视防护措施、疫情政治化等是美国疫
情反弹的主要推手。

27日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是
继前一天后再次超过4万例，也是美
国连续第五天新增确诊病例上升。根
据《纽约时报》统计数据，全美有29个
州在过去14天里日均新增确诊病例
上升，在各州陆续解除“居家令”、复工
复产后，新冠疫情出现大幅反弹。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千万例

据新华社合肥6月 28日电 28日 8时 56分，
G9394次复兴号列车从合肥南站始发（上图），驶向杭
州东站。至此，商合杭高铁合肥至湖州段正式开通运
营，商合杭高铁实现全线贯通。据悉，商合杭高铁合
湖段起自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终至浙江省湖州市，
经湖州站与南京至杭州高铁接轨，通达杭州。其中，
柘皋站、含山南站、郎溪南站等为新建站点。线路贯
通后，合肥到宣城最快只需1小时13分钟，宣城到安
吉、湖州、杭州东最快分别为22分钟、34分钟、50分
钟，合肥南至杭州东的最快时间为2小时7分钟。

商合杭高铁实现全线贯通

据新华社上海6月28日电 三架崭新涂装的国产新
支线客机ARJ21飞机28日在位于上海浦东的中国商用
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总装基地集结，分别交付给国航、东航、
南航三大航空公司，这标志着ARJ21进入我国主流民航
市场。

“对于ARJ21而言，交付‘三大航’意味着这款飞机
可以进入我国主流民航市场，其市场开拓性、航线适应
性、旅客认知度都将有大幅度提升。”中国商用飞机有限
责任公司市场与销售部部长张小光说。按照计划，2020
年东航、国航、南航将各接收3架ARJ21飞机。

下图为28日拍摄的飞机交付仪式现场。（新华社发）

ARJ21进入我国主流民航市场

我国首艘全数配备国产化科考作
业设备的载人潜水器支持保障母船——“探

索二号”船（上图）28日抵达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南
山港。万米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同时抵达三亚，近期

将汇同4500米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与船舶进行适配工
作，达到融为一体的联合作业能力。

扫码进入“无锡观察”阅读相关报道>>>

“奋斗者号”抵三亚

双色球一周回顾
（6月21日- 6月27日）
上周双色球开奖3期，全国共产生

一等奖44注，单注最高奖金659万多
元，单注最低奖金576万多元；二等奖
开出768注，单注最高10万多元，最低
6万多元。双色球2元可中1000万。
在此期间，无锡彩民中出2注二等奖，其
中 1 注花落梁溪区健康路 196-2 号
32025228站点，该彩民机选五注，其中
一注中得二等奖6万多元；另外1注花
落江阴市祝塘菜场路3号32023662站
点，该彩民采用红球“9+1”复式，收获奖
金7万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