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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为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稳定就

业岗位、守牢民生保障底

线，我区采取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举措，并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

我区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

步推进稳就业工作？阶段

性减免社保费政策又将如

何推进？针对以上问题，4

月 27 日，自治区就业服务

局、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逐一进行了解答。

打好稳定就业“组合

拳”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

乎国计民生、更关乎千家

万户。为全力抓好各类群

体就业，确保就业局势稳

定，下一步，我区将精准施

策，全力打好稳定就业“组

合拳”……自治区就业服

务局局长王林表示。

王林介绍，首先，我区

将加快推动各项就业政策

落地见效。目前，国家和自

治区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减

负降费、金融支持、援企稳

岗等政策措施，还将制定

出台自治区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稳就业若干措施。

下一步，我区将结合今年

开展的“就业政策落地见

效年”活动，确保上述政策

落到实地。其次，稳住

重点群体就业的基本

盘。主要举措包括：加

大在政策、资金、培

训、招聘、指导队伍、

信息服务等方面对高

校毕业生就业的支持

力度，促进高校毕业

生多渠道就业；继续

做好农牧民工“点对

点”返岗复工服务工

作，同时，引导和帮助

暂时难以外出、有就

业意愿的劳动者积极

参加农村牧区基础设

施建设、人居环境改

善和春季农牧业生产，实

现就地就近就业；将就业

困难人员及时纳入就业援

助范围，实现兜底保障，同

时紧盯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边缘户贫困劳动力和

易地搬迁贫困劳动力三类

贫困群体，“出现一人，帮

扶一人，就业一人”，确保6

月底前实现动态清零。第

三，积极促进就业服务精

准对接。其中包括：依托自

治区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与智联招聘、58 同城、

猎聘网、猫头英招聘引智

等社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联动，持续开展大规模、广

覆盖、高频次的“企业招”

