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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政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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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部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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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增量留抵
退税政策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
生产企业

自2020年1月1日起实
施，截止日期视疫情
情况另行公告

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申请表
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前来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
提交《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申请表》。

应当在增值税纳税申
报期内，完成本期增
值税纳税申报后，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2020年第8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货物与
劳务税处84585968

2
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免征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

提供疫情防控重点保障
物资运输服务的纳税人

自2020年1月1日起实
施，截止日期视疫情
情况另行公告

纳税人享受此项政策，可自主进行免税申报，无需办理有关免
税备案手续，但应将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

适用免税政策的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
应当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
明细表》相应栏次。

申报即享受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2020年第8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货物与
劳务税处84585968

3

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
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免
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生活服务，以及为居
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
递收派服务的纳税人

自2020年1月1日起实
施，截止日期视疫情
情况另行公告

纳税人享受此项政策，可自主进行免税申报，无需办理有关免
税备案手续，但应将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

适用免税政策的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
应当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
明细表》相应栏次。

申报即享受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2020年第8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货物与
劳务税处84585968

4
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的货物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无偿捐赠应对疫情货物
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自2020年1月1日起实
施，截止日期视疫情
情况另行公告

纳税人享受此项政策，可自主进行免税申报，无需办理有关免
税备案手续，但应将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

适用免税政策的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
应当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
明细表》相应栏次。

申报即享受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2020年第9

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货物与
劳务税处84585968

5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自2020年3月1日至5
月31日

纳税人享受此项政策，可自主进行免税申报，无需办理有关免
税备案手续。

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销售额应当填写在《增
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应征增
值税不含税销售额（3%征收率）”相应栏次，对应
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售额的2%计算填写在《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本期
应纳税额减征额”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减税项目相应栏次。

申报即享受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

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

13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货物与
劳务税处84585968

6 企业所得税税前一次性扣除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
生产企业

自2020年1月1日起，
截止日期将视疫情情
况另行公告

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
企业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在纳税申报时将相
关情况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固定资产一次
性扣除”行次。

2020年季度申报期内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2020年第8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企业所
得税处84585983

7 企业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

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
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部门等国家机关对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进行捐赠的企
业

自2020年1月1日起，
截止日期将视疫情情
况另行公告

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
企业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捐赠全额扣除情况
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相应行次。

2021年5月31日前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

公告》（2020年第9

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企业所
得税处84585983

哈尔滨市落实国家、省、市抗击疫情有关政策工作流程表

一、税收缓缴、减免、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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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企业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

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
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物品的企业

自2020年1月1日起，
截止日期将视疫情情
况另行公告

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
企业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捐赠全额扣除情况
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相应行次。

2021年5月31日前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

公告》（2020年第9

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企业所
得税处84585983

9 延长亏损结转年限

困难行业企业，包括交
通运输、餐饮、住宿、
旅游四大类。具体判断
标准按照现行《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执行。困
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主
营业务收入须占收入总
额（剔除不征税收入和
投资收益）的50%以上

自2020年1月1日起，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
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
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
年限延长至8年

在2020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通过电子税务局提交《适
用延长亏损结转年限政策声明》。

企业通过电子税务局自行申报。在2020年度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时，通过电子税务局提交《适用延长
亏损结转年限政策声明》。

2021年5月31日前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2020年第8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企业所
得税处84585983

10

对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
作者按照政府规定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
补助和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政府规定
标准包括各级政府规定的补助和奖金标准
。对省级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对参
与疫情防控人员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
金，比照执行。

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
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

2020年1月1至疫情结
束,另行通知

无 无需办理 无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10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个人所
得税处84585951

11

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
物（不包括现金），不计入工资、薪金收
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2020年1月1至疫情结
束,另行通知

无 无需办理 无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10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个人所
得税处84585951

12

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现金和
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
除。个人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
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
额扣除。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2020年1月1至疫情结
束,另行通知

无 无需办理 无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9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个人所
得税处8458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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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免征2020年3月至5月属期的房产税和城镇
土地使用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
交通运输业（指铁路运
输、道路运输，航空运
输、多式联运和运输代
理四类）、住宿和餐饮
业、文体和娱乐业（指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旅游业（指旅行社及
相关服务、游览景区管
理两类）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

2020年3月至5月

此政策实行实行“以申报代申请”，由纳税人自行判断是否符
合优惠条件、自行申报享受减免税，税务机关进行事后审核的
办理方法，无需纳税人“事前”提供要件。税务机关进行减免
税事后审核时，纳税人应当提供以下资料：（一）享受自用房
产、土地减免税的纳税人应提供：1.房产、土地的权属资料或
其他能证明纳税人实际使用房产、土地的材料原件；2.能够证
明增值税纳税人类别、行业符合优惠条件的相关资料。（二）
享受出租房产、土地减免税的纳税人应提供：1.房产、土地的
权属资料或其他能证明纳税人实际使用房产、土地的材料原
件；2.纳税人与个体工商户签订的房产、土地租赁合同（协
议）原件，以及相关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复印件。3.能够证
明在疫情期间免收个体工商户1个月（含）以上租金的相关资
料（如补充合同、协议等）。其中，直接减免（退还）租金
的，应提供承租方确认的减免（退还）租金凭据；以抵顶以后
期租金方式免租的，应提供承租方确认的免租凭据。4.纳税人
出租的不动产既有免税部分，又有应税部分的，应提供分摊计
算情况说明。

符合阶段性减免税条件的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税
务局办理或到主管税务机关现场办理，填报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申报表，进行减免税申报。
为降低疫情期间风险，建议通过电子税务局申报。

对享受自用房产、土
地减免税的纳税人，
属于按季申报纳税
的，应在4月份征期
申报一季度税款时，
申报减免3月份属期
税款，正常缴纳1、2
月份属期税款；在7
月份征期申报二季度
税款时，申报减免4
、5月份属期税款，
正常缴纳6月份属期
税款。属于按月申报
纳税的，应分别在4
、5、6月份征期申报
减免3、4、5月份属
期税款。对享受出租
房产、土地减免税的
纳税人，应根据为个
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
实际情况，及时进行
减免税申报。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

于统筹支持疫情防控

和企业复工复产若干

财税政策的意见》

（黑财办〔2020〕9

号）、《黑龙江省财

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黑

龙江省税务局关于印

发<黑龙江省困难行业

企业阶段性税收减免

政策兑现指南>的公告

》（2020年第6号）、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

江省税务局财产和行

为税处关于抓好房产

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阶段性减免税政策落

实工作的通知（黑税

财行便函[2020]1号）

》

哈尔滨市税务局:财产和
行为税处84573151

14

帮扶重点行业群体，落实好小微企业普惠
性减税等政策，对因疫情影响不能按期办
理纳税申报、不能按期缴纳税款且符合条
件的，依法优先准予延期申报和延期缴纳
税款。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
运输、住宿餐饮、批发
零售、文化娱乐等行业
以及其他未能及时充分
复工复产企业

疫情期间
延期申报办理要件：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经办人身份证原件
。（可以容缺办理）

延期申报具体流程：企业登录黑龙江省电子税务局
申请，由县（市、区）税务局审批

纳税申报结束后10日
内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

省税务局关于加大税

收政策落实力度支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有关工作

的通知（黑税函〔

2020〕13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征管和
科技发展处84585727

15

帮扶重点行业群体，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落
实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等政策，对因疫
情影响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不能按期
缴纳税款且符合条件的，依法优先准予延
期申报和延期缴纳税款。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
运输、住宿餐饮、批发
零售、文化娱乐等行业
以及其他未能及时充分
复工复产企业

疫情期间
延期缴纳税款办理要件：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所有银行存款
账户的对账单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 （可以容缺办
理）

延期缴纳税款具体流程：企业登录黑龙江省电子税
务局申请，由省级税务局审批

纳税申报期结束后20
日内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

省税务局关于加大税

收政策落实力度支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有关工作

的通知（黑税函〔

2020〕13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征管和
科技发展处84585727

16

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个体工商户或比
照定期定额户进行税款征收管理的个人独
资企业，不存在未缴税款（包括滞纳金和
罚款等）、未申报税种、未办结违章案件
等情况的，并在起征点以上的开业纳税
人，不需要纳税人申请，税务机关采取批
量后台处理的方式办理停业登记。

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
的个体工商户

2020年2月1日至2月
29日

不需要提供相关要件 由省局后台进行批量处理 2月29日前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

省税务局关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简化停

业登记流程的通告

2020年第2号

哈尔滨市税务局:征管和
科技发展处8458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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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
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
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
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
在税前摊销。

有研发活动的科技型中
小企业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

企业年度所得税汇算
清缴期（每年1月1日
-5月31日）

1.《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2.《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发
费用情况归集表》。3.《A107014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
表》。（说明：为减轻企业办税负担，企业申报享受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时，不再填报《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
用情况归集表》和报送《“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
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由企业留存备查。）

企业在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申报，可以通过网上
的电子税务局进行申报，也可以直接到办税服务厅
申报。

企业报送年度纳税申
报表，在计算企业所
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时，直接加计扣除。

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的通知（财税

[2020]99号）

税务机关对外统一的纳
税服务电话12366。
（配合部门：市科技局
科技规划与资源配置
处，82363466，微信：
hrb-rkj或
15245098787）

18

1.对列入国家和省工信等部门确定的省内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生产口罩、
隔离服等7类企业享受省新增贷款财政贴
息
2.列入国家和省工信等部门确定的省内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生产口罩、隔
离服等5类企业享受省扩大产能和转型生
产设备购置补助
3.列入国家和省工信等部门确定的省内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加班加点生产
口罩、隔离服等7类企业享受省企业加班
工资补助
4.兑现鼓励融资担保机构提供“免抵押信
用反担保”和“零担保费”相关担保服务
奖励政策

列入国家和省工信等部
门确定的省内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生
产口罩、隔离服、防护
服、医用酒精、消杀产
品、电子测温仪、以及
为生产口罩、隔离服、
防护服等企业提供主要
原材料的无纺布和熔喷
布生产企业。为疫情防
控重要保障企业提供“
零担保费”（实际收取
担保费用为零，下同）
且“免抵押信用反担保
”政策性担保增信服务
的融资担保机构。

黑财办[2020]4号有
效期至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解除
为止

指南1.兑现企业新增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书面申请，附加企业
与银行机构签订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入账凭证（第一次
申请时提交）、付息凭证、真实性承诺和区明确需要提交的其
他材料。
指南2.兑现企业扩大产能和转型生产设备购置补助政策：书面
申请，附加企业购置生产设备合同、发票（需与合同金额一
致，可后补齐）、入账凭证、真实性承诺和区明确需要提交的
其他材料。
指南3.兑现企业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补助政策：书面申请，附加
企业建立的直接从事口罩、隔离服、防护服、医用酒精和电子
测温仪产品生产的职工日加班加点工资台账信息表，包括职工
姓名、身份证号（例：2301021965####0043）、联系电话，工
作岗位、加班时间（小时）、每小时加班工资标准、日加班费
金额及真实性承诺等，以及区明确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指南5.兑现鼓励融资担保机构提供“免抵押信用反担保”和“
零担保费”相关担保服务奖励政策：书面申请、附加与企业签
订的贷款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贷款合同、真实性承诺和区
明确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企业按照政策指南1、2、3规定先向区财政、区工
信提出申请，区财政、区工信审核同意后，向市财
政、市工信提出申请，市财政、市工信审核后向省
财政、省工信提出申请，省财政厅会同省工信厅审
核汇总。履行批准程序后，省财政厅办理拨款。
按照指南5规定融资担保机构与企业签订贷款担保
合同后要及时向财政、工信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报
备，向所在区财政局、工信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提
出申请，区财政局会同工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审
核同意后，向市财政局、市工信局、市金融服务局
提出资金申请，市财政局会同市工信局、市金融服
务局审核后向省财政厅、省工信厅、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提出申请，省财政厅会同省工信厅、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审核汇总。履行批准程序后，省财政厅办
理拨款。

按照省政策规定办理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

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财政支

持政策的通知》（黑

财办[2020]4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四

部门关于迅速落实疫

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

企业相关财政政策的

紧急通知》（黑财产

业[2020]8号）、《关

于贯彻落实黑龙江省

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

迅速落实疫情防控重

点物资生产企业相关

财政政策的紧急通知

的通知》（哈财产业

[2020]67号）指南1.

