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8月3日 星期五
总编办主办 编辑:史水敏常州新闻民生·人文A2

本报讯 工作期间患病，用人单位
未按照法律规定为自己缴纳医疗保险，
随后又解除了劳动关系。医疗费用谁来
负责？我市外来务工人员王某为此跟原
单位产生纠纷，近日，这起纠纷在新北区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新北区法律援助
中心法援律师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王
某获得赔偿。

王某 2013 年起在新北区某公司工
作，2016 年中秋节被诊断为股骨头坏
死。由于没有缴纳医疗保险，王某只得
自己承担费用，也无力承担人造股关节
置换手术的医疗费，采取了保守治疗。
同年底，王某劳动合同期满，他因无法胜
任原工作，与单位劳动关系解除。

其间，王某咨询律师得知，自己支付
的医疗费中，医保可报销部分应由用人
单位承担，也模糊了解到自己医疗期内
单位依法不可解除劳动关系。2017 年
底王某治疗基本完成，但当他带上全部
医疗费票据前去与原单位协商要求承担
部分时，单位以与王某劳动关系解除为
由拒绝支付。

无力承担律师费的王某，无奈之下来
到了新北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肖莹接
待了王某，她发现本案还有诸多问题有待
解决：首先，王某提供不出其与单位签署
的劳动合同，也没有履行正规的疾病请假
手续；其次，除了初始的诊断在三甲医院
外，王某治疗所用的大量药品都是自己在
药房购买，有正规发票的医疗费用合计仅
1万多元，其余票据均存在瑕疵。

王某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但由于
证据存在严重的瑕疵，本案结果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肖莹没有泄气，她告知
王某还要收集哪些相应证据，同时，根据
王某的工龄，他有3个月医疗期，这意味
着劳动关系在合同到期以后还可顺延 3
个月，他可以向单位要求3个月的工资。

今年 3 月，该案由新北区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王某曾属单位一开始态度依旧强硬，并
称随便仲裁结果如何他们都不服。肖莹
和仲裁员告知该单位负责人，不为员工
缴纳社会保险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不

仅在本案中有败诉的风险，也可能导致
劳动监察部门的行政处罚及一系列法律
风险和赔偿责任。调解结案可以减少单
位损失，也有利于单位以此为鉴，规范用
工管理。经多次劝说，该单位最终同意

调解解决，答应一次性向王某支付医疗
费补偿及社保补偿共计 4.7 万余元，并
补偿工资约5000元。

本月，王某顺利拿到赔偿款并已经
回到老家继续治病。 （王瑞睿 黄钰）

用人单位未帮员工缴纳社保

解除劳动关系后仍可能面临赔付 本报讯 记者本月 1 日从市
人社局获悉，为大力培养技能领
军人才，弘扬工匠精神，展示高技
能人才精湛技艺，在今年“9·28”
经贸洽谈会期间，市人社局将主
办“龙城匠魂”系列活动，特面向
全市广大企业征集高技能人才优
秀作品。

作品征集时间为2018年8月2

日至8月31日。征集要求为：作品需
为智能制造领域的产品；该产品在生
产过程中要能体现出企业技能人才
的突出贡献，如工艺革新、技术改进
等；提供产品图片及技能人才在产品
生产中突出贡献文字材料。联系方
式：86606739，13775196880；邮箱：
17292677@qq.com。

（常人社 韩晖）

弘扬工匠精神 展示精湛技艺

我市征集高技能人才优秀作品

“放眼望去，几个月前还是一片
翠绿的田野，如今五十余幢大楼的巨
大骨架已经拔地而起。工地上塔吊
如林，人来车往，呈现出一派紧张热
烈的气氛。”

1980 年 7 月，花园新村开工 4 个

多月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两名学员走进
工地，了解这个当时在全市规模最大的
新型住宅区的建设进展。上面这段话，
是当月3日他们在本报发表的报道中描
述的工地场景。

花园新村精心设计，大楼外表色彩
绚烂，严格要求质量，不仅考虑到楼房的
牢固、抗震，还力求住房舒适、安静、方
便、卫生。由于人民生活需要，我市第一
次在这类住宅中安装了抽水马桶。

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加快，当年的

新型住宅区早已被各种“后起之秀”赶
超，住宅小区也从注重居民的基本生活
需求，逐渐转变到注重享受生活和满足
精神文化需求。

2008 年，在花园新村斜对面，云山
诗意巍然屹立。这个小区总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由琴韵居、诗意居、棋乐居
三大组团构成，追求整洁简约的建筑风
格，重视黑、白、灰，点、线、面的有机构
成，以粉墙黛瓦、轩窗、汉阙、马头墙、抱
鼓石等传统元素，营造“小桥院落人家”

