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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股冷空气正在影
响我省，降温一般也就是一
两天，气温就会反弹，但回升
也不过是两三天，就又回
落。震荡起伏的特征很明
显，但总体上还是在常年此
时正常水平线上下波动，不
会出现连续长时间的偏暖或
偏冷。

29 日白天到夜间全省
晴。29日白天我省大部分地
区最高气温为7℃～10℃；29
日夜间白山地区最低气温
为-7℃左右，其他地区-
6℃～-2℃。全省大部分地
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30日白天到夜间全省晴

有时多云。30日白天延边地
区最高气温为12℃左右,其
他地区 8℃～11℃；30日夜
间白山地区最低气温为-5℃
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
2℃～2℃。中西部地区有
4～5级偏南风，瞬时风力可
达6级，其他地区有2～3级
偏南风。

10月31日-11月1日，
全省有小雨，东部部分地方
有雨夹雪，同时气温自西向
东下降；31日，中西部有5～
6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
级以上。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结合行业特点和人员构成，长
春市总工会向“八大群体”工会会
员中的男性和女性职工分别赠送
了不同的互助保障计划：

男性在职职工：每人赠送一份
《在职职工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计
划》，参加活动的会员一旦发生意
外伤害造成骨折以上伤害，根据受
伤程度最高可以领取20000元互助
金，若会员在因病住院期间发生意
外伤害最高可领取40000元互助
金。

女性在职职工：每人赠送一份
《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计
划》，会员在保障期内一旦患有13
类原发性女性特殊疾病的一种或
多种，最高可以领取12000元互助
金。

长期以来，以货车司机、快递员
为代表的“八大群体”职工奋战在
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的各个领域，以
甘于吃苦、默默奉献的精神，服务
群众、服务社会，成为人民群众幸
福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工

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
们人员流动性大、劳动强度大、工
作中发生意外和患病的风险较大。

长春市总工会为“八大群体”职
工赠送保障计划，将为他们抵御疾
病和意外风险提供新的保障，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他们的医疗负担，使
他们真切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
和关怀，此项举措也将进一步促进
八大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
大局的稳定。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长春市总工会出资101万元
向3.8万名“八大群体”职工每人赠送一份在职职工互助保障计划

冷空气活动频繁 气温震荡起伏

2020 年冬季供暖已经开始。
冬季供暖，涉及千家万户，关系着广
大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是一项重要
的民心工程。

今冬能否保障供暖？暖气热不
热？温度达不达标？有了问题能不
能马上解决？这是消费者在供暖期
最关心的问题。为督促供热企业提
升服务质量，加强对消费者消费引
导，省消协联合省城镇供热协会向
全省供热企业和消费者发出如下倡
议：

方便消费者诉求。供热企业应
设立并通过多种形式公布服务电
话，及时受理消费者的报修、咨询、
投诉，千方百计为消费者排忧解难，

确保维修及时、服务满意、供热合
格；供热企业应建立完善供热突发
事件预警和应急联动机制，提高供
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保障消
费者用热需求。

强化社会责任意识。鼓励有
条件的供热企业把最低供热标准
由 18℃提高到 20℃，提倡供热企
业由达标供热向舒适供热转变，提
升居民舒适指数，用企业的责任心
换消费者的舒心，适时根据天气变
化及时调整供热参数，不仅“看天
供暖”，更要盯紧用户室温变化，让
消费者的家在该热的时候“热”起
来。

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广大消费

者在享受供热企业服务提供的同
时，要及时足额向供热企业交纳热
费，积极配合供热单位对供热用热
设施进行检修、维护，不损坏供热设
施，不私自安装使用循环泵、放水装
置，自觉维护供热设施安全。发现
供热管网漏水，应积极与供热单位
联系，同供热企业一起，确保供热系
统安全平稳运行。

我们倡议全体供热企业和广大
消费者“凝聚你我力量”，努力做到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共
同把冬季供暖这件关系百姓切身利
益的民生大事做好，把温暖与舒心
送入千家万户！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省消协联合省城镇供热协会向全省供热企业和消费者发出倡议

鼓励有条件的热企
把最低供热标准由18℃提至20℃

近日，长春市南关区曙光
街道公共服务中心业务量明
显增加，业务主要来源于办理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以及4050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为切实做好2020年的补
贴工作，公共服务中心通过张
贴通知、宣传栏展示、LED显
示屏和微信群等方式大力宣
传，告知居民申请补贴条件、

时间、程序和要件；工作人员
对前来咨询办理和电话问询
的居民进行耐心的政策解答；
对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细致
的初步审查，使平台上报件合
格率达到100%。

截止到目前，中心共为55
名居民办理了社保补贴业务，
让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惠
及百姓。 /晓辉