兑现企业新增贷款财

政贴息政策、指南2兑

现企业扩大产能和转

型生产设备购置补助

政策、指南3兑现企业

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补

助政策，以及《黑龙

江省财政厅关于统筹

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

复工复产若干财税政

策的意见》（黑财办

[2020]9号）

市财政局：产业发展处
郑蕊15114593554
市工信局：柏晶
13796222577
市工信局：陈国成
18945086166
市工信局：唐虹
18845167979
市金融服务局：李彬：
13945080576

二、财政补助、奖励及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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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防控急需物资
产品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产品销售收入
及占比。
当期增值税补助=企业当期实缴增值税额
×当期生产防控急需物资产品销售收入/
当期全部应税产品销售收入。
2.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防控急需物资
产品且按实际利润法按月（季）预缴企业
所得税额、产品销售收入及占比。 当期
企业所得税补助额＝当期实际预缴的企业
所得税×当期防控急需物资销售收入/当
期收入总额。

在我省注册登记，纳入
国家和省工信部门确定
的疫情防控重要保障企
业名单，生产口罩、隔
离服、防护服、医用酒
精、电子测温仪的企
业；对列入国家和省工
信、发改部门确定的省
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
业名单的消杀产品生产
企业；将列入国家和省
工信、发改部门确定的
省内疫情防控急需物资
生产企业名单，为生产
口罩、隔离服、防护服
等企业提供原材料的无
纺布和熔喷布生产企业

2020年2月1日起，到
省内疫情解除次月止

1.《企业税收补助申请表》
2.财务报表、账页、发票、纳税申报表、完税凭证等材料。

1.企业申报的补助由财政部门会同主管税务机关审
核后，区（县）财政局按月（季）全额拨付增值税
和企业所得税补助
2.自3月1日起，区财政局于每月（季）企业纳税申
报期结束后7日内，将财政拨款凭证和《黑龙江省
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返还补
助情况表》上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按照省要求时
限汇总后上报省财政厅。市财政局在收到区财政局
提报的申请文件及相关要件后5日内，对区财政垫
付的市级税收部分，市级财政通过结算补助给区财
政。省财政厅在收到市财政局提报的申报文件及相
关要件后5日内，对区财政垫付的中央级、省级税
收部分，省级财政通过结算补助给市财政，市级财
政再通过结算补助给区财政。

按月申报、当月兑现
。

1.《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财政

支持政策的通知》黑

财办[2020]4号

2.《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统筹支持疫情防

控和企业复工复产若

干财税政策的意见》

黑财办[2020]9号

3.《关于贯彻落实黑

龙江省财政厅等四部

门关于迅速落实疫情

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

业相关财政政策的紧

急通知的通知》哈财

产业[2020]67号

市财政局:法规税政处
13115319009
道里区：18646010728
南岗区：13339311103
松北区：18345733039
高新区：18345733039
五常市：15846010068
宾县：13349305222
巴彦县：13204664488
双城区：13945183666
经开、平房：
13936450347

20

开发银行等9家银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专
项再贷款的有关规定，为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我市企业在人民银
行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利率
信贷支持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企业实际
获得贷款利率的50%给予贴息支持，贴息
期限不超过1年。

全国性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名单内的企业

2020年1月1日至2020
年5月31日

1.纳入全国性名单的证明
2.贷款合同
3.贷款发放凭证
4.贴息资金申请表

1.企业于5月10日前向所在区财政局提交《贴息资
金申请表》，并附贷款合同、贷款发放凭证和纳入
全国性名单的证明
2.区财政局于5月15日前审核汇总报市财政局
3.市财政局于5月20日审核汇总报送省财政厅

按照国家政策规定

1.《黑龙江省财政厅

等五部门关于转发<财

政部 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 人民银行

审计署关于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强化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

金支持的紧急通知>的

通知》（黑财金

[2020]9号）2.《关于

转发黑龙江省财政厅

等五部门关于转发财

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

审计署关于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强化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

金支持的紧急通知的

通知的通知》（哈财

金[2020]79号）

市财政局:金融处周芷伊
1864647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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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发放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患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可向贷款银行
申请展期还款，展期期限最长不超过1
年，财政部门继续给予贴息支持。

确诊患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的个人创业担保
贷款借款人

无 确诊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证明及创业贷款展期申请
1.借款人向经办银行提供确诊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证明及办理展期业务材料。2.经办银行向财政
部门提交创贷贴息资金申请表

按照国家政策规定

1.《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财政

支持政策的通知》

（黑财办[2020]4号）

2.《黑龙江省财政厅

等四部门关于迅速落

实疫情防控重点物资

生产企业相关财政政

策的紧急通知》指南7

（黑财产业[2020]8

号）3.《关于贯彻落

实黑龙江省财政厅等

四部门关于迅速落实

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

产企业相关财政政策

的紧急通知的通知》

指南7（哈财产业

[2020]67号）

市财政局:金融处周芷伊
18646474789

22
对为在孵企业减免租金的给予一定奖励和
补助,开展线上培训活动，对表现好的，
在绩效考核中予以奖励。

市级备案孵化器、在孵
企业

2020年3月4日至疫情
结束

疫情期间减免中小企业费用情况统计表减免文件及为中小企业
减免费用额度等证明材料。

与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绩效考核一并实施
2020年2月6日至2020
年12月31日

《科技部火炬中心关

于做好创业孵化机构

科学防疫推进创业企

业有序复工复产保持

创新创业活力的通知

》（国科火字

[2020]66号）

市科技局：
13212930118,82363097

23

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园。对在疫情期间为承
租的中小企业减免租金的创业园、科技企
业孵化器、创业创新基地等各类载体，优
先予以政策扶持。

省备案孵化器
2020年2月9日至疫情
结束

省厅未出实施细则，暂无。 省厅未出实施细则，暂无。
按省科技厅规定的时
限办理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

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的政策意见（黑政办

规[2020]3号）

市科技局：
13212930118,82363097

24

对在疫情防控期间为承租的中小企业减免
租金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含众创空间），
在市级备案时，在孵科技企业书由10户变
为5户；绩效考核奖金上浮20%；各类市级
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期延长6个月。

市级备案孵化器和拟备
案孵化器；承担科技项
目的中小企业。

2020年2月6日至疫情
结束

1.备案：疫情期间减免文件、减免中小企业名单及额度等证明
材料。
2.奖励：疫情期间减免中小企业费用情况统计表减免文件及为
中小企业减免费用额度等证明材料。

1.备案：登录“哈尔滨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http://202.97.251.242:8033）”选择“科技企
业孵化器备案系统”完成备案。
2.与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绩效考核一并实
施。

2020年2月6日至2020
年12月31日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印

发关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支持中小微企业共克

时艰政策措施的通知

（哈政规[2020]1

号）

市科技局：
13212930118,82363097

25

加速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一是对入库
企业，在企业入库当年，按上一年度企业
营业收入的3%的比例，给予6-60万元奖补
。二是育成企业，对入库1年内育成的企
业，按上一年度企业营业收入的5%给予
10-100万元育成奖补；对入库2年内育成
的企业，按上一年度企业营业收入的4%给
予8-80万元育成奖补；对入库3年内育成
的企业，按上一年度企业营业收入的3%给
予6-60万元育成奖补。三是当年首次直接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按1年内育成企业
标准进行奖补。

科技型中小企业、有研
发活动的大型企业

2018-2020年

1.在线填写《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申请书》；
2.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材料；
3.企业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说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
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研究
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
务）收入专项审计报告；
5.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1.企业登录“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http://111.40.160.81:8866/welcome）网上在
线填报，上传相关附件。
2.各区、县（市）科技局对入库企业申报材料真实
性、合规性、完整性进行审核。
3.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对部
分企业进行实地核查。
4.对评审、核查通过企业，在省科技厅门户网站公
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企业纳入省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库。

按省科技厅规定的时
限办理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实

施细则》的通知（黑

科规[2020]6号）

市科技局：82363450，
15245100515，qq：
345476124，微信：
BETTYL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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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对于围绕防控疫情、对接成功的优秀成果
对接项目，省科技厅将在“省技术交易后
补助奖励项目”中予以优先支持。

参加对接会企业 省厅未出实施细则，暂无。 省厅未出实施细则，暂无。
按省科技厅规定的时
限办理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关于组织防控疫情有

关科技成果线上发布

对接活动的通知

市科技局：
13212930118,82363097

27

2020年2月10日至5月31日期间，有3个月
正常生产的屠宰企业，日均屠宰量达到
500头以上，一次性奖励不超过80万元，
日均屠宰量达到200-499头，一次性奖励
不超过40万元。

生猪屠宰企业
2020年2月10日至5月
31日

1.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排污许可证。2.
年设计屠宰能力15万头以上，具备肉品质量检验和非洲猪瘟
PCR检测能力，按规定开展检测、记录齐全。3.生猪来源、检
疫票据齐全，屠宰数量记录清楚，猪肉及产品出入库登记明晰
。

企业先到所属区县农业农村局申报，市农业农村局
进行复核，核准后报省农业农村厅

6月20日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

印发《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支持农

业稳产保供的政策意

见实施细则》的通知

（黑农厅联发

[2020]32号）

市农业农村局:兽医处
86772813

按照不同生产品种和上市量给予一次性奖
励，其 中，瓜果类、叶菜产品每公斤补
助不超过 1 元；葱蒜类蔬菜和食 用菌产
品每公斤补助不超过 0.8 元；工厂化蔬
菜、食用菌生产经 营主体奖励金额不超
过 50 万元;储藏面积在 2000 平方米以
上的储藏设施；一次性储存 蔬菜等产品
达到 2000 吨以上,一季度累计向市场投
放平价储备蔬菜产品总量达到 2000 吨以
上,一次性奖励不超过 20 万元;：新建温
室（现代菇房）20 亩以上、改扩建温室
面积 100 亩以上，一季度可生产面积达
到 50 亩以上，累计上市 蔬菜 85 吨以
上的，一次性奖励不超过 100 万元；新
建温室（现 代菇房）10 亩以上、改扩建
温室面积 50 亩以上，一季度可生产 面
积达到 30 亩以上，累计上市蔬菜 50 吨
以上的，一次性奖励不 超过 50 万元.

