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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返还 50%上年失业保险费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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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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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明确 19 项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围绕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等

引导毕业生到重要领域就业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记者胡浩）
记者 5 日获悉，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 2019 届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明
确 19 项具体举措，帮助高校毕业生更高质
量和更充分就业。
教育部提出，拓宽就业领域，着力促
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其中包括，引
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落实基层就业学费
补偿贷款代偿、考研加分等优惠政策；促

进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积极配合有
关部门落实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的社保补
贴、培训补贴、降税减费等优惠政策；服
务国家战略开拓就业岗位，围绕“一带一
路”建设、雄安新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
建设等，引导毕业生到重点地区、重大工
程、重大项目、重要领域就业；拓展新兴
业态就业空间；继续做好大学生征兵工
作；支持大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等。

“男孩失联 5 天”案

女子报假警
考验丈夫感情
日前，媒体报道“浙江乐清一
男孩失联 5 天，家人悬赏 50 万求
线索”一事引发关注。
5 日 2 点 30 分，浙江省乐清市
公安局官方微博@乐清公安通报
称，乐清失踪男孩黄某已于 12 月
4 日 22 时 48 分找到，警方确认其
人身安全和基本健康。
据通报，11 月 30 日 19 时 13
分，乐清市公安局接市民陈女士报
警求助称：其 11 岁的儿子黄某于
30 日下午在城东街道某小学放学
回家途中失联。
原来孩子的妈妈陈女士和丈夫
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丈夫一直在
外经商，可能相聚的时间短暂，感
情就很容易出现问题，而陈女士为
了证明丈夫对自己和儿子是否关
心、重视，蓄意策划了该场“小孩
失踪案”。目前，男孩的母亲已被
警方控制。
（据法制晚报）

杭州一孕妇踩空
掉进窨井身亡

浙江高考英语加权赋分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教育厅厅长被责令辞职
11 月 24 日，浙江省高考英语科目成绩
公布后，考试成绩和加权赋分方式受到一些
学生和家长质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12
月 4 日，浙江省委召开常委会听取调查组汇
报并专题研究。经调查，此次高考英语科目
加权赋分是一起因决策严重错误造成的重大
责任事故。
11 月高考英语科目考试结束后，省教
育厅、省教育考试院收到部分考生及家长关
于本次考试难度偏大的反映，遂参照去年同
期试题难度，对部分试题进行了加权赋分。
调查组认为，此次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
分决策依据不充分、决策严重错误，导致结
果不公正、不合理。《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
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规定，“语

文、数学、外语每门 150 分，得分计入考生
总成绩”。考后加权赋分改变了考试“得
分”，不符合上述文件规定。根据教育部门
有关规定，评分细则应在正式评卷前制定。
本次加权赋分是在正式评卷完成后进行的，
不属于评分细则的范畴，省教育厅主要负责
人和省教育考试院混淆了加权赋分与评分细
则的概念。在具体操作中，省教育考试院又
没有进行充分的技术论证，仅作模拟推演，
导致不同考生同题加权赋分值存在差别。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同志在院长
办公会议多数人持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不坚
持原则，违规通过和执行了加权赋分的错误
决定。
同时，调查组组织评卷专家对这次英语

科目试卷评卷过程和结果进行了严格核查，
认为这次英语考试评卷的组织符合高考相关
规定，阅卷评分是严格公正的，考生的原始
得分合法有效。浙江省政府决定取消这次考
试的加权赋分，恢复原始得分。
在听取调查组汇报并专题研究后，省
委、省政府决定，依据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党政领导干
部辞职暂行规定》 等规定，对相关职能单位
和有关责任人分别追究责任。免去郭华巍省
教育厅党委书记、委员职务，责令其辞去省
教育厅厅长职务。免去王玉庆省教育考试院
党委书记、委员职务，由省纪委对其涉嫌违
纪问题立案审查。
（据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手术做一半医生停手要加钱

打网游遇“猪队友”
男子气晕被送医

患者拖着伤口下楼缴费 1 万余元
不久前，来自云南省的姚先生在甘肃
旅游途中，从客车上看到了兰州现代男科
医院广告。10 月 25 日，他到兰州现代男科
医院进行咨询和检查，医生根据检查结果
要他做手术，他交了 538 元。
然而在手术过程中，医生说姚先生的
手术部位有炎症（淋巴管炎）要清理，还有
神经暴露在外面需要修复，如果不赶紧做
手术，以后会遗留很多问题。
让人震惊的是，医生竟然停止了手
术，说必须再缴纳 15300 元手术费才能继
续。医生还催已经懵了的姚先生，问他有
没有钱，如果没有，赶紧打电话找家人或
朋友借钱缴费做手术。

医生把姚先生伤口简单地包扎后，让
他拖着伤口下楼去缴费。姚先生在局部麻
醉 状 态 和 极 度 害 怕 情 况 下 又 缴 费 12000
元。并在手术后又网上借贷 3300 元缴了费。
姚先生在此事发生后，为了解此类手
术的收费情况，专门跑到兰州市几家大医
院挂号咨询了相关专家。
专家们表示，该手术是很常规的门诊
手术，费用一般为 1000 元左右，最高不超
过 2000 元。
最后，经兰州市城关区卫计局调解，
医患双方自主协商一致后达成如下协议：
兰州现代男科医院同意一次性补偿患者姚
先生 41450 元。 （据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救援现场。
（据钱江晚报）
12 月 4 日，浙江杭州下沙观
澜时代云邸 1 幢附近有一名女子踩
空掉进了窨井，参与救援的下沙白
杨消防中队指导员喻详介绍，他们
是晚上 7 点 25 分接到报警的。
窨井的直径大约一米左右。进
去窨井后，消防员发现，不幸坠井
女子正漂浮在水面上。
记者从东方医院了解到，落井
女子被救上来之后，被紧急送往医
院。送到医院时，落井女子已无生
命体征。
消防员现场了解到，事发时男
子开车带妻子回家，下车时天色比
较暗，女子失足坠入未盖好的窨井
内。
（据钱江晚报）

事发医院。
（据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2 日晚上八点多，120 救护车
呼啸着驶进江苏常州二院阳湖院
区，一名年轻的小伙子小路（化名）
被紧急送入抢救大厅。他呼吸又深
又急，四肢肌肉僵硬无法动弹，意
识也有些模糊。
等小伙子情况稳定下来，医护
人员对他进行了进一步的询问。原
来，发病前，小路正在专心致志打
王者荣耀，可是匹配到的队友一个
比一个“菜”，结果游戏以失败告
终。小伙子心里气得不行，感到呼
吸越来越费力。幸好舍友们将他送
到了医院。
（据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