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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非公企业精准帮扶
区政协牵线搭桥

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举办首届“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国际大会”的
通知》（建村函〔2017〕187号），为全面展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取得的成就，
加强国际交流，凝聚共识，进一步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住房城乡建设部
将于今年10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首届“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国际大会”。

为展示我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成果，现开展公开征集活动。主要征集
内容：传统村落论文征集、摄影作品征集、微电影作品征集、三维实景模型
作品征集、传统村落达人推荐、中国传统建筑名匠推荐等。具体相关要求，
请登录住建部网站查询：http://www.mohurd.gov.cn/czjs/czjszcfb

请按照各项通知的具体要求按时提交成果。成果发送至区农委邮
箱：mtgxnb@163.com

联系人：丁 莹 联系电话：69824325
门头沟区农村工作委员会

2017年8月10日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区农
业局农业综合执法队近一段时间
攻坚克难，大力巩固国家农业综
合执法体制改革试点成果，采取
多项务实举措抓紧抓实渔政夜间
执法，历经近4个多月时间的不懈
奋战，全区夜间违法捕鱼行为数量
与往年相比显著下降，部分重点水
域违法捕鱼行为举报数量降至同
比四分之一的水平，成效明显。

4月1日至8月9日期间，区
农业局农业执法队共受理群众
举报夜间违法捕鱼行为9起，办
结9起，处罚2人次，处罚金额累
计5000元，单笔最高处罚金额达
到 2500 元，收缴违法捕鱼工具
10余件，收缴电捕工具 4套，警

示教育可疑分子20余人次，有力
遏制了夜间违法捕鱼行为。

一是大力加强渔政联合执法
机制建设。区农业综合执法队积
极主动同区水政大队、重点水域属
地派出所建立联合协作关系，制定
联动执法机制，进一步强化了渔政
执法力度，进一步增强了制裁手
段。与斋堂水库、珍珠湖景区、向阳
口村达成一致，强化属地管理，强化
对村民的渔政法律教育，主动协助
做好周边水域巡查，发现违法捕鱼
行为，第一时间报告区农业综合执
法队，强化了夜间巡查力度。

二是大力加强渔政执法装备
建设。区农业综合执法队积极申
请装备资金，配备了便携式执法

快艇2艘、冲锋舟4艘，强光照明
设备15套，夜视设备1套，专业救
生衣20套，解决了渔政执法夜间
无法下水、可视性差、安全性差等
问题，为实施夜间执法提供了强
有力的装备保障。

三是大力加强渔政夜间执法
力度。在各分队属地管理基础上，
制定实施农业综合执法队备勤制
度，与区为民服务中心转办案件实
时对接，与区农业局值班室对接，
一旦接到夜间违法捕鱼举报，迅速
组织执法人员赶往现场搜索、蹲
守、巡查，每次夜查行动晚上11点
后结束是常有的事。同时，区农业
局农业综合执法队对斋堂水库、
落坡岭水库、珍珠湖水域、龙泉

湾、门城湖等夜间违法捕鱼案件
集中水域进行定期夜间巡视、蹲
守，主动发现查处违法捕鱼行为。

我区渔业水域面积 7000 余
亩，永定河流经我区100余公里，
渔政监管执法任务艰巨繁重。
区农业局着力加大渔政夜间执
法的目的就是要斩断违法分子
钻夜间执法不易被发现，在执法
部门8小时工作时间之外，容易
得手的侥幸心理。用迅捷的行
动，严格的处罚，严正警告违法捕
鱼者在任何时间、在我区任何水域
都严禁实施违法捕鱼行为。有以
身试法者，绝不姑息，绝不纵容，坚
决守护好全区渔业资源安全，坚决
维护好全区水域生态平衡。

一、为什么要实行用人单位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制度？

实行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是国家保障残疾人合法劳动权益的一
项重要规定，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建立市
场经济过程中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针
对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就业困难而采取
的一项重要措施。《宪法》、《劳动法》、《残
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