工商注册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不包括批发 市
场等专门从事商业流通

活动企业

2020年2月至6月20日

申报主体材料
（一）申报扩大蔬菜产能奖励。

1.申报主体资质证明；2.基地地理坐标图、生产棚室平面图，
图内标注生产对应棚室；3. 生产用地土地合法流转证明、合
同或协议；4. 一季度生产产品出入库凭证或销售凭证；5. 一
季度生产支出的电费、加温费、燃油费、人工费、卫生防疫费
等应急生产支出账目或票据；6.生产期间现场照片（含地理坐
标、时间）,销售照片等影像资料；7.生产过程投入品管理记
录；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报告；8.其他有关佐证材料。

（二）申报增加应急供应奖励。
1.申报主体资质证明；2. 经营主体储藏设施所有权证明；储
藏设施位置地理坐标；3. 储藏设施建造图纸或施工合同；4.
入窖（库）储藏、保鲜（冻）入出库记录单；（时间、数量、
来源等详细内容）；5.一季度产品投放本省市场销售清单、合
同等凭证，体现时间、数量、价格及去向；6.其他相关佐证材

料。
（三）申报提升生产能力奖励。

1.申报主体资质证明，棚室建设施工单位资质证明；2.申报主
体所属的棚室施工建设合同、图纸、园区规划图、建设平面图
等设计施工资料，园区平面图需标注用于生产的新建、改扩建
棚室编号，地理坐标；3.土地合法流转证明、合同或协议；4.
设施建设用地合规证明；5. 工程建设中用于棚室建设的支出
账目、票据及相应的影像佐证资料；6.钢材荷载、墙体热阻等

达标报告、认证或资质证明；7. 一季度经营主体采购种
（苗）、生产资料投入的凭证及生产影像资料；8. 一季度蔬
菜产品出入库凭证或销售凭证及其相关影像资料；9. 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证明；10.其他有关佐证资料。
注：申报奖励的经营主体均需出具申报奖励承诺书（加盖经营

主体公章）

企业首先向所在乡镇申报，乡镇审核同意后向区县
农业局申报，经区县农业局、财政局审核后向市农
业局申报，市农业局汇总后，联合市财政局向省农

业农村厅申报

区县申报截止日期
2020年3月10日，市
级截止日期2020年3

月25日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

印发《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支持农

业 稳产保供的政策意

见实施细则》的通知

（黑农厅联发〔2020

〕32 号）

市农业局：86772131
道里农业局：84521635

道外农业局：
13604507894

南岗农业局：82701525
香坊农业局：51895120
平房农业局：86593977
松北农业局：88102198
呼兰农业局：57351502
阿城农业局：53735471
双城农业局：53120076
五常农业局：53522711
尚志农业局：53350706
巴彦农业局：57521286

宾县农业局：
13051805951
依兰农业局：
18686806577

延寿农业局：53021129
木兰农业局：
15046199982

通河农业局：57436007
方正农业局：
13703668002

三、贷款及担保支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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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对口罩、防护服、隔离服、酒精生产、消
杀产品、电子测温仪6类疫情防控物资重
点保障企业实行“免调研、免担保费、免
抵押”政策；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
业，统一执行1%以下担保费率；对批发零
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体娱乐、旅
游等重点行业小微企业，纳入政府生活保
障的“菜篮子”“米袋子”以及肉蛋奶等
供应的“三农”企业，新增担保业务担保
费率在原有标准基础上下降50%，展期业
务免担保费。减半收取企业贷款周转金手
续费，单笔业务使用期限由30天延长至60
天。

参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
的中小微企业、受疫情
影响的小微企业

自2月1日至我省疫情
解除为止；周转金优
惠政策自文件执行至
疫情解除为止。

无需提交要件 无需流程

自2月1日至我省疫情
解除为止；周转金优
惠政策自文件执行至
疫情解除为止。

黑金发[2020]6号、黑

财产业[2020]9号、省

工信厅黑工信消费函

[2020]47、57、66

号；哈政规[2020]1号

、哈财办[2020]110号

、哈财办[2020]110号

哈尔滨市企业信用融资
担保服务中心:业务综合
部84630777；
15124568121

30

信贷和担保支持政策。             建
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安排不低于10亿元融
资规模，支持促进肉蛋奶保供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全力
保障 10 万至 300万元区间客户融资需
求，进一步降低担保费率。

1.奶牛存栏3000头以
上，肉牛存栏1000头以
上，父母代种鸡存栏20
万套以上，肉鸡存栏30
万只以上，蛋鸡存栏5
万只以上养殖场；
2.年屠宰能力15万头以
上生猪定点屠宰厂，年
屠宰能力5万头（只）
以上牛羊定点屠宰厂，
年屠宰能力 200万羽以
上肉鸡定点屠宰厂，年
屠宰能力100万羽以上
鹅定点屠宰厂；
5.肉蛋奶、饲料生产加
工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

2020年3月1日至5月
31日

1.营业执照；                                 2.动物防
疫条件合格证；                       3.环评等手续齐全

企业到所属区县农业农村局（畜牧站）进行申报、
县级申报、市级复审、省级审核。对经确定的符合
申请贷款和担保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接与
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和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
限责
任公司对接。

2020年3月1日至6月5
日（2020年4月5日上
报第一批）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

持农业稳产保供的政

策意见实施细则》的

通知          黑农

厅联发〔2020〕 32

号

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处
86772496

31

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给予信贷支持，
并梳理本地初加工、养猪养鸡企业以及农
村双创主体等的贷款需求，形成一批需要
重点支持的农业经营主体。

初加工、养猪养鸡企业
以及农村双创主体等有
贷款需求的中小微企业

2020年3月6日至2020
年6月30日

营业执照等

企业到所属区县农业农村局（畜牧站）进行申报，
县、市级复审、省级审核并与省级人民银行和银保
监局进行对接和推荐，并向我省政策性银行、国有
大行提供主体名单。

2020年3月6日至2020
年6月30日（每周五
报）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中小微农业企业复

工复产信贷支持政策

的通知   黑农厅函〔

2020〕96号

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处
8677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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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挥创业担保贷款作用，对已发放个人创
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的，可向贷款银行申请展期还款，展
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财政部门继
续给予贴息支持。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
收入来源的个人和小微企业，申请贷款时
予以优先支持。

个体工商户（展期），
小微企业（办理正常贷
款）

疫情开始至疫情结束
借款人需提供医院出具的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的有效诊断
证明

1.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借款人，需提供有效诊断
证明，向贷款经办银行提出展期还款申请，经办银
行审核合格的予以展期还款处理。2.经办银行展期
贴息的名单经人社部门复核加盖公章后，由经办银
行上报财政部门，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予以贴息。

疫情开始至疫情结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教育部 财政部 交

通运输部 国家卫生健

康委关于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

的通知》（人社部明

电〔2020〕2 号）

哈尔滨银行：张经理
13936605725

33

对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
申请条件的人员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
数的2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
10％），并与其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
的，可申请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的创业担
保贷款。对小微企业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
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达不到上述比例的，
经人社部门认定人员比例后，按照实际新
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每
人15万元计算，给予小微企业每户最高不
超过1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小微企业 疫情开始至疫情结束

（一）《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二）法定代表人
及招用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三）招用人员相关证明材
料（复印件）：1.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凭《就业创业证》（《
就业失业登记证》）；2.就业困难人员，凭《就业创业证》
（《就业失业登记证》）；3.复员转业退役人员，凭复员转业
退役证件或证明；4.刑满释放人员，凭刑满释放证明；
5.高校毕业生，凭《高校毕业证》；6.化解过剩产能企业失业
人员，凭互联网《哈尔滨市化解过剩产能企业人员名单》；
7.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凭互联网《哈尔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名单》；
8.技校和职高毕业生，凭毕业证；9.随军家属，凭配偶的《军
人证》和《结婚证》；（四）与招用人员签订的一年以上劳动
合同（复印件）；（五）工资表（企业近12个月工资明细表）
（复印件）；（六）企业缴纳社保台账明细表（网站打印即
可）；（七）新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八）反担保证
明材料；（九）经办银行、担保中心等部门需要的其他证明材
料。

（一）申请人持相关证明材料到经办银行及联合办
公的担保中心提出贷款及担保申请，经办银行和担
保中心受理审核；（二）人社部门对小微企业招用
人员资格及招用比例等情况进行审核认定；（三）
经办银行与担保中心对小微企业开展现场调查；
（四）以上审核、调查合格的，小微企业分别与经
办银行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与担保中心签订反担
保合同；（五）担保中心履行完反担保手续后, 通
知经办银行，经办银行发放贷款。（六）经办银行
定期为小微企业向财政部门申请贴息，财政部门按
规定程序拨付贴息资金。 无需担保的申办流程：
（一）经办银行对有贷款需求的小微企业招用人员
资格及招用比例等情况进行初审。初审合格的，报
人社部门审核认定；（二）人社部门审核认定合格
的，经办银行发放贷款；（三）经办银行定期为小
微企业向财政部门申请贴息，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
拨付贴息资金。

疫情开始至疫情结束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共

克时限政策措施的通

知》哈政规〔2020〕1

号

关于印发《哈尔滨市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防控期间小微企业

创业担保贷款发放实

施细则》的通知（哈

人社发[2020]30号）

需担保：哈尔滨银行张
经理13936605725
无需担保：中国建设银
行张经理18145697030

34 疫情期间延期缴纳医疗保险费 生产经营困难企业 4月30日 无 无 4月30日 黑医保发[2020]7号 市医保局：87153549

35 阶段性减半征收企业医疗保险费 企业 4月30日 无 无 4月30日 黑医保发[2020]13号 市医保局：87153549

四、稳岗增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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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19年正常缴存住
房公积金的单位可以提出申请，缓缴2020
年1月份至6月份的住房公积金。

公积金缴存单位
2020年1月2020年6月
30日

无 疫情期间，免于提供缓缴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 即时办结

37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缓缴住房公积金的单
位，缓缴期间连续计算缴存时间，不影响
职工正常提取和住房公积金贷款。

公积金缴存职工
2020年1月2020年6月
30日

无 疫情期间，免于提供缓缴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 即时办结

《住建部 财政部 人

民银行 关于妥善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实施住

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

政策的通知》（建金

[2020]23号）

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
12329  道里办事大厅：
58855356    道外办事
大厅：88312805    南
岗办事大厅：85872250

香坊办事大厅：
82167662    平房办事
大厅：86818597    松
北办事大厅：88104202

哈西办事大厅：
51523682    群力办事
大厅：51753895    幸

福路办事大厅：
82145092   红旗大街办
事大厅：82365941 和兴
路办事大厅：86378381

呼兰办事大厅：
83214188    阿城办事
大厅：53762022    五
常办事大厅：55800698

尚志办事大厅：
56755234    宾县办事
大厅：57989722    双
城办事大厅：53131377

依兰办事大厅：
56000267    延寿办事
大厅：53030571    通
河办事大厅：57430024

巴彦办事大厅：
57514490    57526457

木兰办事大厅：
57083644    方正办事

大厅：57121871
57126603

铁路分中心办事大厅：
0451-86444311  路电：

033-4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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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大型企业工伤保险费减半3个月、中小微
企业免收5个月工伤保险费

大型企业工伤保险费减
半3个月、中小微企业
免收5个月工伤保险费

2020年2月至6月免征
对应属其内各类中小
微企业工伤保险费单
位缴费部分；2020年
2月至4月，减半征收
对应属期内各类大型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
位、社会团体等各类
社会组织工伤保险费
单位缴费部分

无 和税务、社保局、东软公司校验数据
中小微企业2至6月；
大型企业2至4月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会保险费实施意见

（黑人社发[2020]6

号）

失业保险中心：
84871986

39
大型企业失业保险费减半3个月、中小微
企业免收5个月失业保险费

大型企业失业保险费减
半3个月、中小微企业
免收5个月失业保险费

2020年2月至6月免征
对应属其内各类中小
微企业失业保险费单
位缴费部分；2020年
2月至4月，减半征收
对应属期内各类大型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
位、社会团体等各类
社会组织失业保险费
单位缴费部分

无 和税务、社保局、东软公司校验数据
中小微企业2至6月；
大型企业2至4月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会保险费实施意见

（黑人社发[2020]6

号）

失业保险中心：
84871986

40

中小微企业稳岗返还。对于不裁员或少裁
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
失业保险费的50％。对于面临暂时性生产
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
员的参保的中小微企业，可返还上一年度
6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50％。

中小微企业、困难企业

执行期限至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解除或国家、省有其
他政策规定时止。

1.申报年度企业利润表；                       2.中小微
企业申报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声明函；       3.生产经营困难
且恢复有望的中小微企业认定书。

申 请 单 位 登 录 哈 尔滨 政务 服务 网（ http：
//zwfw.harbin.gov.cn ），搜索栏中搜索“稳岗
补贴”，在政务服务事项界面中点击“在线申办
”，点击进入哈尔滨市金保网上申报系统，失业待
遇菜单栏下拉，选择“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稳岗返
还”或“疫情期间中小微困难企业稳岗返还”，上
传由工信部门开具的中小微企业困难认定书，按照
系统提示进行申报。

