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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常 州 市 残 疾 人 就 业 保 障 金 征 收 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就业条例》《关于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
进残疾人就业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0〕438号）、《江苏省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苏财综〔2017〕2号)
和《常州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 常州市残疾
人联合会关于明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的通知》（常财综
〔2020〕5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现将2020年常州市区残疾人按
比例就业保障金征收工作通告如下：

一、年审时间
2020年6月28日前。
二、年审范围
常州市区所有安置残疾人就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央直属、省属及外埠驻常单位均要参加
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年审。按本单位注册级别，分别到辖市、区残
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年审。

三、年审方式
用人单位网上自行申报年审。申报单位通过IE浏览器搜

索“http://180.97.2.45/Epoint_JSCLOUT”，自行注册用户后，
根据有关要求自行填写残疾人就业情况，上传年审附件资料，待
同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审核通过后，方可向所属税务部门申
报。网上年审上传材料要求（图片格式、清晰易辨的扫描件或照
片）：

1、填写完整加盖单位公章的《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年审报表》；

2、已安置残疾职工的身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
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8级）；

3、2019年单位与残疾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4、2019年残疾职工的社会基本保险缴纳凭证(1-12月)；
5、2019年残疾职工工资凭证（1-12月银行对帐单）；
6、加盖单位公章的安置残疾人单位诚信声明书。
凡在规定年审期限内未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参加年审的

单位，一律视作未安置残疾人就业。
四、征收时间
2020年7月1日-7月31日

五、征收对象
常州市范围内的机关、团体、企业（包括外商独资企业、港澳

台企业和私营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城乡各类经
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凡未安置或安置残疾人未达到本单位从业
人员总数1.5%比例的，均属于保障金征收对象。

六、征收标准
1、本单位应缴保障金=（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规

定的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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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比例

2、常州市保障金征收比例为38%。
3、相关优惠政策：
（1）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申报期）止，

在职职工总数30人（含）以下的企业，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

（2）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申报期）止，
对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1%（含）以上但低于1.5%的单位，征收
比例再减免30%。

（3）对500人以上劳动密集型大、中型企业实行分档缴纳优
惠政策：单位从业人员1-500人部分，按征缴标准100%征收；
单位从业人员501-1000人部分，按征缴标准60%征收；单位从
业人员1001-2000人部分，按征缴标准40%征收；单位从业人
员2001人以上部分，按征缴标准20%征收。

（4）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上限，按照当地社会平均
工资2倍执行。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按照所在地城镇非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
计算。

七、征缴方法
1、已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经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

机构核定上年度安置从业残疾人数后，单位及时在电子税务局
进行网上申报或到税务各办税服务厅申报缴纳。

2、未安置残疾人的用人单位按时在电子税务局进行网上
申报或到税务各办税服务厅申报缴纳。

3、各单位应按规定向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准确填写应缴费
金额和减免金额，不得采取不申报、零申报等方式直接享受减免。

八、对欠缴单位收取滞纳金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残保金的，按照《残疾人就业条例》

的规定，由征收机关提交同级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予以警告，
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据外，还应当自
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0.5%的滞纳金。

九、对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的奖励
从2018年起，我市根据《江苏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

用管理实施办法》（苏财综﹝2017﹞2号）文件精神，对超比例安置
残疾人的用人单位实施奖励，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在年审期内
自愿申报。

十、其他
1、用人单位跨地区招用残疾人的，应当计入其所安排的残

疾人就业人数。
2、以劳务派遣用工的，计入派入单位在职职工人数。
3、用人单位在职职工，是指用人单位在编人员或依法与用

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含1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的人员。
4、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上年

在职职工工资总额除以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计算。用人单位
在职职工人数和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按年平均
数计算。

5、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主要用于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及就
业援助等，为更好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请用人单位依法及时申
报交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6、大力实施用人单位岗位信息采集。各级残疾人就业服
务机构将根据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信息，积极推荐残疾人就业。

溧阳市年审和征收时间按此公告同步执行。
十一、年审咨询电话
常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常州市天宁区光华路2号）

电话：89961937 88165613
溧阳市残疾人劳动服务所（溧阳市南大街137号） 电话：

87288007
金坛区残疾人就业管理所（金坛区清风路1号，金坛区市民

中心C栋一楼） 电话：82886455、82887511
武进区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湖塘淹城中路长江路高架南

首） 电话：69695028 69695011
雪堰镇残联：86163851 前黄镇残联：86510112
洛阳镇残联：88521380 湟里镇残联：69651816
礼嘉镇残联：86239081 南夏墅残联：86480810
湖塘镇残联：86576730 牛塘镇残联：69870875
嘉泽镇残联：83806522 西湖街道：86361023
高新北区残联：86566229
新北区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新北区高新科技园15号