的诗意生活。
云山诗意倡导东方文化与现代建筑

的融合，既是对中国传统的尊重，又顺应
了中国人的情感和生活需求。2011年，
云山诗意成立了道德讲堂，先后受到中
央和省多次表彰。作为全市道德讲堂的
发源地，钟楼区道德讲堂总堂于2013年
11 月 29 日在云山诗意道德讲堂内成立
并揭牌，每月定期开展全区性道德讲堂
活动。

2015 年 9 月，在云山诗意小区西侧

一片杂乱的空地上，建成了我市首
个足球主题公园。该公园占地面积
8400 多平方米，共建有 4 个 5 人制
足球场、1 个 3 人制足球场、1 个篮
球场。

近年来，市民的住房需求和居
住观念悄然改变。人们更注重舒
适、安全、健康和好的空气质量，更
注重项目周边的学校、医院、文化
娱乐、体育健身和公共交通等配套
服务。 吴同品

从花园新村工地塔吊林立，到云山诗意小区高楼林立

没抵押融资难一直制约着小微
企业的发展。位于武进区湖塘镇城
东纺织工业园的金宁纺织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0 年，已专业生产牛仔布
10 余年，主要为出口孟加拉、越南等
国的服装企业进行配套，去年出口约
350 万美元，一直苦于没有资金扩大

生产规模。
在了解到外贸贷这个政策后，立

即进行了申请，江南农村商业银行也
很快对该企业进行了调查授信放款。

到上月底，江南农村商业银行的
外贸贷业务授信企业已达47户，授信
金额 1.9 亿元人民币；已放款企业 46

户，合计金额 1.77 亿元人民币，还有 10
余户在审批的流程中。

外贸贷正是今年信保基金的一项新
产品，为了帮助外贸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财政部门与商务
局、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行、江苏银
行合作开展中小微外贸企业“外贸贷”“退

税贷”业务，子基金项目由10个增至12个。
常州市信保基金去年1月由市财政局

牵头成立，2018 年 1-6 月共为 1309 户中
小 微 企 业 发 放 贷 款 1689 笔 ，贷 款 金 额
89.25 亿元。截至 6 月底累计为 3969 户
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8895 笔，累计贷款
金额 871.42 亿元。

常州希望粮食购销公司董事长
刘益民刚刚收到一条手机短信——
江苏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农担”）常州分公司
提供担保的 200 万元银行贷款刚刚
到账了。

“公司这几年倾力打造本地大米
品牌，资金已经有些紧张。这笔贷款
不仅比一般商业贷款利息低、无需抵
押，流程还特别快，真是为我们雪中
送炭！”刘益民兴奋地说。

今年以来，江苏省常州市不少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像刘益民一样，在江
苏农担常州分公司的担保下，拿到轻
质押、低成本、高效率的银行贷款。

“农担体系是常州财政金融协同
支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挥
政策性担保的信用优势，引导金融资
本积极投入农业，更加有力、有效支
持本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
强。”常州市财政局副局长谭志文说。

在当前经济增长率下行的条件

下，实体企业特别是农业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越来越突出。在市财政部
门的推动下，今年初，江苏农担常州分
公司正式揭牌运营。常州作为江苏首
个与省农担签署合作协议的地级市，市
财政专设 1000 万元农担风险基金，对
分公司负责人选推荐、经营场地提供、
开办经费等方面予以了大力支持，保障
了分公司顺利开业运营。半年来，常州
农担业务从小到大，担保区域由点到
面，逐步实现了担保户数量上的突破和
担保额质量的跃升。

在农担、银行、农企三方的创新联
动下，常州分公司紧盯“险资直投”保
担合作项目、紧盯基金支持和风险防
范、紧盯重点项目、紧盯与各金融机构
的合作，用项目化建设推动农担工作向
纵深发展。截至6月30日，江苏农担常
州分公司累计在保余额 13365 万元、在
保户数 63 户；今年上半年新增担保贷
款 9745 万元、担保户数 46 户，户均贷
款211.84万元；其中300万元以下政策