2020年2月20日至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解除或国家、
省有其他政策规定时
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教育部 财政部 交

通运输部 国家卫生健

康委关于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

的通知　》（人社部

明电［2020］2号）

《  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

》（黑政办规

［2020］3号 ）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支持中小微企业攻

克时艰政策措施的通

知》（哈政规[2020]1

号)

《关于印发落实新型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帮

扶中小微企业稳岗返

还政策的实施细则的

通知》（哈人社发

[2020]28号）

失业保险中心: 初审
84871985;         复
审8487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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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大型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
2020年2月至4月减半征收养老保险费

大型企业，明办非企业
单位，社会团体

2020年2月至4月 无
1.企业分型。2.系统缴费比例参数设置  3.企业标
识管理。4.2月份已缴费款退费    5.生成3月份计
划

3月底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会保险费实施意见

（黑人社发[2020]6

号）

1.市社保局:养老二处孟
祥蕾18204618678   2.
市社保局:养老二处张慧
宇15846301921

42
中小微企业2020年2月至6月免征收养老保
险费

中小微企业 2020年2月至6月 无
1.企业分型。2.系统缴费比例参数设置  3.企业标
识管理。 4.2月份已缴费款退费    5.生成3月份
计划

3月底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会保险费实施意见

（黑人社发[2020]6

号）

1.市社保局:养老二处孟
祥蕾18204618678   2.
市社保局:养老二处张慧
15846301921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企业职工转岗（岗
前）培训，分别按照1500元/人、1000元/
人的标准给予补贴；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
升培训，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
、高级技师，分别给予企业1000元/人、
1500元/人、2000元/人、2500元/人、

3000元/人培训补贴；劳动预备制培训，
对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退役
军人参加1—2个学期劳动预备制培训，给
予为每人每学期2700元标准补贴；企业新
型学徒制培训，对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
动合同，并在本企业缴纳社会保险的技能
岗位新招用人员和新转岗人员参加企业新
型学徒制培训的，补贴标准为中级工5000
元/人年、高级工6000元/人年；创业技能
培训，农民工、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就业
重点群体参加创业能力培训，按照每人
2000元补贴标准的80%拨付培训主体培训
补贴，一年内创业成功率达到60%的，按
实际创业成功人数补足其余的20%；重点
群体就业技能培训，农民工、下岗失业人
员等重点群体参加就业技能培训，按市场
收费标准给予培训补贴；化工、矿山等高
危行业企业组织从业人员和各类特种作业
人员开展安全技能培训，给予1000元/人

补贴。
企业以工代训：疫情期间，参保企业新吸
纳劳动者可开展以工代训，给予500元/人
月补贴，最长不超过6个月，不足1个月的

按实际开展天数计算。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适用
具备资质的企业、职业
院校（含技工院校）、
培训机构、高技能人才
培训机构、技能大师工
作室、公共实训基地面
向企业职工、就业重点
群体等城乡劳动者。
企业以工代训适用于参
保企业疫情期间吸纳的
劳动者（生产防护品六
类企业可以不参保但组
织以工代训人员须是政

府派遣人员）。

自2020年2月5日《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
展的政策意见》（黑
政办规[2020]3号）

至疫情结束。

线上培训：
1.企业职工转岗（岗前）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企业
职工岗前（转岗）培训开班审批表》；（2）《企业职工岗前
（转岗）培训教学计划表》；（3）培训人员花名册；（4）劳
动合同（劳务派遣职工提供劳务派遣合同）；（5）转岗职工
提供企业劳资部门出具的转岗证明；（6）委托培训主体开展
培训的还需提交“企业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7）
企业和委托的培训主体开立的银行基本账户信息；（8）行政
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申请补贴要件：（1）《企
业职工岗前（转岗）培训补贴资金申请表》；（2）申请补贴
人员花名册；（3）培训课程表；（4）授课教师信息；（5）
培训考勤记录；（6）理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7）职业资格
证书（职业等级证书、专业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

（8）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2.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企业
职工岗位提升培训开班审批表》；（2）《企业职工岗位技能
提升培训教学计划表》；（3）培训人员花名册；（4）劳动合
同（劳务派遣职工提供劳务派遣合同）；（5）委托培训主体
开展培训的还需提交“企业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
（6）企业和委托的培训主体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信息；
（7）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申请补贴要件：
（1）《企业职工岗位提升培训补贴资金申请表》；（2）申请
补贴人员花名册；（3）培训课程表；（4）授课教师信息；
（5）培训考勤记录；（6）理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7）职
业资格证书（职业等级证书、专业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

书）；（8）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3.劳动预备制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劳动预备制培训
开班审批表》；（2）培训人员花名册；（3）《劳动预备制培

训教学计划表》；（4）毕业证或肄业证；（5）户口簿；
（6）退役军人退伍证；（7）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另
提供低保证、个人银行卡；（8）培训主体在银行开立的基本
账户信息；（9）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申请
补贴要件：（1）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资金申请表》；（2）申
请补贴人员花名册（注明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
（3）培训课程表；（4）授课教师信息；（5）培训考勤记

录；（6）理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7）职业资格证书的（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

（8）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4.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新型学徒制申
报表》；（2）《新型学徒制培训计划》；（3）企业与学徒签
订的培养协议；（4）企业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5）
学徒花名册；（6）劳动合同（劳务派遣职工提供劳务派遣合
同）；（7）企业和培训主体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信息；
（8）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申请补贴要件：
（1）《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申请表》；（2）企业出具的学徒
培训验收合格报告；（3）授课教师信息；培训考勤记录；

（4）理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5）职业资格证书（职业等级
证书、专业能力证书）；（6）企业和培训主体出具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5.创业技能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创业培训开班审批
表》；（2）《创业培训教学计划表》；（3）学员身份证；
（4）就业失业登记证（就业创业证）；（5）创业培训人员名
册；（6）培训主体在银行开设的银行账户基本信息。申请补
贴要件：（1）《创业培训补贴申请表》；（2）创业培训补贴
人员名册；（3）创业培训合格证；（4）创业成功学员的营业
执照或民办非企业证书等；（5）培训主体出具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6.重点群体等就业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就业技能培
训开班审批表》；（2）《就业技能培训人员名册》；（3）《
就业技能培训教学计划表》；（4）《居民身份证》；（5）《
就业失业登记证或》或《就业创业证》；（6）两后生《毕业
证或肄业证》；（7）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在校证明；（8）转
业证或退伍证；（9）《残疾证》；（10）贫困劳动力相关佐
证；（11）贫困家庭子女相关佐证；（12）贫困劳动力、就业
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银行卡；（13）不具有按月领取养

老金资格的人员身份由人社部门在社保网核查信息确认；
（14）垫费培训人员银行卡账户；（15）培训主体在银行开设
的基本账户信息。申请补贴要件：（1）《培训补贴资金申请
表（培训个人填写）》；（2）《培训补贴人员名册》；（3）
职业资格证书的（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培训合格证书）；（4）就业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
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凭证；（5）垫费培训人员向培训主体缴
纳培训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6）培训
课程表；（7）授课教师信息；（8）培训考勤记录；（9）理

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
7.高危行业企业从业人员和各类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
开展培训要件：（1）《安全技能培训开班审批表》；（2）《
安全技能培训教学计划表》；（3）《安全技能培训人员花名
册》；（4）《安全培训合格证（操作证）补贴申请；（5）《
劳动合同》；（6）身份证；（7）学历；（8）免冠2寸彩照；
（9）《培训学员登记表》；（10）培训主体出具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11）培训主体在银行开设的银
行账户基本信息。申请补贴要件：（1）《安全培训合格证
（操作证）补贴申请表》；（2）《申请培训补贴人员花名册
》；（3）安全生产合格证；（4）特种作业操作证；（5）培

训主体出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企业以工代训：开展培训要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参保
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审核备案表》、企业2019年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复印件。经人社部门审核合格备案后，方可
进行以工代训申请、《企业以工代训培训计划》、《参保中小
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人员名册》、中小微企业新吸纳职
工劳动合同书或用工证明、六类企业临时派遣务工人员用工派
遣单。申请补贴要件：《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
补贴资金申请表》、《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人

员名册》、职工工资发放单或银行支付工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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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职业培训：一、企业职工岗前、转岗、岗位技
能提升培训，重点群体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
1.开展前，培训主体登录省人社厅实名制网络管理
系统登记注册，录入培训相关信息；2、网上提交
区、县市人社部门审核通过后开展培训；3、培训
结束后，培训主体在省人社厅实名制网络管理系统
录入相关信息上传区、县市人社部门核准后拨付资
金。二、劳动预备制培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1、开展前，培训主体登录省人社厅实名制网络管
理系统登记注册，录入培训相关信息；2、网上提
交市人社局审核通过后开展培训；3、培训结束

后，培训主体在省人社厅实名制网络管理系统录入
相关信息上传市人社局核准后拨付资金。三、高危
行业企业从业人员和各类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能培
训。1.开展前，培训主体将培训要件上传市应急管
理局审核同意；2.将培训要件及应急部门审核意见
传至培训对象属地区、县市人社部门备案后开展培
训；3.培训结束后，培训主体将培训补贴要件上传
市应急管理局审核、培训对象属地区、县市人社部

门核准后拨付资金。
企业以工代训：1.资格审核。企业通过网络、传真
、邮寄等方式向所在区、县（市）人社部门提交审
核材料，由人社部门审核认定企业培训补贴资格。
审核材料包括：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参保中小
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审核备案表》（附件
1）、企业2019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复印件。经
人社部门审核合格备案后，方可进行以工代训申请

。
　　参保中小微企业登录省人社厅网上办事大厅注
册。省内疫情防控应急物资重点生产六类企业不需
网上注册，可直接向所在区、县（市）人社部门申

报（注册登录网址：
　

www.renshenet.org.cn/sionline/loginControler
）。

　　2.培训申请。企业开展以工代训前需提交培训
有关材料。培训材料包括：《企业以工代训培训计
划》（附件2）、《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
工代训人员名册》、中小微企业新吸纳职工劳动合
同书或用工证明、六类企业临时派遣务工人员用工
派遣单。经人社部门审核合格后组织开展以工代训

。
   3.组织培训。企业安排以工代训职工岗位并下
达相应的工作任务，登录省人社厅网上服务大厅实
名制管理系统，录入参训人员信息，建立企业以工
代训基础台账，按照以工代训计划开展培训。

    4.补贴申请。企业以工代训结束后，向人社部
门上传《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补贴
资金申请表》（附件4）、《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
类企业以工代训人员名册》（附件5）、职工工资
发放单或银行支付工资凭证。经人社部门审核合格
后，将补贴人员名单通过区、县（市）人社部门网
站或政府公共服务网站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公
示结束无异议的，人社部门将补贴资金拨付给企业

。

2020年2月13日《关
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线上职业技
能培训工作的通知》
（黑人社函〔2020〕
27号）出台至疫情结

束。

1.《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

》（黑政办规[2020]3

号）

2.《黑龙江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黑龙江省财

政厅 黑龙江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印发黑龙江省保障疫

情防控应急物资重点

生产企业用工工作方

案的通知》（黑工信

规划联发[2020]26

号）

3.《关于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线上

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

通知》（黑人社函

[2020]27号）

4.《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统筹支持疫情防

控和企业复工复产若

干财税政策的意见》

（黑财办[2020]9号）

5.《关于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职业

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

》（哈人社发

[2020]31号）

6.《哈尔滨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哈

尔滨市职业技能提升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0年）的通

知》（哈政办规

[2019]19号）

市人社局:职技处于广涛
84871865
经办部门：

香坊区人社局：岳智丹
51895805

南岗区人社局：闫艺纹
82529829

道里区人社局：武丽娜
84551565

道外区人社局：杨彩虹
87821732

平房区人社局：邵亮
86525911

双城区人社局：安燃
53169872

阿城区人社局：陈琼
53767575

呼兰区人社局：宋少府
57366160

松北区人社局：丁宁
88110838

尚志市人社局：于劭潜
56757563

五常市人社局：曹晓阳
51695083

延寿县人社局：姜丰
53013023

巴彦县人社局：吴宏宇
57513633

木兰县人社局：单达
57081987

通河县人社局：蔡亮
57420409

依兰县人社局：蔡传明
57285055

方正县人社局：李猛
57100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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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概述 适用范围 政策时限 办理要件 具体流程 办理时限
依据政策文
件名及文号