楼常州国际商务中心一楼） 电话：85557306 85557316
河海街道残联:85115317 龙虎塘街道残联：85482275
新桥镇残联:85918052 罗溪镇残联：83368096
薛家镇残联:85953285 三井街道残联89605729
西夏墅镇残联:83438123 孟河镇残联:81281509
奔牛镇残联：83127509 春江镇残联:85868059
天宁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竹林北路256号，天宁区科技促

进中心15楼1538室） 电话:69661329
郑陆镇残联：88739865
东青管理办公室社会事务服务站（常州市北塘河东路5号）

电话：81181219
钟楼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西直街88号） 电话：86606536

86677536
邹区镇残联：83830552
常州市经济开发区残联：（东城路98号） 电话：85550393
戚墅堰街道：88772844 丁堰街道：86025071
潞城街道：88405334 横山桥残联：88602709
横林镇残联：83688293 遥观镇残联：88710727
十二、残保金征收政策咨询电话:
常州市财政局85681833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12366
常州市残疾人联合会89961937

常州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

常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本报讯 新能源电动车店的老板
张某没有想到，送上门来的孙某不是
买车的潜在客户，而是个手头拮据、想
方设法骗钱的骗子。5 个月里，孙某
虚构各种名目连续10次，从他手中骗
走4.2万元。

“80 后”的孙某长期处于无业状
态。去年 5 月，被人多次催债的孙某
把目光转向了当地一家新能源电动车
店的老板张某，认为只要自己表现得
很想买车，老板肯定会很热情，等熟悉
后就有机会开口借钱了，于是，他以此
为名搭上了张某。

孙某称自己出过车祸，有20万元
赔偿金，就想买辆15万元的车，用来跑
滴滴赚钱养家。此话给张某画了张饼，
让他觉得孙某是个潜在客户。到张某
店里去了一两次后，孙某就与其签订了
一张14万元的购车合同，写了身份证
号、手机号并签了名，但他故意写错了
身份证号的最后一位数字。为了骗取
信任，租房居住的孙某还谎称住在比较
高档的住宅区，“说住在城里好的地方，

他就会更确信我有能力买车”。
去年 5 月 31 日，孙某第一次以买

东西要微信支付但余额不够为由，骗
张某转账 500 元帮忙应急，由此开启
了短则两三天、长则个把月间隔的十
连环诈骗，每次所骗金额从几百元到
上万元不等。除了“自己车祸要评残、
亲戚买车要借钱”等理由，还谎称其已
过世 20 多年的老丈人生病住院要开
刀，并由此衍生出陪老丈人治疗时手
机被盗、出院时要塞红包打点等借口。

至去年9月28日，张某共计借给孙
某4.2万元。尽管其间张某曾找其要过
钱，但孙某用联系时夸其“讲义气”“够
朋友”之类的话，或到店上门送礼打招
呼等方式稳住了张某，直到最后干脆把
张某拉黑。张某才发现被骗并报警。

案发后，孙某的父母向被害人张
某代为退出赃款 2.1 万元，并就剩余
款项和张某签订还款承诺，取得其谅
解。近日，孙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2万元。

（何嫄 赵国梅 孙忠玲）

以为迎来潜在客户
却连遭10次诈骗

“人设”一词，最早出现于文化创
意产业，是动漫、游戏中“人物形象设
定”的简称，原指登场角色的造型、个
性设计，随后延伸到其他文艺创作领
域，并逐渐成为网络常用语，指某人的
社会形象。

这两起诈骗案中，无论是“宅男”
小李那远方所谓的“漂亮女友”，还
是伪装成购车“潜在客户”的孙某，
他们向被骗者呈现的“人设”，或是
通过青春靓照动态，或是通过“比较
高档的住宅”，甚至在孙某一案中，
他还给被害人张某强加了“讲义气”

“够朋友”的“人设”，以此逃避被识
破和追债的状态。

现代社会崇尚高效快捷，往往需
要直截了当、一语中的，“人设”满足的

正是陌生化现代社会的这一需求。由
此，“人设”凸显人物辨识度，提高信息密
度和表达效率，让人在海量信息中快速
完成描述、认知、沟通，便于识别志同道
合的人、形成群体认同，有助于构建社交
氛围形成公共关系。

“人设”一旦形成，就如一张张递出
去的名片，承载着特定信息的传达。多
少骗局假汝之名？窃以为，诈骗案件的
多发，是因为在虚拟网络和真实社会中，
时间和空间的某种缺位，让对“人设”的

判断无法通过听其言辨其形进行，也无
法“兼听则明”。“扩列”之余，“宅男”小李
之类的个体，还试图附加生活中的真实
情感，在缺乏有效“人设”甄别的情况下，
往往成为被害人。