“园区招”等 10 类招聘活

动；加快完善供需调查、培

训对接、就业对接、跟踪服

务“四位一体”公共就业服

务系统，提高培训对接、就

业对接精准度。

确保减免政策惠及更

多企业

国家和我区出台的减

免企业养老、工伤和失业

三项社会保险费政策，明

确了免、减、退、缓四项措

施。其中，免，是今年2月至

6 月对参保的中小微企业

和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

工商户社会保险费单位缴

费部分实行免征；减，是今

年 2 月至 4 月对参保的大

型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社会

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减半

征收；退，是对企业已缴纳

的 2~3 月份社会保险费应

减免单位缴费部门予以退

还；缓，是对受疫情影响生

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

业可申请缓缴，缓缴期限

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期间

免收滞纳金。

当日，针对许多参保

企业和职工关心的问题，

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局局长王亚忠回应道，随

着工作的全力推进，减免

政策的效应还将进一步显

现。下一步，我区将指导各

地将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

策继续落实落细，在推进

预核定和退费、引导未参

保企业参保、强化基金调

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切实帮助企业渡过

难关，切实让政策红利惠

及更多企业。

“我们也希望，对

划型有异议或登记信

息不准确的企业，及

时与参保地经办机构

联系，共同完成信息

完善和划型工作，以

便尽快享受到政策的

红利。”王亚忠呼吁。

让群众少跑腿快

办事

为应对疫情影

响，我区允许参保企

业和个人延期办理业

务，减少非必须的现

场办理。同时，及时发布业

务办理提示，公开事项清

单和办理指南，大力推行

“不见面”“网上办”服务，

确保了人社服务不断档、

不掉线，为服务对象提供

了高效便捷的服务。

采访中，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务服

务处处长张海涛透露，今

年，我区将在前期工作的

基础上，以更大力度更快

速度推行“网上办”“一窗

办”的服务模式，彻底打通

政策落实落地最后一公

里，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

多便利。

首先，到今年年底，自

治区本级服务事项网上可

办率要达到 100%，市县要

达到 90%。为实现这个目

标，我区要建设全区人社

网上办事大厅，并与自治

区政务服务平台、蒙速办

APP对接，统一身份认证，

打通网上办事渠道。同时，

分批次将 165 项人社服务

全部推到网上，优先实现

与群众关系密切的事项网

上办、掌上办。其次，今年

将整合就业创业、社会保

险、劳动关系、人事人才等

服务事项，在全区全面推

行一个窗口综合受理、后

台分类审批、前台窗口出

件的服务模式，最大限度

减少群众排队次数，方便

群众办事。第三，在全区人

社系统开展“人社服务快

办行动”。其中，第一项是

打包办，就是把过去流程

相似、材料相近、结果关联

的一些事项打包成“一件

事”，届时群众只需到一个

窗口、提供一份材料，一次

办理完成；第二项是提速

办，对于即办事项，从接收

材料到办结，原则上不超

过 30 分钟，对于企业和群

众比较关心的失业金申

领、稳岗补贴申领、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等事项，

办理时限压缩 50%以上；

第三项是简便办，即大力

压减办事材料，利用信息

化手段规范业务经办，该

取消的坚决取消，最大限

度减少材料提交次数。

4 月 29 日，记者从呼

和浩特市玉泉区公安分局

了解到，经过 15 个月艰苦

侦查，该局成功破获一起

特大贩卖假冒戒毒药的新

型毒品案件，抓获犯罪嫌

疑人 18 人，缴获新型毒品

胶 囊 两 万 余 粒 ，总 净 重

9000 余克；缴获各类毒品

胶 囊 1200 余 粒 ，总 净 重

721 克；收缴现金毒资、涉

案资金 400 余万元及大量

作案工具，为全国打击新

型毒品犯罪做出重要贡

献。

神秘“胶囊”

2018 年 3 月的一个深

夜，玉泉区公安分局禁毒

大队接到一名女子举报，

称其丈夫在家中吸毒。禁

毒大队迅速出警，将吸毒

前科人员乔某抓获。乔某

称，他已经很久不吸毒了，

只 是 服 用 一 种“ 戒 毒 胶

囊”，虽然价格贵一些，但

服用后效果和吸食海洛因

差不多。细心的民警发现，

乔某眼神迷离并伴有明显

的戒断反应。随即，民警在

其身上发现了一粒“戒毒

胶囊”。同年6月2日，玉泉

区公安分局再次查获吸毒

人员赵某及少量疑似毒品

胶囊，与乔某所持有的胶

囊外形高度一致。经过实

验室检测，两次查获的“戒

毒胶囊”均含有同类新型

毒品。经过禁毒民警夜以

继日的侦查研判，一个以

李某为首盘踞在呼和浩特

市贩卖新型毒品的团伙很

快浮出水面。

“打草惊蛇”

民警侦查发现，李某

所贩卖的“戒毒胶囊”颜色

各异，成分不同，价格悬

殊，毒品来源较为复杂。为

争取时间，侦查员果断采

取“打草惊蛇”方式查明李

某的“供货源”。6月21日，

一向深居简出的李某突然

驾车驶向包头市。侦查员

分析，李某此行很可能与

上家联系购“货”，于是果

断出击，在李某驾车回呼

和浩特市的必经卡口设

伏。当日23时，民警将李某

抓获，当场在其车内查获

新型毒品胶囊 39 粒。李某

落网后，拒不交代贩卖新

型毒品胶囊的犯罪事实，

对其上下家只字不提，始

终以“零口供”对付民警讯

问。民警很快在李某的手

机微信中发现一个名为

“美好”的包头籍男子与其

有大量资金往来，包头籍

贩毒人员张某进入警方视

线。

鉴于案情重大，自治

区公安厅禁毒总队迅速启

动“大要案联动机制”，成

立由厅禁毒总队、呼和浩

特市禁毒支队和玉泉区公

安分局三级主要领导为指

挥，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为成员的专案组，抽调精

干警力30余人，奔赴江苏、

云南、广东等5省8地开展

工作。同年8月，该案被公

安部确立为部目标案件。

公安部禁毒局领导两次听

取案件汇报，并为专案组

确立了“打团伙、摧网络、

抓毒枭、捣窝点”的目标。

毒枭无处藏身

通过侦查研判，一条以

郭某红为首，以买卖“戒毒

药”为掩护，利用互联网、快

递公司等流通渠道，通过网

店经营、微信朋友圈扩散、

分销商加盟等方式，大肆售

卖、迅速洗钱的庞大贩卖新

型毒品胶囊的网络团伙浮

出水面。该网络涉及全国

110 个市县，涉案人员达

6000 余人。民警通过大量

工作，对郭某红犯罪团伙的

毒品流向、毒资脉络、网络

构架进行了精准锁定。

一网打尽

正当一张准备抓捕郭

某红等人的大网悄然铺开

时，该团伙成员突然手机关

机、微信停用。专案组采取化

装侦察、情报研判、物流跟踪

等方式对涉案人员开展不

间断侦查，各地工作组迅速

调整工作方法，全力收集证

据，为案件的诉讼做了大量

基础准备。5个多月后，案件

终于迎来转机。2019年3月2

日，郭某红与其马仔赵某某

驾车前往云南昆明购买新

型毒品，并于3日后返回江

苏家中。专案组果断行动，多

路出击，一举将郭某红贩毒

团伙骨干成员悉数抓获。

随后，专案组成员又先

后行程2万余公里，辗转云

南、山西、广东等省市，对涉案

其他主要犯罪嫌疑人实施抓

捕。2019年9月6日，涉案最

后一名嫌疑人黄某某在云南

昆明落网，标志着李某特大

贩卖新型毒品案成功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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