政策执行部门及
联系方式

哈尔滨市落实国家、省、市抗击疫情有关政策工作流程表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企业职工转岗（岗
前）培训，分别按照1500元/人、1000元/
人的标准给予补贴；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
升培训，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
、高级技师，分别给予企业1000元/人、
1500元/人、2000元/人、2500元/人、

3000元/人培训补贴；劳动预备制培训，
对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退役
军人参加1—2个学期劳动预备制培训，给
予为每人每学期2700元标准补贴；企业新
型学徒制培训，对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
动合同，并在本企业缴纳社会保险的技能
岗位新招用人员和新转岗人员参加企业新
型学徒制培训的，补贴标准为中级工5000
元/人年、高级工6000元/人年；创业技能
培训，农民工、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就业
重点群体参加创业能力培训，按照每人
2000元补贴标准的80%拨付培训主体培训
补贴，一年内创业成功率达到60%的，按
实际创业成功人数补足其余的20%；重点
群体就业技能培训，农民工、下岗失业人
员等重点群体参加就业技能培训，按市场
收费标准给予培训补贴；化工、矿山等高
危行业企业组织从业人员和各类特种作业
人员开展安全技能培训，给予1000元/人

补贴。
企业以工代训：疫情期间，参保企业新吸
纳劳动者可开展以工代训，给予500元/人
月补贴，最长不超过6个月，不足1个月的

按实际开展天数计算。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适用
具备资质的企业、职业
院校（含技工院校）、
培训机构、高技能人才
培训机构、技能大师工
作室、公共实训基地面
向企业职工、就业重点
群体等城乡劳动者。
企业以工代训适用于参
保企业疫情期间吸纳的
劳动者（生产防护品六
类企业可以不参保但组
织以工代训人员须是政

府派遣人员）。

自2020年2月5日《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
展的政策意见》（黑
政办规[2020]3号）

至疫情结束。

线上培训：
1.企业职工转岗（岗前）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企业
职工岗前（转岗）培训开班审批表》；（2）《企业职工岗前
（转岗）培训教学计划表》；（3）培训人员花名册；（4）劳
动合同（劳务派遣职工提供劳务派遣合同）；（5）转岗职工
提供企业劳资部门出具的转岗证明；（6）委托培训主体开展
培训的还需提交“企业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7）
企业和委托的培训主体开立的银行基本账户信息；（8）行政
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申请补贴要件：（1）《企
业职工岗前（转岗）培训补贴资金申请表》；（2）申请补贴
人员花名册；（3）培训课程表；（4）授课教师信息；（5）
培训考勤记录；（6）理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7）职业资格
证书（职业等级证书、专业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

（8）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2.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企业
职工岗位提升培训开班审批表》；（2）《企业职工岗位技能
提升培训教学计划表》；（3）培训人员花名册；（4）劳动合
同（劳务派遣职工提供劳务派遣合同）；（5）委托培训主体
开展培训的还需提交“企业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
（6）企业和委托的培训主体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信息；
（7）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申请补贴要件：
（1）《企业职工岗位提升培训补贴资金申请表》；（2）申请
补贴人员花名册；（3）培训课程表；（4）授课教师信息；
（5）培训考勤记录；（6）理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7）职
业资格证书（职业等级证书、专业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

书）；（8）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3.劳动预备制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劳动预备制培训
开班审批表》；（2）培训人员花名册；（3）《劳动预备制培

训教学计划表》；（4）毕业证或肄业证；（5）户口簿；
（6）退役军人退伍证；（7）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另
提供低保证、个人银行卡；（8）培训主体在银行开立的基本
账户信息；（9）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申请
补贴要件：（1）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资金申请表》；（2）申
请补贴人员花名册（注明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
（3）培训课程表；（4）授课教师信息；（5）培训考勤记

录；（6）理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7）职业资格证书的（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

（8）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4.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新型学徒制申
报表》；（2）《新型学徒制培训计划》；（3）企业与学徒签
订的培养协议；（4）企业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5）
学徒花名册；（6）劳动合同（劳务派遣职工提供劳务派遣合
同）；（7）企业和培训主体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信息；
（8）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申请补贴要件：
（1）《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申请表》；（2）企业出具的学徒
培训验收合格报告；（3）授课教师信息；培训考勤记录；

（4）理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5）职业资格证书（职业等级
证书、专业能力证书）；（6）企业和培训主体出具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5.创业技能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创业培训开班审批
表》；（2）《创业培训教学计划表》；（3）学员身份证；
（4）就业失业登记证（就业创业证）；（5）创业培训人员名
册；（6）培训主体在银行开设的银行账户基本信息。申请补
贴要件：（1）《创业培训补贴申请表》；（2）创业培训补贴
人员名册；（3）创业培训合格证；（4）创业成功学员的营业
执照或民办非企业证书等；（5）培训主体出具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6.重点群体等就业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就业技能培
训开班审批表》；（2）《就业技能培训人员名册》；（3）《
就业技能培训教学计划表》；（4）《居民身份证》；（5）《
就业失业登记证或》或《就业创业证》；（6）两后生《毕业
证或肄业证》；（7）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在校证明；（8）转
业证或退伍证；（9）《残疾证》；（10）贫困劳动力相关佐
证；（11）贫困家庭子女相关佐证；（12）贫困劳动力、就业
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银行卡；（13）不具有按月领取养

老金资格的人员身份由人社部门在社保网核查信息确认；
（14）垫费培训人员银行卡账户；（15）培训主体在银行开设
的基本账户信息。申请补贴要件：（1）《培训补贴资金申请
表（培训个人填写）》；（2）《培训补贴人员名册》；（3）
职业资格证书的（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培训合格证书）；（4）就业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
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凭证；（5）垫费培训人员向培训主体缴
纳培训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6）培训
课程表；（7）授课教师信息；（8）培训考勤记录；（9）理

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
7.高危行业企业从业人员和各类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
开展培训要件：（1）《安全技能培训开班审批表》；（2）《
安全技能培训教学计划表》；（3）《安全技能培训人员花名
册》；（4）《安全培训合格证（操作证）补贴申请；（5）《
劳动合同》；（6）身份证；（7）学历；（8）免冠2寸彩照；
（9）《培训学员登记表》；（10）培训主体出具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11）培训主体在银行开设的银
行账户基本信息。申请补贴要件：（1）《安全培训合格证
（操作证）补贴申请表》；（2）《申请培训补贴人员花名册
》；（3）安全生产合格证；（4）特种作业操作证；（5）培

训主体出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企业以工代训：开展培训要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参保
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审核备案表》、企业2019年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复印件。经人社部门审核合格备案后，方可
进行以工代训申请、《企业以工代训培训计划》、《参保中小
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人员名册》、中小微企业新吸纳职
工劳动合同书或用工证明、六类企业临时派遣务工人员用工派
遣单。申请补贴要件：《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
补贴资金申请表》、《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人

员名册》、职工工资发放单或银行支付工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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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职业培训：一、企业职工岗前、转岗、岗位技
能提升培训，重点群体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
1.开展前，培训主体登录省人社厅实名制网络管理
系统登记注册，录入培训相关信息；2、网上提交
区、县市人社部门审核通过后开展培训；3、培训
结束后，培训主体在省人社厅实名制网络管理系统
录入相关信息上传区、县市人社部门核准后拨付资
金。二、劳动预备制培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1、开展前，培训主体登录省人社厅实名制网络管
理系统登记注册，录入培训相关信息；2、网上提
交市人社局审核通过后开展培训；3、培训结束

后，培训主体在省人社厅实名制网络管理系统录入
相关信息上传市人社局核准后拨付资金。三、高危
行业企业从业人员和各类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能培
训。1.开展前，培训主体将培训要件上传市应急管
理局审核同意；2.将培训要件及应急部门审核意见
传至培训对象属地区、县市人社部门备案后开展培
训；3.培训结束后，培训主体将培训补贴要件上传
市应急管理局审核、培训对象属地区、县市人社部

门核准后拨付资金。
企业以工代训：1.资格审核。企业通过网络、传真
、邮寄等方式向所在区、县（市）人社部门提交审
核材料，由人社部门审核认定企业培训补贴资格。
审核材料包括：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参保中小
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审核备案表》（附件
1）、企业2019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复印件。经
人社部门审核合格备案后，方可进行以工代训申请

。
　　参保中小微企业登录省人社厅网上办事大厅注
册。省内疫情防控应急物资重点生产六类企业不需
网上注册，可直接向所在区、县（市）人社部门申

报（注册登录网址：
　

www.renshenet.org.cn/sionline/loginControler
）。

　　2.培训申请。企业开展以工代训前需提交培训
有关材料。培训材料包括：《企业以工代训培训计
划》（附件2）、《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
工代训人员名册》、中小微企业新吸纳职工劳动合
同书或用工证明、六类企业临时派遣务工人员用工
派遣单。经人社部门审核合格后组织开展以工代训

。
   3.组织培训。企业安排以工代训职工岗位并下
达相应的工作任务，登录省人社厅网上服务大厅实
名制管理系统，录入参训人员信息，建立企业以工
代训基础台账，按照以工代训计划开展培训。

    4.补贴申请。企业以工代训结束后，向人社部
门上传《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补贴
资金申请表》（附件4）、《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
类企业以工代训人员名册》（附件5）、职工工资
发放单或银行支付工资凭证。经人社部门审核合格
后，将补贴人员名单通过区、县（市）人社部门网
站或政府公共服务网站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公
示结束无异议的，人社部门将补贴资金拨付给企业

。

2020年2月13日《关
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线上职业技
能培训工作的通知》
（黑人社函〔2020〕
27号）出台至疫情结

束。

1.《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

》（黑政办规[2020]3

号）

2.《黑龙江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黑龙江省财

政厅 黑龙江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印发黑龙江省保障疫

情防控应急物资重点

生产企业用工工作方

案的通知》（黑工信

规划联发[2020]26

号）

3.《关于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线上

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

通知》（黑人社函

[2020]27号）

4.《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统筹支持疫情防

控和企业复工复产若

干财税政策的意见》

（黑财办[2020]9号）

5.《关于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职业

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

》（哈人社发

[2020]31号）

6.《哈尔滨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哈

尔滨市职业技能提升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0年）的通

知》（哈政办规

[2019]19号）

市人社局:职技处于广涛
84871865
经办部门：

香坊区人社局：岳智丹
51895805

南岗区人社局：闫艺纹
82529829

道里区人社局：武丽娜
84551565

道外区人社局：杨彩虹
87821732

平房区人社局：邵亮
86525911

双城区人社局：安燃
53169872

阿城区人社局：陈琼
53767575

呼兰区人社局：宋少府
57366160

松北区人社局：丁宁
88110838

尚志市人社局：于劭潜
56757563

五常市人社局：曹晓阳
51695083

延寿县人社局：姜丰
53013023

巴彦县人社局：吴宏宇
57513633

木兰县人社局：单达
57081987

通河县人社局：蔡亮
57420409

依兰县人社局：蔡传明
57285055

方正县人社局：李猛
57100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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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防疫期间开工生产、配送疫情防控急需
物资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防疫期间开工生产、配
送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的
企业

疫情防控期间

1.《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请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4.吸纳就业人员劳动合同签订信息备案册；
5.吸纳就业人员《就业失业登记证》；
6.近3个月社保缴费单。