性担保贷款占在保余额 84.44%，业务
覆盖一市五区，合作金融机构10家。

下一步，常州农担公司将补短板，增
优势，在统筹推进中促管理。近期，我市

将出台《常州市农担工作指导意见》，意见
中明确市、区相关部门农担联席会议制度，
这将有利于形成建档有来源、项目有报送、
对接有渠道的农担工作新机制。

今年以来，常州市稳步推进常州
市创业创新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双创
平台”）建设运营，积极宣传推广，先后
有省内的苏州市、无锡市、南通市、徐
州市、盐城市，省外的内蒙古赤峰市、
河南安阳市等地来考察双创平台，平
台知名度不断提升。

（一）升：平台融资交易规模持续
提升

至 2018 年 6 月底，平台累计完成
在线融资、交易项目 14166 项，融资、
交易额 803.11 亿元。其中，融资项目
2453 项，融资额 251.85 亿元；交易项
目 11713 项，成交额 551.26 亿元。平
台上线融资产品 71 个，其中：信保产
品 12 个，市场融资产品 59 个；入驻投
融资及中介服务机构82家，企业注册
会员38963家。

（二）建：创业创新服务联盟发起
组建

4 月 24 日，常创集团承办了常州
市创业创新服务联盟成立大会暨资本
助力中小企业跨越发展主题活动，市
双创联盟由常创集团、市中小企业发
展促进中心、市总商会等共同发起成
立，依托市双创服务平台，为平台集聚
的投融资、中介服务机构和会员企业
提供一个线下互动交流的载体，统一、
高效地为全市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优
质便捷服务。会议当天，市双创联盟
还正式加入省双创研究会。

（三）拓：平台合作渠道持续拓宽
二季度，双创平台与常州市经信

委、农委、工商联、司法局、人社局等相
关部门紧密协同,共同举办了省创业
成长高级研修班、促进重点农业企业
股改上市培训班、江南路演中心周年
庆、财税公益培训、制造业中高层管理
者技能培训等 42 场活动；参与 2018 年
常州市智能制造服务对接大会、中德
节能环保技术创新开业典礼、南大街
智汇园创业项目等活动，近距离走进
企业，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为导向，
切实提高服务精准性和能力水平，扩
大平台影响力。

（四）新：推进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
台等新平台建设发展

自今年 4 月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
台上线以来，平台已完成试点地区推
广工作，首批 3 个农村产权交易试点地
区（钟楼区五星街道、武进区西湖街
道、溧阳市戴埠镇）均有项目通过平台
实现线上交易。目前，平台已面向全
市各农村产权交易服务机构人员开展
了业务培训，正式进入全市覆盖推进
阶段。4-6 月，平台累计挂牌项目 44
个，挂牌金额 400.5 万元；竞价成交 37
个，成交总金额 272.2 万元，溢价 11.21
万元，整体溢价率 4.30%。同时，农村
产权交易平台于 6 月开发上线了农特
产品商城，为消费市场提供更多的增
值服务和产品。

目前，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借助 e 交
易平台在全国的影响力，已成功推广至
广西、内蒙古等地。

财宣 宋婧

今年上半年，全市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目标，财政收入稳中有进，顺利实现

“双过半”；财政支出均衡有序，重点项目落实到位。

收入：1-6 月，我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94.94 亿元，同比增收 35.68 亿元，增长 13.76%。

其中：税收收入 266.62 亿元，同比增收 51.18 亿元，增长 23.76%；非税收入 28.33 亿元，同比减收

15.5亿元，下降35.36%。税收比重90.4%。

支出：1-6 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3.96 亿元, 同比增支 25.22 亿元,同

比增长9.38%,其中6月当月支出73.52亿元,同比增长6.02%。

信保基金一创新拉动小微新投资

常州农担三联动助推农企新发展

双创平台四提升构建扶企新体系

常州分公司苏农担业务地区分布情况表

财政财政金金融融
探索多探索多维度服务模式维度服务模式
““““组合拳组合拳组合拳组合拳””””

（单位

：万元

）

武进区武进区：：29552955 金坛区金坛区：：29652965

溧阳市溧阳市：：37703770

新北区新北区：：17401740

钟楼区钟楼区：：
12551255

经开区：200

天宁区：480

江苏农担常州分公司合作方花香缘园艺有限公司的工作园区江苏农担常州分公司合作方花香缘园艺有限公司的工作园区

1980 年正在建设中的花园新村，是当时全市规模最大的新型住宅区。这里，寄托着无数市民对未
来幸福生活的憧憬。 浦炳炎 摄

如今，常州新建小区各具风格、各有特点，体现了人们多元化的住房需求和居住观念。这是花园新
村斜对面的云山诗意小区。 夏晨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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