长春市南关区曙光街道公共服务中心

为4050灵活就业人员
办理社会保险补贴

10月28日，长春市高校综合类
就业洽谈会暨长春大学2021届毕业
生首场综合类大型双选会成功举办。

本次双选会吸引了来自全国22
个省（市）、自治区的260家优质企业
及浙江、上海等7个政府、人才招聘
团来校招聘揽才，单位涵盖制造业、
电子、IT、教育、批发零售、新兴产业
等行业，线下共为毕业生提供了
27471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就业
中心联合慧就业平台同步推出“云

端”双选会，积极拓展“就业+互联
网”的就业新模式，云架南北，通联
雇主与毕业生，为不能到场招聘的
各地企业和省内其他高校毕业生提
供就业渠道。线上216家企业参会，
提供就业岗位21276个，学生在现场
通过扫码就可以随时与线上用人单
位时沟通。此次双选会共吸引2000
余人次毕业生现场参会，2100名毕
业生线上参会，据初步统计，学生投
递简历近5000份。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获悉，近
期为做好2020届未就业毕业生和
2021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学校积极
开展对外联络，挖掘企业和市场资
源，率先开启线下招聘服务，真正
做到线上线下就业服务不停歇。
自9月份以来，先后组织福建南安
市专场、浙江绍兴市推介等地方小
型专场招聘会，举办企业进校宣讲
会200余场。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刘暄报道

长春市高校综合类就业洽谈会昨举行
线上21276个、线下27471个就业岗位供毕业生选择

今年社保费减免力度空前，企
业往养老“资金池”放的资金少了，
退休职工养老金会不会受影响？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8日回应，保
发放提前进行了准备和安排，也有
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能够确保企
业退休职工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
在当天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介绍说，前三季度企业养老保
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甚至还好于
预期。从基金收支看，总收入2.1万
亿元，总支出2.8万亿元。虽然短期
收入低于支出，但基金累计结余4.5
万亿元。

“在社保‘免、减、缓’等政策实
施前，我们就做了充分预计和精确
测算，对保发放进行了安排。绝大
部分省份保发放没有问题，个别有
困难的省份，在中央帮助下也能够
确保发放。”聂明隽说。

他表示，今年企业养老保险基
金中央调剂比例提高到4％，全年跨
省调剂基金规模达到 1768 亿元。
此外，今年中央财政对地方养老保
险专项补助资金达5800多亿元，有
力支持了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
老工业基地养老金的发放。

“我们将密切关注各地企业养
老保险基金的运行情况，加强资金

监测，研判发放风险，同时帮助协调
调度资金，确保养老金发放万无一
失。”聂明隽说。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
全国参保职工人数28635万人，较
去年末增长 4.1％。离退休人数
10659万人，较去年末增长了2.5％。

“当前养老金的问题主要是省
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聂明隽说，
目前，全国已经有26个省份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实现了基金省级统收
统支，其他5个省份也正在抓紧推
进，确保年底前完成，为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打下基础。

/新华社

退休职工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
人社部回应了

10月26日，长春市交通
运输局官网发布公告，长春
经济圈即将新建两段环线高
速公路，分别为农安至九台
段、双阳至伊通段。目前，两
段高速公路正在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两段环线高速公路分别
经过农安县、德惠市、九台区

和双阳区、伊通县，自本公示
发布之日起，在环境影响报
告书编制过程中，公众可将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邮寄
信件等方式进行提交和反
馈。/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长春经济圈
将新建两段环线高速公路

10月 27日召开的全省
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工作
会议明确，从即日起至12月
底，全省将开展为期3个月的
水上交通运输安全隐患排查
专项整治行动，抓实抓细水
上交通安全监管各项工作，
切实把省交通运输厅部署的
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落到
实处，全力保障我省水上交
通运输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
省水上交通安全形势，分析了
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存在的瓶
颈问题，对下一步水上交通安
全监管工作进行再部署。会
议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加

强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要在全面理顺职能、进行问题
整改的基础上，全面开展水上
交通运输安全隐患排查专项
整治行动。要坚决克服麻痹
思想，举一反三，对辖区所有
航运公司、有船水域进行一次
全方位、无死角的走访检查，
对不具备安全条件的船舶（含
浮桥）要坚决予以取缔；对存
在重大及以上交通安全事故
险情的船舶要立即采取海事
强制措施，对发生的重大险情
开展调查。如有涉嫌犯罪的，
要依据相关规定移交公安机
关。/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刘
佳雪报道

我省开展水上交通运输
安全隐患排查专项整治行动

近日，长春市总工会创新工作方式，将职工互助保障工作作为服务货车司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
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网约送餐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八大群体”职工的重要载体，共出资101万
元，向3.8万名“八大群体”职工每人赠送一份在职职工互助保障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