1.申报单位提出申请，受理；          2.资金复
核；                       3.批复；
4.资金发放。

2020年2月9日至疫情
结束三个月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教育部 财政部 交

通运输部 国家卫生健

康委关于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

的通知》（人社部明

电[2020]2 号）

《哈尔滨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哈尔滨

市教育局 哈尔滨市财

政局 哈尔滨市交通运

输局 哈尔滨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转发〈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黑龙江省

教育厅 黑龙江省财政

厅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

厅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关于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

作的通知〉》（哈人

社函 [2020]22号）

市就业局：87739261
双城：53113909
呼兰：57330898
阿城：53786668
五常：51695083
尚志：53323929
巴彦：57522943
延寿：53018550
木兰：57081987
通河：57432255
宾县：51771500
依兰：57285055
方正：57122430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企业职工转岗（岗
前）培训，分别按照1500元/人、1000元/
人的标准给予补贴；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
升培训，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
、高级技师，分别给予企业1000元/人、
1500元/人、2000元/人、2500元/人、

3000元/人培训补贴；劳动预备制培训，
对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退役
军人参加1—2个学期劳动预备制培训，给
予为每人每学期2700元标准补贴；企业新
型学徒制培训，对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
动合同，并在本企业缴纳社会保险的技能
岗位新招用人员和新转岗人员参加企业新
型学徒制培训的，补贴标准为中级工5000
元/人年、高级工6000元/人年；创业技能
培训，农民工、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就业
重点群体参加创业能力培训，按照每人
2000元补贴标准的80%拨付培训主体培训
补贴，一年内创业成功率达到60%的，按
实际创业成功人数补足其余的20%；重点
群体就业技能培训，农民工、下岗失业人
员等重点群体参加就业技能培训，按市场
收费标准给予培训补贴；化工、矿山等高
危行业企业组织从业人员和各类特种作业
人员开展安全技能培训，给予1000元/人

补贴。
企业以工代训：疫情期间，参保企业新吸
纳劳动者可开展以工代训，给予500元/人
月补贴，最长不超过6个月，不足1个月的

按实际开展天数计算。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适用
具备资质的企业、职业
院校（含技工院校）、
培训机构、高技能人才
培训机构、技能大师工
作室、公共实训基地面
向企业职工、就业重点
群体等城乡劳动者。
企业以工代训适用于参
保企业疫情期间吸纳的
劳动者（生产防护品六
类企业可以不参保但组
织以工代训人员须是政

府派遣人员）。

自2020年2月5日《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
展的政策意见》（黑
政办规[2020]3号）

至疫情结束。

线上培训：
1.企业职工转岗（岗前）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企业
职工岗前（转岗）培训开班审批表》；（2）《企业职工岗前
（转岗）培训教学计划表》；（3）培训人员花名册；（4）劳
动合同（劳务派遣职工提供劳务派遣合同）；（5）转岗职工
提供企业劳资部门出具的转岗证明；（6）委托培训主体开展
培训的还需提交“企业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7）
企业和委托的培训主体开立的银行基本账户信息；（8）行政
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申请补贴要件：（1）《企
业职工岗前（转岗）培训补贴资金申请表》；（2）申请补贴
人员花名册；（3）培训课程表；（4）授课教师信息；（5）
培训考勤记录；（6）理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7）职业资格
证书（职业等级证书、专业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

（8）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2.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企业
职工岗位提升培训开班审批表》；（2）《企业职工岗位技能
提升培训教学计划表》；（3）培训人员花名册；（4）劳动合
同（劳务派遣职工提供劳务派遣合同）；（5）委托培训主体
开展培训的还需提交“企业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
（6）企业和委托的培训主体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信息；
（7）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申请补贴要件：
（1）《企业职工岗位提升培训补贴资金申请表》；（2）申请
补贴人员花名册；（3）培训课程表；（4）授课教师信息；
（5）培训考勤记录；（6）理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7）职
业资格证书（职业等级证书、专业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

书）；（8）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3.劳动预备制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劳动预备制培训
开班审批表》；（2）培训人员花名册；（3）《劳动预备制培

训教学计划表》；（4）毕业证或肄业证；（5）户口簿；
（6）退役军人退伍证；（7）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另
提供低保证、个人银行卡；（8）培训主体在银行开立的基本
账户信息；（9）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申请
补贴要件：（1）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资金申请表》；（2）申
请补贴人员花名册（注明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
（3）培训课程表；（4）授课教师信息；（5）培训考勤记

录；（6）理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7）职业资格证书的（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

（8）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4.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新型学徒制申
报表》；（2）《新型学徒制培训计划》；（3）企业与学徒签
订的培养协议；（4）企业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5）
学徒花名册；（6）劳动合同（劳务派遣职工提供劳务派遣合
同）；（7）企业和培训主体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信息；
（8）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申请补贴要件：
（1）《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申请表》；（2）企业出具的学徒
培训验收合格报告；（3）授课教师信息；培训考勤记录；

（4）理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5）职业资格证书（职业等级
证书、专业能力证书）；（6）企业和培训主体出具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5.创业技能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创业培训开班审批
表》；（2）《创业培训教学计划表》；（3）学员身份证；
（4）就业失业登记证（就业创业证）；（5）创业培训人员名
册；（6）培训主体在银行开设的银行账户基本信息。申请补
贴要件：（1）《创业培训补贴申请表》；（2）创业培训补贴
人员名册；（3）创业培训合格证；（4）创业成功学员的营业
执照或民办非企业证书等；（5）培训主体出具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6.重点群体等就业培训：开展培训要件：（1）《就业技能培
训开班审批表》；（2）《就业技能培训人员名册》；（3）《
就业技能培训教学计划表》；（4）《居民身份证》；（5）《
就业失业登记证或》或《就业创业证》；（6）两后生《毕业
证或肄业证》；（7）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在校证明；（8）转
业证或退伍证；（9）《残疾证》；（10）贫困劳动力相关佐
证；（11）贫困家庭子女相关佐证；（12）贫困劳动力、就业
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银行卡；（13）不具有按月领取养

老金资格的人员身份由人社部门在社保网核查信息确认；
（14）垫费培训人员银行卡账户；（15）培训主体在银行开设
的基本账户信息。申请补贴要件：（1）《培训补贴资金申请
表（培训个人填写）》；（2）《培训补贴人员名册》；（3）
职业资格证书的（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培训合格证书）；（4）就业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
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凭证；（5）垫费培训人员向培训主体缴
纳培训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6）培训
课程表；（7）授课教师信息；（8）培训考勤记录；（9）理

论授课全程视频资料。
7.高危行业企业从业人员和各类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
开展培训要件：（1）《安全技能培训开班审批表》；（2）《
安全技能培训教学计划表》；（3）《安全技能培训人员花名
册》；（4）《安全培训合格证（操作证）补贴申请；（5）《
劳动合同》；（6）身份证；（7）学历；（8）免冠2寸彩照；
（9）《培训学员登记表》；（10）培训主体出具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11）培训主体在银行开设的银
行账户基本信息。申请补贴要件：（1）《安全培训合格证
（操作证）补贴申请表》；（2）《申请培训补贴人员花名册
》；（3）安全生产合格证；（4）特种作业操作证；（5）培

训主体出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
企业以工代训：开展培训要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参保
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审核备案表》、企业2019年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复印件。经人社部门审核合格备案后，方可
进行以工代训申请、《企业以工代训培训计划》、《参保中小
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人员名册》、中小微企业新吸纳职
工劳动合同书或用工证明、六类企业临时派遣务工人员用工派
遣单。申请补贴要件：《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
补贴资金申请表》、《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人

员名册》、职工工资发放单或银行支付工资凭证。

43

线上职业培训：一、企业职工岗前、转岗、岗位技
能提升培训，重点群体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
1.开展前，培训主体登录省人社厅实名制网络管理
系统登记注册，录入培训相关信息；2、网上提交
区、县市人社部门审核通过后开展培训；3、培训
结束后，培训主体在省人社厅实名制网络管理系统
录入相关信息上传区、县市人社部门核准后拨付资
金。二、劳动预备制培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1、开展前，培训主体登录省人社厅实名制网络管
理系统登记注册，录入培训相关信息；2、网上提
交市人社局审核通过后开展培训；3、培训结束

后，培训主体在省人社厅实名制网络管理系统录入
相关信息上传市人社局核准后拨付资金。三、高危
行业企业从业人员和各类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能培
训。1.开展前，培训主体将培训要件上传市应急管
理局审核同意；2.将培训要件及应急部门审核意见
传至培训对象属地区、县市人社部门备案后开展培
训；3.培训结束后，培训主体将培训补贴要件上传
市应急管理局审核、培训对象属地区、县市人社部

门核准后拨付资金。
企业以工代训：1.资格审核。企业通过网络、传真
、邮寄等方式向所在区、县（市）人社部门提交审
核材料，由人社部门审核认定企业培训补贴资格。
审核材料包括：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参保中小
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审核备案表》（附件
1）、企业2019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复印件。经
人社部门审核合格备案后，方可进行以工代训申请

。
　　参保中小微企业登录省人社厅网上办事大厅注
册。省内疫情防控应急物资重点生产六类企业不需
网上注册，可直接向所在区、县（市）人社部门申

报（注册登录网址：
　

www.renshenet.org.cn/sionline/loginControler
）。

　　2.培训申请。企业开展以工代训前需提交培训
有关材料。培训材料包括：《企业以工代训培训计
划》（附件2）、《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
工代训人员名册》、中小微企业新吸纳职工劳动合
同书或用工证明、六类企业临时派遣务工人员用工
派遣单。经人社部门审核合格后组织开展以工代训

。
   3.组织培训。企业安排以工代训职工岗位并下
达相应的工作任务，登录省人社厅网上服务大厅实
名制管理系统，录入参训人员信息，建立企业以工
代训基础台账，按照以工代训计划开展培训。

    4.补贴申请。企业以工代训结束后，向人社部
门上传《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类企业以工代训补贴
资金申请表》（附件4）、《参保中小微企业及六
类企业以工代训人员名册》（附件5）、职工工资
发放单或银行支付工资凭证。经人社部门审核合格
后，将补贴人员名单通过区、县（市）人社部门网
站或政府公共服务网站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公
示结束无异议的，人社部门将补贴资金拨付给企业

。

2020年2月13日《关
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线上职业技
能培训工作的通知》
（黑人社函〔2020〕
27号）出台至疫情结

束。

1.《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

》（黑政办规[2020]3

号）

2.《黑龙江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黑龙江省财

政厅 黑龙江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印发黑龙江省保障疫

情防控应急物资重点

生产企业用工工作方

案的通知》（黑工信

规划联发[2020]26

号）

3.《关于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线上

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

通知》（黑人社函

[2020]27号）

4.《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统筹支持疫情防

控和企业复工复产若

干财税政策的意见》

（黑财办[2020]9号）

5.《关于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职业

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

》（哈人社发

[2020]31号）

6.《哈尔滨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哈

尔滨市职业技能提升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0年）的通

知》（哈政办规

[2019]19号）

市人社局:职技处于广涛
84871865
经办部门：

香坊区人社局：岳智丹
51895805

南岗区人社局：闫艺纹
82529829

道里区人社局：武丽娜
84551565

道外区人社局：杨彩虹
87821732

平房区人社局：邵亮
86525911

双城区人社局：安燃
53169872

阿城区人社局：陈琼
53767575

呼兰区人社局：宋少府
57366160

松北区人社局：丁宁
88110838

尚志市人社局：于劭潜
56757563

五常市人社局：曹晓阳
51695083

延寿县人社局：姜丰
53013023

巴彦县人社局：吴宏宇
57513633

木兰县人社局：单达
57081987

通河县人社局：蔡亮
57420409

依兰县人社局：蔡传明
57285055

方正县人社局：李猛
57100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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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防疫期间人力资源机构成功介绍就业，给
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哈尔滨市辖区内注册登
记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享受补贴资金单位是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用
人单位是疫情期间重点
用工单位。

