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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鄞州区开展
“鄞企稳岗护航行动”

7000 余家企业享受稳岗返还 2.49 亿元
本报讯（记者 林伟 通讯员 王琼璐 胡吉
宁）近日，当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社保专
员接到鄞州区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的电话时，差点
震惊得说不出话。原来，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告
诉他，根据鄞州区开展的“鄞企稳岗护航行动”，他
们公司可以享受近 1000 万元的社保返还。
今年以来，面对宏观经济增长压力和对外贸
易压力，就业形势面临巨大的挑战。为此，鄞州区
就业管理中心主动作为、积极谋划，在全区开展了
“鄞企稳岗护航行动”，与企业同舟共济、共渡难
关。
根据相关政策，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
且恢复有望、裁员率低于 5%的参保企业，按企业
及其职工 2018 年度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25%
作为稳岗返还补贴。通过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减
轻企业成本。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维持企业
经营和用工稳定。
截至目前，鄞州区内 7381 家符合条件的企业
已进行了网上申报，合计发放援企稳岗补贴 2.49

亿元。据悉，鄞州的发放金额和发放企业数量都
在全市位列第一。其中减负最多的前三家企业为
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城乡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减负金额分
别为 956.67 万元、469.55 万元、427.81 万元。
作为一家以经营城乡公共交通为主的企业，
宁波市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承担了鄞州区中心
城区及部分主要乡镇、街道和市区广大人民群众
的基本出行任务。这次政府推出的援企稳岗行
动，
该公司享受了 469.55 万元的社保返还。
城乡公交公司的经办人表示：
“我们通过鄞州
区就业管理中心的电话服务和短信提醒得知了这
个补助消息，非常感谢政府在企业困难时及时伸
出援手，
并主动提供服务。
”
援企稳岗社保返还政策力度大、落实快，减负
降本效果比较明显，很多规上企业都拿到了几十
万元到几百万元的返还资金。调研走访中，受惠
企业都表示，一下子返还相当于 3 个月的社保费，
很有获得感。

与此同时，鄞州区就业管理中心对因外部环
境变化受影响金额 100 万美元以上的 279 家企业
开 展 了 用 工 情 况 问 卷 调 查 ，对 其 中 受 影 响 金 额
1000 万美元以上的 18 家企业安排专人进行联系
对接和上门走访，
确保服务无缝隙。
在调研中发现，
受贸易摩擦影响较大的部分企
业，
有些原本计划转移工厂，
或裁减人员降低成本，
通过这次困难企业稳岗返还增强了信心，
坚持不裁
员、
不转移，
稳定了企业预期、
增强了企业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鄞州区通过实施就
业创业新政、开展“鄞企稳岗护航行动”等举措，帮
助企业稳定岗位、落实城乡统一失业保险政策，用
足用好现行各项技能培训补贴政策；同时通过校
企合作培训、在岗培训、订单式培训等方式，重点
加强对涉税企业转岗或失业职工的技能培训。
截至 5 月底，鄞州区新增就业人员 15393 人，
失业人员再就业 2026 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601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1.93%，比去年同
期下降 0.11 个百分点，
保持低位运行。