〔2015〕72 号）、《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北京市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京财
税〔2017〕778 号）等都规定用人单位有责
任和义务安排残疾人就业。实行用人单
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目的是确保残
疾人与健全人平等享有合法的劳动权利，
保障残疾人的生存与发展，体现了我国人
权保障的真实性、公平性和广泛性。

二、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有哪些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
四章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实行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制度。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
按照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
选择适当的工种和岗位。达不到规定比
例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保障残疾人
就业义务。国家鼓励用人单位超过规定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残疾人就业条例》第八条和第九条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
位。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其
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比例的，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
法》（财税〔2015〕72 号）第二章第六条规
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
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 1.5%。具体
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
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用人单位安
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其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应当缴
纳保障金。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保障法〉办法》（2011 年修订本）第四章
第三十一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用人单位应当
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履行安排残疾
人就业的义务，按照不少于本单位在职职
工总数 1.7%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用
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向所在区、
县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安排残疾人
就业情况。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

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北京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京财税〔2017〕778 号）第二章
第六条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用人单
位，应当按照不少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
1.7%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上述
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保障金。

三、我市哪些用人单位应当履行安排
残疾人就业的义务？安排残疾人就业未
达到规定比例的，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保障法〉办法》（2011 年修订本）第四章
第三十一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用人单位应当
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履行安排残疾
人就业的义务，按照不少于本单位在职职
工总数 1.7%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用
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向所在区、
县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安排残疾人
就业情况。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
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四、用人单位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
当如何进行申报？

用人单位应于每年 8月 1日至 9月 15
日，向地税登记地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
申报上年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
数。规定申报时间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
假日的，以休假日期满的次日为规定申报
时间的最后一日；在规定申报时间内有连
续 3日以上法定休假日的，按休假日天数
顺延。

用人单位申报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
可通过“北京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
情况网上申报系统”（以下简称“网上申报
系统”）申报，或到地税登记地的残疾人就
业服务机构现场申报。

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采取
自核自缴的方式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五、用人单位超过规定申报时间能否
进行申报？

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申报时间内申报
上年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的，视为未安排
残疾人就业，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将不再
进行审核。

六、符合哪些条件的残疾人可计入用
人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符合以下
条件方可计入本单位所安排的残疾人就
业人数：

（一）将残疾人录用为机关、事业单位
在编人员，或依法与劳动年龄内残疾人签
订1年以上（含1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

（二）依法支付残疾人工资；
（三）依法为残疾人在本市按月足额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七、如何通过“网上申报系统”申报安

排残疾人就业情况？
用人单位使用“网上申报系统”申报

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时，可根据所安排的
残疾人的具体情况，全部或部分通过“网
上申报系统”申报所安排就业的残疾人。
所安排就业的残疾人存在以下情况之一
的，不可通过“网上申报系统”进行申报，
须现场申报该残疾人的就业情况：

（一）与用人单位首次签订劳动合同
（服务协议）、续签劳动合同（服务协议）或
变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期限的；机关、
事业单位首次申报的在编人员；

（二）用人单位实际向其支付的月工
资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或延期向其
支付工资且延期不超过30天的；

（三）在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的单位
就业的；

（四）非本市户籍的。
八、用人单位如何登录“网上申报系

统”？
（一）用人单位使用登录“北京互联网

地税局”的CA证书进行登录”；
（二）无CA 证书的用人单位，持印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有效证件到地税登
记地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获取初始密
码后进行登录（不可通过电话索取用户名
和密码）。

九、用人单位现场申报时，应提交什
么材料？

（一）《北京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
业情况表》（不填写“网上申报系统”审核
通过的残疾人）；

（二）所申报残疾人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北京市残疾人服务一卡
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
8级）复印件；?

（三）与残疾人首次签订劳动合同（服
务协议）、续签劳动合同（服务协议）或变
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期限的，应提供劳
动合同（服务协议）的原件及复印件；机
关、事业单位首次申报的在编人员，应提
供主管人事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实际支付残疾人的月工资低于
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应提供该残疾人
病假、事假考勤记录或本单位停工、停业
等相关证明材料；延期支付残疾人工资且
延期不超过30天的，应提供本单位生产经
营困难的证明材料；?