2020年2月9日至疫情
结束

1.营业执照；2.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3.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合同；
4.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记录；
5.劳动者本人身份信息。

企业提出申请→将符合条件人员录入《哈尔滨市就
业网络管理系统》 →网上提交补贴申请→网上审
核→资金复核→市政府批复→资金拨付到企业账户
。

2020年2月9日至疫情
结束三个月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教育部 财政部 交

通运输部 国家卫生健

康委关于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

的通知》（人社部明

电[2020]2 号）

《哈尔滨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哈尔滨

市教育局 哈尔滨市财

政局 哈尔滨市交通运

输局 哈尔滨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转发〈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黑龙江省

教育厅 黑龙江省财政

厅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

厅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关于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

作的通知〉》（哈人

社函[2020]22号）

市就业管理局：
87739276
双城：53113909
呼兰：57330898
阿城：53786668
五常：51695083
尚志：53323929
巴彦：57522943
延寿：53018550
木兰：57081987
通河：57432255
宾县：51771500
依兰：57285055
方正：57122430

46

开发公益性岗位就业。1.用省就业补助资
金开发的岗位按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70%给予补贴。2.非省就业补助资金开发
的岗位按照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由当地人民
政府确定。

优先安排贫困人口
2020年1月至至疫情
结束

1.就业失业登记证。                           2.贫困劳
动力及困难农民工证明。

1.用省就业补助资金开发的公益岗位制定《村级公
益性岗位开发办法》发布招聘信息、录用人员及公
示等程序。              2.各地乡镇、行政村开
发的公益岗位按照贫困劳动力的意愿，自行组织录
用并报当地人社部门备案。

2020年1月至至疫情
结束

黑龙江省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关于统筹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脱贫攻坚工作的通

知（黑扶组字[2020]3

号）

哈市就业管理局
:87739268
 
87739267
呼兰区就业局:57366160
阿城区就业局:53721213
双城区就业局:53116027
五常市就业局:51695083
尚志市就业局:53388199
延寿县就业局:53018591
宾县就业局:  51771510
方正县就业局:57100056
依兰县就业局:57285055
巴彦县就业局:57522943
木兰县就业局:57076999
通河县就业局:57422647

五、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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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承租市属行政事业单位经营用房的中小微
企业减免2020年1月和2月租金，3月和4月
租金减半收取。

承租市属行政事业单位
经营用房的中小微企业

2020年2月6日至5月6
日

1.承租方身份证明、出租合同、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2.出租方缴库汇款和国库收款凭证复印件、缴税凭证复印件等

出租方对承租方提供的相关要件审核无误并经主管
部门批准后，由主管部门向市财政局提出租金减免
申请，无主管部门的，由出租方直接向市财政局提
出租金减免申请。市财政局特事特办，审核无误后
立即退库、审批、核拨经费。

2020年3月20日前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支持中小微企业共克

时艰政策措施的通知

》（哈政规[2020]1

号）

市财政局：资产管理局
84853452

48

商品条码业务阶段性调整收费标准，一次
性加入费由原收费800元降低为720元。系
统维护费单个企业由原收费640元/年降低
为580元/年，集团公司及进出口企业由原
收费1280元/年降低为1080元/年一次加入
费用，系统维护费。

各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2020年3月1日至6月
30日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要求加盖公章）、企
业公章、注册（续展）登记表（正反面打印在一张A4纸上，要
求签字加盖公章）

注 册 流 程 ： 登 录 中 国 物 品 编 码 中 心 官 网
www.ancc.org.cn）-业务办理-注册-用手机号注册
-填写企业信息（必须与营业执照上的信息一致）-
核对无误后提交-上传一张清晰的营业执照副本图
片并确认提交-微信支付-下载注册登记表（正反面
打印到一张A4纸上并签字盖章）

2020年3月1日至6日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

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支持复工复产十条

（国市监综 [2020]30

号）

市市场监管局：
84887541，市标准化研
究院：13313687565

49 免费提供标准查询、有效性确认服务 各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2020年1月30日至12
月30日

营业执照 提供所需标准信息情况
2020年1月30日至
2020年12月30日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

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支持复工复产十条

（国市监综 [2020]30

号）

市市场监管局：
84887541，市标准化研
究院：13904648207

50
市场监管总局所属的计量检定机构设备检
验项目收费减少50%。

复工复产企业
2020年2月15日至疫
情结束

企业营业执照 申请-受理
2020年2月15日至疫
情结束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

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支持复工复产十条

（国市监综 [2020]30

号）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010-64525569，中国测
试技术研究院  ：028-
84404337

51
对复工复产企业特种设备检验项目收费减
少50%

辖区内所有特种设备制
造及使用企业

2020年2月15日至疫
情结束

企业复工复产手续 特种设备制造及使用单位进行预约检验
2020年2月15日至疫
情结束

参照市场监管总局 国

家药监局 国家知识产

权局支持复工复产十

条（国市监综

[2020]30 号）

哈尔滨市锅炉压力容器
检验研究院：84605822

52
免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免征药品注册
费

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
防控产品和药品

2020年3月12日至疫
情结束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受理
2020年3月12日至疫
情结束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防

疫应急期免征医疗器

械和药品注册费的情

况说明

省药监局:医疗器械处王
新88313171药品注册处
董楠楠88313073

53

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减免非高耗能
大工业企业电费的5%，减免非高耗能一般
工商业企业电费的5%；

非高耗能企业 2月1日至6月30日
减免大工业、一般工商业非高耗能企业电费5%，无需客户申请
。

减免大工业、一般工商业非高耗能企业电费5%，无
需客户申请。

54 免收高可靠性供电费
对因疫情防控需要增加
第2路电源供电的医疗
等场所

2月1日至6月30日
1．主体证明；                               2．用电地
址的物业权属证明；                  3．项目立项及批复
证明。

企业先登录“国上国网APP--选“更多”---选“新
装”或“增容”--上传办电要件--选“开始办理”
--填入信息后“提交"

哈尔滨供电公司：
18345002406，
17745663775

南岗区供电公司：
17345002085

道里区供电公司：
18345002401

道外区供电公司：
18345003003

香坊区供电公司：
17745665666

平房区供电公司：
13766809999

新区供电公司：
18345006081

2020年2月1日至2020
年6月30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发改价格

[2020]258号”《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

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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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对疫情防控用电需求，开辟办电绿色通
道，全面实施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的
“三零”服务。

疫情防控物资生产类新
办企业、需扩大产能企
业

2月1日至6月30日
1．主体证明；                               2．用电地
址的物业权属证明；                  3．项目立项及批复
证明。

企业先登录“国上国网APP--选“更多”---选“新
装”或“增容”--上传办电要件--选“开始办理”
--填入信息后“提交"

56 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 执行两部制电价企业 2月1日至6月30日
1．主体证明；                               2．用电地
址的物业权属证明；                   3．项目立项及批复
证明。

企业先登录“国上国网APP--选“更多”---选“容
量/需量变更”或“暂停/减容”或“容量恢复”--
上传办电要件--选“开始办理”--填入信息后“提
交"

57 水、电、气、热供应“欠费不停供” 中小微企业
2020年2月6日至5月6
日

有需求的客户应提供以下相关资料：
1.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缓交电费的申请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5.法人委托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单位公章）
6.缓交电费协议
7.承诺书

第一步：供电企业向客户提供告知书（附件1），
告知客户缓交电费需提供的资料，客户如实填写缓
交电费申请书（附件2）、缓交电费协议（附件3）
、承诺书（附件4）。在电费结算日（每月为28
日）前三个工作日携带缓交电费申请等相关材料到
辖区供电企业进行申请。
第二步：辖区供电公司根据客户提供的缓交电费申
请等相关材料，确认符合缓交电费条件后，客户签
订缓交电费协议及承诺书，即可缓交电费。缓交电
费协议（附件3）和承诺书（附件4）原则上须由企
业法人签字或使用法人名章并加盖企业公章。

2020年2月6日至5月6
日

哈政规[2020]1号《哈

尔滨市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

持中小微企业共克时

限政策措施的通知》

哈尔滨供电公司：
18345002373
南岗区供电公司：
17345002085
道里区供电公司：
18345002401
道外区供电公司：
18345003003
香坊区供电公司：
17745665666
平房区供电公司：
13766809999
新区供电公司：
18345006081

58
加大政府专项债券对“百大项目”开工建
设支持力度

“百大项目”

黑财办[2020]4号有
效期至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解除
为止

市政府批示文件，项目可研及可研批复等项目要件。

百大项目单位和对口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或各区县政
府按政策规定，向市政府提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申
请，市政府研究同意后，百大项目单位向市财政、
市发改委提出申请，市财政和市发改委审核同意
后，向省财政、省发改委提出申请，并且市行业主
管部门同步报省行业主管部门申请。

按照省政策规定办理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

于统筹支持疫情防控

和企业复工复产若干

财税政策的意见》黑

财办[2020]9号

市财政局:政府债务管理
处郭强
13895709592

59

加大政府专项债券对“百大项目”开工建
设支持力度，对符合专项债券发行条件且
能立即开工并形成实物工作量的项目，在
债券发行前，各级财政可通过先行调度国
库资金超前支持。

符合专项债券发行条件
且能立即开工并形成实
物工作量的“百大项目
”主体

2020年2月1日起，到
省内疫情解除次月止

1.项目主体提前调度国库资金申请
2.提前调度资金相关审批文件、符合专项债券发行条件证明等
文件。

项目主体提出提前调度资金申请，财政部门审核是
否符合先行调度国库资金支持范围，履行借款审批
手续，市政府批准后办理拨款手续。

手续齐备后2个工作
日办理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

于统筹支持疫情防控

和企业复工复产若干

财税政策的意见》黑

财办[2020]9号

市财政局:国库处
13936000248

哈尔滨供电公司：
18345002406，
17745663775

南岗区供电公司：
17345002085

道里区供电公司：
18345002401

道外区供电公司：
18345003003

香坊区供电公司：
17745665666

平房区供电公司：
13766809999

新区供电公司：
18345006081

2020年2月1日至2020
年6月30日

六、其他类支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发改价格

[2020]258号”《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

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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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对列入国家和省确定的省内疫情防控急需
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的企业，给予政府采购
绿色通道等政策支持。

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
2020年1月31日至新
冠肺炎疫情解除止

不需办理，各采购预算单位依据内控制度提出。 无 无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

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

的通知》(财办库

[2020]23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

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政府采购有关工作

的通知》(黑财采

[2020]3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

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财政支

持政策的通知》（黑

财办[2020]4号）

《哈尔滨市财政局关

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市本级政府采购工作

的通知》(哈财采

[2020]48号)

市财政局:采购办
84837678

61

引导各级预算单位加大对中小企业采购的
倾斜力度，提高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金额
和比例。对非专门面向小微企业的政府采
购项目，将小微企业产品价格扣除比例，
由6%-10%统一调整为10%，按扣除后的价
格参与评审。

中小企业
2020年3月2日至新冠
肺炎疫情解除止

不需办理，依据企业中小企业声明。 无 无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

于统筹支持疫情防控

和企业复工复产若干

财税政策的意见》

（黑财办[2020]9号）

市财政局:采购办
84837678

62 支持债券资金用于项目建设

63 允许债券置换贷款

64
鼓励信用优良企业发行小微企业增信集合
债券

65
允许发行新债券专项偿还即将到期的企业
原债券本金及利息

2020年2月8日至6月
30日

1.发行人的发行申请报告；2.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
施的报告；3.债券募集说明书；4.企业基本信用信息报告；5.
募集资金投向有关原始合法文件；6.发行人最近三年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担保人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
务报告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如有)；7.发行人和本期债券
信用等级证明文件；8.法律意见书；9.参与各方签署的综合信
用承诺；10.第三方担保函或资产抵质押文件（如有)；11.发
行人最近一期资产清单；12.债权代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募集资金账户监管协议、偿债资金账户监管协议；13.
主承销商出具的推荐意见；14.法律、法规、国务院文件、部

