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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促进就业创业

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
可返还 50%失业保险费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做好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
（以
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必须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支持
企业稳定岗位，促进就业创业，强化培训服务，确保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目标任务完成和就业局势持
续稳定。
《意见》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的
重点举措。一是支持企业稳定发展。对不裁员或少裁
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 50%，对其中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
的，加大返还力度。充分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
鼓励各地优先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低费率的

■市景

担保支持，提高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
二是鼓励支持就业创业。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
力度，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可分别申请最高
不超过 15 万元和 30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鼓励各地
加快建设重点群体创业孵化载体，支持就业压力较大
地区为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免费提供经营场地。实施三
年百万青年见习计划，将就业见习补贴范围扩展至
16－24 岁失业青年。
三是积极实施培训。困难企业可组织开展职工在
岗培训，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不足部分，经所在地人社
部门审核评估合格后，由就业补助资金予以适当支
持。对下岗失业人员普遍开展有政府补贴的培训，对
其中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在
培训期间再给予生活费补贴。将技术技能提升补贴申

■便民

宁南南路步移景异
小微花境扮靓鄞城大花园
本报讯（通讯员 包静琴 徐芃 记者 陈嫣
然）近日，市民王先生留意到，上下班的必经道
路宁南南路上出现了一个个新的花境微景观，
让人眼前一亮。
据了解，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园林处对
宁 南 南 路 沿 线 进 行 道 路 形 象 定 制 改 造 ，根 据
“ 古 韵 宁 南 ”的 主 题 定 位 ，在 道 路 转 角 节 点 新
增、提升了 12 处花境微景观，塑造一种精致的
微观空间。
明年该局还将结合辖区各点位的区域文化
特色，打造一批精美别致的主题定制微景观，扮
靓街头，进一步提升鄞州区城市绿化景观品质。

党建引领公益
“七彩”组织入驻社区

图为执法现场 通讯员供图

美威胁于 60 天后
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

红色行动，
红色行动
，发挥党员服务群众的先锋模范作用

宁南路联盛广场前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通讯员 陈红 钱子萱 记者 徐晨
冰 ）“执法部门来了，效果就是不一样！”这两
天，北仑区新碶街道米兰社区太河盛景，小区内
自行搭建的雨棚、外面自建的洗衣台、搓板等违
建在城管的介入下全部拆除。
这是新碶综合执法中队通过前移执法关
口，将执法范围向住宅小区延伸的一个缩影。
新碶综合执法中队有关负责人说，开展“执
法进小区”工作，有助于及时、有效地制止各种
违反城市管理的行为，打通小区治理的“最后一
公里”。

■国际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4 日在布鲁塞尔表示，
除非俄罗斯恢复全面履行《中导条约》，否则美
国将在 60 天后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
蓬佩奥当天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
期间表示，俄罗斯违反了《中导条约》，除非俄
重新“完全、可验证地”履行《中导条约》，否则
美国将自 12 月 4 日起 60 天后暂停履行该条约
义务。在这 60 天里，美国不会生产、试验或部
署条约所禁止的导弹。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本报讯（通讯员 许耀立 记者 朱立奇）昨日
上午，宁波正大花园小区门口举办了一场主题为
“红管家柒彩行动”的活动。
正大社区书记魏柳燕介绍，此次公益团队以
七种不同颜色来划分。从 2018 年起，正大社区党
委探索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团队自治新模式，本次
党建+公益团队的进驻，为辖区的居民提供相应
的服务，以党建带群建，营造“和谐、友善、文明”
的良好社会氛围，形式多样的公益服务活动形成
了温暖常驻基层社区的新态势。

新碶城管执法进小区
打通小区治理最后一公里

领条件由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 3 年以上调整
至参保 1 年以上。
四是及时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帮扶。失业人员可在
常住地办理失业登记，申请享受当地就业创业服务、
就业扶持政策、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对
符合条件的下岗失业人员，及时落实失业保险待遇，
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和临时救助范围。
《意见》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促进就业工
作的主体责任。明确部门组织协调责任，开展促进就
业专项活动。要切实抓好政策服务，及时向社会公布
政策清单、申办流程等，建立实名制管理服务信息系
统。同时，要指导企业等各方履行社会责任，共同做好
促进就业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甬台舟湖四地
信用信息有望共通共享
本报讯（通讯员 陆晶晶 记者 郑晓）昨天，
2018 区域园区信用发展论坛在宁波举行，宁波、
湖州、舟山、台州四地信用办共同签署了一份“城
市信用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四个城市将在信用信息交换共
享、诚信企业互认、信用奖惩联动、信用服务市场
培育等方面深入合作，包括拓展守信激励，先行
推进四个城市的企业或个人信用分在交通、旅
游、医疗等重点领域的互认，还将联合建立信息
反馈机制和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警医邮”便民服务点
家门口就能办驾驶证业务
本报讯（通讯员 皇甫亦芬 记者 张培坚）12
月 5 日，一位市民在中国邮政繁景网点办理驾驶
证更换业务。
由邮政牵头，联合公安交警、医院三部门成
立的“警医邮”便民服务点日前启用，截至目前，
宁波市有警（医）邮服务点 124 个。
市民可以就近办理驾驶证遗失补证、换证，
车牌号补领、换领，行驶证补证、换证，补领机动
车检验合格标志等业务。

美国通俄调查团队
建议“从轻发落”弗林
主持“通俄”调查的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
特·米勒团队日前表示，由于前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对相关调查工作“帮助
巨大”，不建议判其入狱服刑。
据悉，弗林将于 18 日面临判决。
据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5 日电

■科技

全球首个死体移植
子宫内孕育的宝宝诞生
巴西科学家 5 日说，巴西一名女性 2016 年
9 月移植源自死者的子宫后，于去年 12 月诞下
一名健康女婴。这是全球首个在死体移植子宫
内孕育的宝宝，为许多患有子宫性不孕的女性
带来了新希望。
据发表在新一期英国《柳叶刀》杂志上的
论文，这名女性患先天性子宫阴道缺失综合
征，移植子宫后又通过体外受精怀孕，怀孕第
35 周时通过剖腹产手术诞下女婴。婴儿出生
时体重约 2.55 千克，之后生长速度与普通婴儿
无异。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科学家又探测到 4 次引力波
一个国际天文学团队近日在美国宣布，他
们又探测到 4 次由黑洞合并事件产生的引力
波，其中一次是迄今已知最大、最远的黑洞合
并事件。
最大黑洞合并事件发现于 2017 年 7 月 29
日，两个黑洞合并过程中有相当于约 5 个太阳
质量的能量以引力波的形式释放，合并后的新
黑洞质量还相当于约 80 个太阳。这也是迄今
所观测到的距地球最遥远的黑洞合并事件，距
地球约 90 亿光年。
据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4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