（五）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的单位，应
提供上下级隶属关系的证明材料；

（六）所申报残疾人为非本市户籍的，
还应额外提供有关材料。

十、用人单位现场申报的残疾人为非

本市户籍的，有什么特殊规定？
所申报残疾人为非本市户籍的，除提

供本政策问答第九项提到的材料外，还应
提供下列材料：

（一）该残疾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
（1至8级）原件；

（二）该残疾人的《北京市用人单位安
排残疾人就业岗位说明书》；

（三）上年含该残疾人的《北京市社会
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位职工缴费信息）》。

十一、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如何计算？

（一）用人单位安排 1名持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1至 2级）或《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3级）人员就业
满 1年的，按照安排 2名残疾人计算；未满
1年的，按照残疾人职工实际就业月数（以
为残疾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为准）
的2倍计算。

例：某单位上年 10月份招用 1名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听力残疾 1
级）的职工，该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计算为：（3个月÷12个月）×2倍=0.5人。

（二）用人单位安排 1名持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3至 4级）或《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4 至 8 级）人员就
业满 1年的，按照安排 1名残疾人计算；未
满 1年的，按照残疾人职工实际就业月数
计算。

例：某单位上年 5 月份招用 1 名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残疾等级
为7级）的职工，该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人
数计算为：8个月÷12个月≈0.667人；

（三）用人单位成立未满1年的，安排1
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1至2
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
3级）人员，按照残疾人实际就业月数除
以用人单位成立月数所得结果的 2 倍计
算；安排 1 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3 至 4 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军人证》（4至 8级）人员，按照残疾人实
际就业月数除以用人单位成立月数所得
结果计算。

例：某单位地税登记注册日期为上年
5 月份，7 月份招用 1 名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证》（肢体残疾2级）的职工，该
单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计算为：（6个月÷8
个月）×2倍=1.5人。

十二、用人单位跨地区招用残疾人能
否计入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用人单位跨地区招用残疾人的，应当
计入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十三、用人单位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招
用残疾人能否计入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以劳务派遣用工的，应计入派遣单位
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十四、用人单位因与其他单位存在上
下级隶属关系，导致残疾人的归属存在异
议的，应当如何处理？

与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为残疾人发
放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不为
同一单位，但单位间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的，该残疾人应按月计入其个人所得税工
资薪金项目申报缴纳单位所安排的残疾
人就业人数。

十五、用人单位如何查看安排残疾人
就业情况审核结果？

用人单位通过“网上申报系统”申报
的，在申报完成后3个工作日后，再次登陆
系统查看审核结果。对审核结果无异议
的，确认后打印《北京市用人单位安排残
疾人就业情况审核确定书》。

用人单位进行现场申报的，残疾人就
业服务机构将在申报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
审核确定，并出具《北京市用人单位安排
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确定书》。

十六、用人单位对网上申报的结果有
异议怎么办？

对“网上申报系统”审核结果有异议
的，在规定时间持存在有异议残疾人的相
关材料进行现场申报。

十七、用人单位如何重新申报安排残
疾人就业情况？

用人单位因故需要重新申报的，可在
审核确定之日起 3年内，持规定材料进行
现场申报。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在重
新申报后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确定，并
出具《北京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
况重新审核确定书》，同时收回原《审核确
定书》。

十八、如何查询北京市用人单位安排
残疾人就业的有关政策法规？

用人单位可登陆市、区残联网站、市
地方税务局网站和首都之窗查询用人单
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有关政策、法规（市
残联www.bdpf.org.cn、首都之窗www.bei⁃
jing.gov.cn、市地税局 www.tax861.gov.cn
的相关栏目），也可以通过电话或到市、区
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咨询(门头沟区
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电话：69842909、
69830970)。同时，用人单位也可到市、区
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和各区地税局、市地
税局直属分局及相关税务所免费领取残
疾人就业的有关法规、政策文件和宣传材
料。