想要不被“人设”所诱导，唯有于社
交关系上在保有善意信任之外，始终保
持底线思维，划好经济往来上的“警戒
线”，才能拥有让骗子“人设崩塌”的“一
双慧眼”。

何嫄

“人设”，多少骗局假汝之名

本报讯 能够即时聊天、视频通
话的交友软件打破了时空局限，让

“宅男”们足不出户也能游戏和交友，
但也给骗子可趁之机。日前，兰陵派
出所接到“宅男”小李报警，称深爱的
女友失联了，请民警帮忙寻找。警方
询问后发现，小李与其女友素未谋
面，却已为其花费 13 万余元。警方
初步判定小李遭遇了网络交友诈骗。

去年 8 月中旬，“宅男”小李通过
某社交平台上的“扩列”活动，添加了
一位昵称为“琪琪”的女子为好友。两
人简单寒暄后，在“琪琪”的热情邀约
下，小李与其一起打起了游戏，并成为
配合默契的“完美搭档”。

偶然间，小李发现，“琪琪”在空间
发布了一些自拍靓照，以及委婉表达
自己单身、好想谈恋爱的动态，他有些
心动。两人聊天愈发频繁，3 个月后，
小李与“琪琪”确定恋爱关系。之后，
小李多次提出见面请求，都被“琪琪”
找理由婉拒。

恋爱后的小李陷入“温柔乡”无法

自拔：女友想喝奶茶，买；女友想养小狗，
买；女友想换手机，买⋯⋯不仅如此，小李
还主动慷慨发去几十元、几百元的红
包。没过多久，“琪琪”分别以家人受伤、
亲戚被追债等理由向小李借钱周转。中
途两人曾为借钱一事产生矛盾，但“琪
琪”以分手为要挟，小李只得一边哄着女
友，一边继续转账，累计花费13万余元。
等到小李发现“琪琪”已将其拉黑、再也
联系不上后，才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兰陵派出所会同刑
警大队展开侦查，迅速锁定作案嫌疑
人真实身份和位置，赶赴湖北将“琪
琪”抓获。摘掉“美女”的网络面具，现
实中的“琪琪”是一名体重超 160 斤的
中年妇女唐某。

据唐某交代，由于长期没有固定收
入，自己花钱又大手大脚，导致经济拮
据，便动起了歪脑筋，在网上精挑细选美
女图片用来虚构人设，借着网恋专门对

“宅男”实施诈骗。目前，嫌疑人唐某已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莫国强 何嫄）

“宅男”远方有了个
素未谋面的“漂亮女友”

6 月17 日下午，常州港华轻风义工队联合市住建局和西新桥、万福桥等社区，举行了“万粽同心为公益”活动。活动现
场包粽子、讲安全。800多个爱心粽最后都送到了孤寡、空巢老人家中。 张洁 芮伟芬图文报道

本报讯 宠物爱好者通过花鸟店老板
买到一只会说很多话的“神奇”鹦鹉，哪知，
这只鹦鹉是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Ⅰ的物种——非洲灰鹦鹉。
新北区河海派出所接到举报后，将店主、购
买者带回调查。

市民龚某是动物爱好者，经常在网上
刷动物视频。他在我市一家花鸟店里买了
一只绿色鹦鹉后，通过店老板加入了一个
鹦鹉爱好者的微信群，经常在群内分享鹦
鹉趣事。在群里，龚某看到群友发的一只
灰鹦鹉视频，这只灰鹦鹉会讲很多话。龚
某看了很心动，遂联系花鸟店买下了这只
鹦鹉，此后一直精心饲养。

民警在龚某家不仅查到了这只灰鹦
鹉，还在鱼缸中发现一只黄头龟，遂将 2
只动物交由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
定中心鉴定。经鉴定，鹦鹉为非洲灰鹦
鹉，黄头龟为黄斑侧颈龟，均属国家保护
动物。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查获的保
护动物已送至淹城野生动物园饲养。

（童华岗 谢锋 姚好）

花鸟店买鹦鹉
店主买家均被抓

本报讯 “这是你当年事故造
成路产损失的索赔清单，根据规定
应赔偿 12000 元。”6 月 15 日下午，
在溧阳市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
损坏公路路产后逃逸的肇事司机李
某从溧阳市公路管理处路政科工作
人员手中接过索赔清单，对事故造
成的路损进行了赔偿。至此，历时
20 年的损坏公路路产逃逸案画上
句号。