门规章和按照行业产业政策要求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按照预约时间将申请材料现场报送至政务
服务大厅。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

审，审查合格的予以接收。
2.承办司局收到申请材料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复
审，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受理后，承办司局将申

请材料转到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委托评估。
3.第三方评估机构形成评估意见，报承办司局。承

办司局办理，作出核准决定。
4.核准文件通过大厅现场领取并通过机要渠道同步
送至来文单位，申请人领取批文时应确认已报送全
套申请材料最终稿，承办司局查验后予以封卷留存
。政务服务大厅将审批结果信息通过短信、邮件形

式告知申请人。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公厅关于疫情防控期

间做好企业债券工作

的通知》(发改办财金

[2020]111 号)

1.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
产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
元，有限责任公司和其
他类型企业的净资产不
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
2.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
企业净资产（不包括少
数股东权益）的40%；
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
润（净利润）足以支付
企业债券一年的利息；
3.筹集资金的投向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
展方向，所需相关手续
齐全。用于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的，应符合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
度的要求，原则上累计
发行额不得超过该项目
总投资的60%。用于收
购产权（股权）的，比
照该比例执行。用于调
整债务结构的，不受该
比例限制，但企业应提
供银行同意以债还贷的

证明；
4.已发行的企业债券或
者其他债务未处于违约
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状

态；
5.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

市发改委：84664118
王春杰1514696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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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加快和简化债券审核程序

67 自动延长债券批复文件有效期

68
向省发改委争取专项债资金对我市水利、
农业、林业项目支持

我市水利、农业、林业
项目

疫情期间

1.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2.选址意见书；
3.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4.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
5.项目核准或备案

1.申请债券项目单位进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进行
填报
2.农经处审核
3.投资处汇总报送省发改委

工作时限1个工作日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

于统筹支持疫情防控

和企业复工复产若干

财税政策的意见》黑

财办[2020]9号

市发改委:86776564
姜威13946025902

69
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便利化，坚持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全流程网上办理

有研发活动的科技型中
小企业企业

全年
《企业注册登记表》、《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系统注册登
记承诺书》、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在线填报《信息表》

1.企业注册登记。登录“评价工作系统”
（www.innofund.gov.cn）注册账户，在线填报《
企业注册登记表》。
2.企业信息填报。按要求在线填报《信息表》，同
时扫描上传佐证材料。
3.审核：市科技局初审-省科技厅复审
4.公示公告后取得入库编号

按国家和省规定的时
限办理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进一步为各类科技企

业提供便利化服务的

通知》（国科火字

[2020]38号）

市科技局：82363450，
15245100515，qq：
345476124，微信：
BETTYLBO。

70
开辟商品条码办理绿色加急通道，办理时
间从10个工作日提至当日办结

防疫重点保证物资企业
2020年1月30日至5月
30日至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要求加盖公章）、企
业公章、注册（续展）登记表（正反面打印在一张A4纸上，要
求签字加盖公章）

注 册 流 程 ： 登 录 中 国 物 品 编 码 中 心 官 网
www.ancc.org.cn）-业务办理-注册-用手机号注册
-填写企业信息（必须与营业执照上的信息一致）-
核对无误后提交-上传一张清晰的营业执照副本图
片并确认提交-微信支付-下载注册登记表（正反面
打印到一张A4纸上并签字盖章）

2020年1月30日至
2020年5月30日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

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支持复工复产十条

（国市监综 [2020]30

号）

市市场监管局：
84887541，市标准化研
究院：13313687565

71
对到期的有关计量标准器具，经所在单位
自行核查满足相关技术要求，可适当延长
有效期

复工复产企业
2020年2月15日至疫
情结束

企业营业执照 申请-受理
2020年2月15日至疫
情结束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

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支持复工复产十条

（国市监综 [2020]30

号）

市市场监管局审批处：
87153019或87153333-
1207  哈尔滨市计量检
定测试院：82314715
李妍13936418088
关雪13613624021

72 登记注册网上办理 所有市场主体 无限制
不同市场主体有不同的要件，可通过市政务服务网查询办事指
南

通过省、市政务服务网或省公众服务平台申请办理 无限制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

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支持复工复产十条

（国市监综 [2020]30

号）

278个登记机关电话号
码，已经在市政务服务
网、市市场监管局微信
公示。

2020年2月8日至6月
30日

1.发行人的发行申请报告；2.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
施的报告；3.债券募集说明书；4.企业基本信用信息报告；5.
募集资金投向有关原始合法文件；6.发行人最近三年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担保人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
务报告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如有)；7.发行人和本期债券
信用等级证明文件；8.法律意见书；9.参与各方签署的综合信
用承诺；10.第三方担保函或资产抵质押文件（如有)；11.发
行人最近一期资产清单；12.债权代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募集资金账户监管协议、偿债资金账户监管协议；13.
主承销商出具的推荐意见；14.法律、法规、国务院文件、部

门规章和按照行业产业政策要求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按照预约时间将申请材料现场报送至政务
服务大厅。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

审，审查合格的予以接收。
2.承办司局收到申请材料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复
审，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受理后，承办司局将申

请材料转到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委托评估。
3.第三方评估机构形成评估意见，报承办司局。承

办司局办理，作出核准决定。
4.核准文件通过大厅现场领取并通过机要渠道同步
送至来文单位，申请人领取批文时应确认已报送全
套申请材料最终稿，承办司局查验后予以封卷留存
。政务服务大厅将审批结果信息通过短信、邮件形

式告知申请人。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公厅关于疫情防控期

间做好企业债券工作

的通知》(发改办财金

[2020]111 号)

1.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
产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
元，有限责任公司和其
他类型企业的净资产不
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
2.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
企业净资产（不包括少
数股东权益）的40%；
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
润（净利润）足以支付
企业债券一年的利息；
3.筹集资金的投向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
展方向，所需相关手续
齐全。用于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的，应符合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
度的要求，原则上累计
发行额不得超过该项目
总投资的60%。用于收
购产权（股权）的，比
照该比例执行。用于调
整债务结构的，不受该
比例限制，但企业应提
供银行同意以债还贷的

证明；
4.已发行的企业债券或
者其他债务未处于违约
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状

态；
5.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

市发改委：84664118
王春杰1514696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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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鼓励网上办理登记注册、经营许可和资质
认定

所有市场主体 无限制 不同市场主体有不同的要件 通过政务服务网或省公众服务平台申请办理 无限制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

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支持复工复产十条 国

市监综 [2020]30 号

278个登记机关电话号
码，已经在政务服务网
、市市场监管局微信公
示。

74 登记注册网上办理
市本级登记的内资企业
和外商投资企业及其分
支机构

2020年2月15日至疫
情结束

充分依托“网上办、掌上办、寄递办、预约办”等有效手段，
进一步压减登记注册环节、时间和成本，对生产防疫用品的企
业登记注册实行特事特办。对于疫情期间出现的新产业新业
态，及时调整经营范围标准。

登录哈尔滨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
2020年2月15日至疫
情结束„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

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支持复工复产十条 国

市监综[2020]30 号

市市场监管局:审批处
87153019或87153333-
1207

75
自动延续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
营许可有效期

药品、医疗器械经营企
业

2020年2月12日至疫
情结束

对在疫情防控期间营业执照登记事项发生变化又不能及时办理
变更登记的，延期至疫情解除之后一个月内办理。企业在确保
持续符合相关生产、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前提下，自动准予延
期，可于疫情结束后再提交办理延续申请

无
2020年2月12日至疫
情结束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印发应对疫

情支持服务市场主体

发展的具体措施的通

知黑市监规[2020]1号

市市场监管局:审批处
87153333-1223

76 延长行政许可期限 市本级食品生产企业
2020年2月15日至疫
情结束

对在疫情防控期间营业执照登记事项发生变化又不能及时办理
变更登记的，延期至疫情解除之后一个月内办理。疫情防控期
间(对食品生产许可证到期的，有效期可顺延至当地疫情解除)

无
2020年2月15日至疫
情结束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

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支持复工复产十条 国

市监综[2020]30 号

市市场监管局:审批处
87153333-1222

77 优化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审评审批程序 一类医疗生产备案
2020年2月12日至疫
情结束

对生产经营疫情防控急需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企业，开辟审批“
绿色通道”，按照特殊时期、特事特办的原则启动应急审评审
批备案程序，对申请人申报事项提前介入，派专人指导帮扶、
简化申报材料、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最大限度保证
相关产品及时上市。

申请-受理
2020年2月12日至疫
情结束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印发应对疫

情支持服务市场主体

发展的具体措施的通

知黑市监规[2020]1号

市市场监管局:审批处
87153333-1223

78 审慎异常名录管理（移出）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
业。涉及生产、经营疫
情防控物资的企业可先
行移出、后履行审批手
续

2020年2月16日至疫
情结束

1.移出申请（邮件）；2.书面承诺。
企业向辖区局发送申请并提交书面承诺—辖区局收
到后移出

2020年2月16日至疫
情结束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

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支持复工复产十条

（国市监综[2020]30

号 ）

市市场监管局：
84887788/84887583;各
区、县（市）市场监管
局年报咨询电话

79
积极引导企业网上办理药品、医疗器械等
许可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
品生产经营单位

2020年3月12日至疫
情结束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受理
2020年3月12日至疫
情结束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印发应对疫

情支持服务市场主体

发展的具体措施的通

知黑市监规〔2020〕1

号

省药监局:行政许可处魏
子龙88313114

80 全面落实“多审合一、多证合一” 全市企业 2020年1月1日 2020年1月1日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

厅关于贯彻自然资源

部“多审合一”、“

多证合一”改革的试

行办法》（黑自然资

规[2019]1号）

市资源规划局：
8677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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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开展工程建设项目不见面审批，网上申报
业务、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多条不见
面审批途径；制定不见面行政审批服务指
南，向办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的企业
和申请人发起“不见面，电话询，网上办
”行政审批服务倡议

全市企业
2020年2月3日至疫情
结束

2020年2月3日至疫情
结束

《哈尔滨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不见面，

电话询，网上办”行

政审批倡议》（索引

号002277134/2020-

16729）

市资源规划局：
86772732

82

在黑龙江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期间,所需应急建设的防疫医院和相关
配套设施,可采取应急方式先行使用土地,
办理规划审批手续；适当延续行政许可有
效期限；减免承租储备土地的中小微企业
1个月租金，因防疫工作需临时使用储备
土地的，可无偿临时使用；对确属因疫情
导致企业资金短缺造成疫情期间土地闲
置，为金融机构和企业办理抵押登记手
续；可以给予企业延长开、竣工时间，以
及延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政策；从即日起
暂不开展实地履约巡查工作；推动疫情防
控项目、省百大项目和我市重点产业项目
开复工建设；对疫情防控相关项目开通行
政审批“绿色通道”；充分发挥互联网+
政务服务模式，全面推广网上收件、网上
审批和网上出件。

全市企业
2020年2月18日至疫
情结束

2020年2月18日至疫
情结束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自然资源和规划

保障服务工作的通知

》哈资源规划发

[2020]23号

市资源规划局：
86772732

83
疫情期间以不见面、非接触形式召开工作
会议

2020年2月6日至疫情
结束

2020年2月6日至疫情
结束

市资源规划局：
86772732

84
暂停省级预审踏查论证户外工作；正常受
理和开展踏查论证申请

2020年3月10日至疫
情结束

2020年3月10日至疫
情结束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省级用地预审中

耕地和永久基地农田

占用与补划实地勘察

论证工作的通知 》黑

自然资办函[2020]13

号

市资源规划局：
8677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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