2017年 8月 1日-2017年 9月 15日
为审核征期，期间未申报的，视为未安排
残疾人就业。

区残联/提供

北京市用人单位申报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政策问答
（2017版）

本报讯（记者 李倩）2016年
12月25日，区政协接到政协委员
孟宪锋的一份内容为关于保护扶
植中药材良性发展助力精准帮扶
的提议后，积极与区工商联、区农
委取得联系，一同寻找我区适宜发
展中药材种植的帮扶村镇，引导、
支持非公企业助力精准帮扶。

区工商联、区农委在区政协的
前期调研基础上继续牵线搭桥，并
于今年7月，组织召开了中药材栽
培及产业发展项目工作会，延伸办
理政协委员提案工作。该会将企
业与相关镇、村及合作社负责人聚
在一起，就目前各自在种植中药材
方面存在的问题互相交流。

最终，经区政协、区工商联及
区农委等相关部门的努力牵线下，

企业与斋堂镇成功搭桥。据了解，
孟宪锋为北京京西中医药健康产
业发展商会会长，他所在的北京鸿
博集团是一家大型的民营企业，不
仅在在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市有中
国景和神农本草种植旅游观光园，
近几年，其集团下属北京鸿博华康
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还因地制宜
在我区潭柘寺镇大力发展中医药
产业。斋堂镇地处我区西部深山
区，2016年在新的低收入认定标
准下，全镇共有低收入农户1044
户、2066人，而此次在调研目标中
的马栏村、张家村也被认定为低收
入村，其中，马栏村现有农户134
户、286 人，低收入户 69户、131
人。张家村全村共有农户159户、
281人，低收入农户80户、153人。

8月3日，区工商联、区农委邀
请了孟宪锋及其专家团队一同深
入斋堂镇低收入村，围绕中草药种
植项目展开调研。几番实地考察
后，专家团队的李晓初表示初步调
研结果令人满意，他说，山里的环
境、水分、温度及光照条件都很适宜
中药材的种植，等取土报告一出就
可以知道哪块地适合种哪种药了。

“真的很欢迎帮扶团队来我镇
调研，也很感谢区政协、区工商联
及区农委等相关部门帮忙“做
媒”。现在市、区都十分重视低收
入帮扶工作，咱们要确保中草药种
植形成产业化，先做
试点、再行推广，搞一
个成一个，切实形成
造血功能。同时，要

优先吸收当地劳动力就业，带动农
民增收。还珍惜利用好土地资源，
维护好生态环境。”斋堂镇党委书
记杨少培说。孟宪锋也在交谈中
说到，如果项目成功的话，将会提
供中草药育苗、种植、收购一条龙
技术支持及服务。不仅要带动劳
动力，促进农户增收，还要大力发
展中医药旅游产业，多方面助力帮
扶。

从政协提案的延伸办理，到政
府部门的牵线搭桥，再到非公企业
的助力扶贫，承载着乡亲们的希望
与致富梦。

本报讯（记者苑辉）8月15日上
午，在我区永定楼文化广场举办了
2017年门头沟区“万步有约”职业人
群健走激励大奖赛第二次实地健走
及健康讲座活动。比赛开始前，开展
了健康讲座：《健走与慢病》，使比赛人
员掌握健康科学的健走方法，提高健
康科学意识。在热身结束后，比赛正
式开始。

本次比赛在文化广场东侧设置
健走起点（终点），在健走教练的带领

下每队队员举旗在门城湖公园健走
步道进行5公里实地健走，根据到达
终点的次序进行一、二、三等奖及健
走纪念奖的发放。

目前，大赛已进展至第 97 天。
在各位队员的坚持努力下，我区取得
了良好的成绩，在全国示范区健走积
分排名中进入前100名，组织绩效成
绩排名第 17位，能够获得国家优秀
团队奖的有4队，今年是我区第一次
参加此项活动。

我区多项举措强化渔政夜间执法 “万步有约”职业人群
健走激励大奖赛又开走

关于征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国际大会”相关活动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