查询已故存款人账户方便了
亲人不幸去世，家人如果想查其名下的账户
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向开户银行业金融机构提
存款余额，将不用再去公证，直接拿相关证件就
交书面申请，办理存款等查询业务。而公证遗嘱
能到银行查询。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司法部联
指定继承人、公证遗嘱受益人，则需要携带已故
合发布《关于简化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相关事项
存款人死亡证明、公证遗嘱及本人有效身份证
的通知》，大大简化了手续。记者走访甬上银行
件。
获悉，之前已陆续接到相关文件，并组织了培训，
除了存款余额以外，查询范围还包括银行业
现在已按文件规定执行。
金融机构自身发行或管理的非存款类金融资产
据介绍，此前，存款人意外亡故后，经常会出
的余额。银行业金融机构经形式审查符合要求
现亲人不知道留有存款的事情，或是找到银行卡
后，书面告知申请人所查询余额。对代销且无法
却不知道取款密码。这时需要所有继承人一起
确定金额的第三方产品，银行业金融机构则会告
到公证机关开具《存款查询函》，再拿着查询函去
知申请人到相关机构查询。对于存款余额，应告
各家银行逐一查询。
《存款查询函》通常有有效
知查询日可确定的金额；定期存款应当列明到期
期，继承人办理查询函时需要带齐所有材料，并
时间。存款如处于冻结等权利受限状态的，需在
缴纳一笔公证服务费。公证的目的是查询继承 “备注”栏中注明。对于理财、基金等非存款类金
人提供的身份证明材料是否与公安机关留存的
融资产，无法提供当日净值的，可告知上一交易
信息一致。
日净值并向申请查询人予以说明；无法提供净值
根据新规定，已故存款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的，可告知资产购入价款并向申请查询人予以说
凭已故存款人的死亡证明、表明亲属关系的文
明。非存款类金融资产难以确定金额的，应告知
件，比如户口簿、结婚证、出生证明等，以及本人
查询申请人到相应机构办理查询。 记者 周静

国家将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事后质量抽查
新华社电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现场登记工
作顺利结束，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将统一组织开展普查事后质量抽查工
作。6 月 15 日起，10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抽查
员，将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249 个样本县（市、
区、
旗）开展事后质量抽查。
这是记者从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 11 日举行的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的。
在大型普查登记工作结束后开展事后质量抽
查，是我国历次大型普查的通用做法，也是国际通
行做法。
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司长程子林介
绍，事后质量抽查是经济普查的重要环节，是普查
登记后进行的独立调查。其目的是通过抽样核查

部分单位，了解普查登记中发生的单位和主要指
标的差错情况，对全国及省级经济普查数据质量
进行评价，
为全面应用普查结果提供科学依据。
程子林介绍，事后质量抽查主要包括普查登
记规范性、普查单位核查、主要指标数据填报质量
等方面。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从各地统计机构、国家统计局司级单位共抽
调 1059 名业务骨干参与事后质量抽查工作，按照
地域交叉、专业交叉的原则，组建了 31 个抽查工
作组，成为普查历史上抽查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
一次事后质量抽查。
据了解，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包括了 13 个环
节，在事后质量抽查之后，还将进行普查数据评
估、共享与发布，
普查资料开发，
普查总结等。

油价迎年内最大降幅
今起 95 号汽油
每升下调 3 角 9 分
本报讯（记者 黎莉 通讯员 叶湧）
今日零时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迎来年内
最大的降幅。昨日记者从中石化宁波分
公司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根据发改委
下发的调价通知，从 6 月 12 日零时起，
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 465
元和 445 元。
具体来看，本次调价后，92 号汽油
调整为 8936 元/吨，6.73 元/升，每升下
调 0.37 元 ；95 号 汽 油 调 整 为 9442 元/
吨，7.16 元/升，每升下调 0.39 元；98 号
汽油调整为 10116 元/吨，7.84 元/升，每
升 下 调 0.43 元 ；0 号 车 用 柴 油 调 整 为
7445 元/吨 ，6.37 元/升 ，每 升 下 调 0.38
元。
据中石化宁波石油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本计价周期前期，因市场担心
贸易争端会抑制经济增长，5 月底欧美
原油期货大幅下跌，5 月 31 日甚至创下
今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同时带来今年
最大的单周油价跌幅。上周原油市场持
续震荡，在避险情绪、美国原油库存持续
大涨、美国加征关税、担心石油需求增长
减缓等多重驱动下，国际油价持续深跌，
全球主要股市下跌也重挫石油期货市场
气氛，不过在后半周期，市场基本面的利
多指引开始发力，带动油价反弹，跌幅有
所收窄。
下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在 6 月 25
日 24 时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