2000 年 9 月 21 日，当时 19 岁
的河南籍男子李某驾驶着一辆满载
货物的货车在途经104国道涧东桥
时，因避让不当，车辆失控，翻入公
路边桥下，造成前方行人罗某当场
死亡，事故现场的护栏板等公路附
属设施遭到严重损坏。李某见情况
不妙，和随车人员黄某弃车逃逸。
公路路政执法人员现场取证勘验，
发现共损坏公路护栏板4块、护栏立
柱10根、支撑架10套。路政执法人
员对损坏路产开具索赔清单，并交
至溧阳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

事故发生后，李某回老家带着
母亲和弟弟一起逃逸，黄某返回老
家后改了姓名。当年技术手段有
限，一直没有找到李某，这起肇事逃
逸致人死亡及损毁公路路产逃逸案
件陷入了僵局。这些年来，民警和
路政队员一直努力寻找突破口。

去年 10 月，通过网上研判，民
警发现了李某的活动踪迹。在法律
的威慑下，去年 10 月 15 日，李某来
到溧阳市交警大队投案自首，对死
者家属进行了赔偿。目前，李某已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正面临刑事
审判。案件侦查中，警方通知了溧
阳市公路管理处，协助就当年的路
损向李某索赔。

今年 6 月 15 日，依据当年由溧
阳市公路管理处开具的路产损失索
赔清单，李某将路产赔偿款 12000
元交到了公路管理处路政科工作人
员的手中。这起历时 20 年的损毁
公路路产逃逸案顺利结案。

（谢泉平 孙丹 芮伟芬）

溧阳破获20年旧案
成功追回路产损失

本报讯 昨天，天宁法院发布
了毒品犯罪案件审判白皮书，公布
了近 3 年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十大典
型案件，引导公众进一步增强法治
意识、禁毒意识，进一步提升辨别是
非的能力、抵御毒品的能力。

分析 2017-2019 年审结的毒
品犯罪案件发现，在犯罪人员上，无
业人员、低收入人员、无固定职业群
体、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占比达
90％以上。很多毒品犯罪分子开
始是出于无知、猎奇等心理走上吸
毒道路，吸毒的巨大支出则促使他
们逐步陷入了蹭吸毒品、代购毒品、
以贩养吸的怪圈。加上吸毒人员之
间相互交叉感染，使得毒品犯罪人
群越来越集中化。

但是，毒品的危害绝不仅仅限
于某一个特定或者特殊群体，如十
大案例中谢某引诱、教唆他人吸毒、
容留他人吸毒案中，谢某原本是教
育机构的工作人员，借口吸毒可以
减肥、吸毒后精力旺盛、不困不饿

等，引诱他人吸毒，从而成为涉毒人
员。这种具有教育背景身份的人
员，教唆他人吸毒、容留吸毒的行为
较一般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更大。法
院在严惩的同时向有关部门发送了
司法建议，要求相关部门严格把好
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品行资质关，做
好相应的管理监督工作。

天宁区作为常州市主城区，经
济相对发达，毒品犯罪活动集中于
毒品消费活动，主要表现为贩卖零
包毒品、容留他人吸毒。近 3 年来，
贩卖零包毒品占贩卖毒品总数的
90%，容留他人吸毒犯罪案件占全
部毒品案件的 36.4%——如刘某某
在自己经营的小区茶室内容留他人
吸毒、莫某某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
内容留他人吸毒。这些案例不断地
警示市民，毒品犯罪就在身边，交
友、交付房屋和汽车供他人使用时，
都要有风险防范意识，要远离吸毒
人群，杜绝自己的财物被毒品犯罪
分子利用。 （天法 庄奕）

天宁法院发布毒品犯罪案件审判白皮书：

警惕！毒品犯罪就在身边

本报讯 进入梅雨季，我市连
续强降雨，全市公路养护力量不惧
艰险，昼夜奋战在护路保通一线，确
保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

我市公路中心提前制定应急值
班表，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
领导带班制度，组织抢险队伍，明确
应急保通流程，确保极端天气下发
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抢险保通
工作。目前，公路中心已成立 4 支
汛期应急抢险队伍，共计 400 余人
随时待命开展保通工作。此外，还
准备了工程车、皮卡车等 40 辆车，

装载机、挖掘机等大小机具 100 余
台，以及大量安全标志牌、反光锥形
桶、铁丝、草帘、编织袋等防汛物
资。公路养护人员对养护范围内的
国省道和桥涵进行全面细致的巡
查，对 312 国道、232 省道、340 省
道、240 省道等部分易积水路段加
大巡查频次，发现隐患及时处理，提
高公路安全通行能力。

截至目前，公路中心已完成边
沟清理、雨水井疏通200公里，清理
乔灌木百余棵。

（童华岗 冯岑 赵云霞）

疏通200公里公路边沟窨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