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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失业补助金、援企

稳岗人社政策宣讲会已经走

进狮山镇官窑文化活动中

心、小塘社会管理处等地，面

向狮山数百家企业进行宣

讲。“未来，我们还将开展新

一轮宣讲，共涉及 1500 到

2000家企业，将相关政策普

及到企业中去。”常少斌说。

11月13日，在狮山镇官

窑文化活动中心，佛山市南海

区官窑南亿联铝制品有限公

司人事文员周妙娟为失业补

助金办理的便捷程度点赞：

“以前很多政策的办理都要员

工拿到公司出具的证明，现在

‘粤省事’平台直接调取社保

数据，指间即可办理，为企业

和员工都省了很多功夫。”

每一位参加宣讲会的企

业代表，其背后都联系着一

个或多个急需办理相关补贴

的员工，南海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狮山分局的政策

宣讲，为他们获得政策红利

打通了渠道。“此前我们了解

到有失业补助金这一政策，

但并不清楚如何办理，职工

对这方面政策的了解也不

多。”广东华兴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社保管理员孙响利表

示，回到企业后会对职工宣

讲这方面政策，也希望狮山

人社分局继续开展此类政策

宣讲，为企业及参保人打通

申报的“任督二脉”。“类似

‘粤省事’这类小程序，平时

不使用、不关注的话，也不知

道它能这么便捷地申报相关

补贴，希望多多宣传好这些

便民渠道，助力企业、参保人

用好政策。”

刘先生租赁了张先生的房

子。在刘先生上班时，家中突

发大火，不仅将自己的物品烧

坏了，还连累了邻居。

消防部门经过调查后认

定，火灾由线路老化引起，法院

根据火灾认定书判决房东张先

生对火灾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

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没有约

定在房屋承租期间房屋的检查

维修由谁负责，那么可自然视为

由房屋出租人，即张先生负责。

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出租人应当

定期对房屋进行检查维修，使

房屋处于正常的可使用状态，

因没有及时维修房屋而造成的

任何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出

租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黄某于2015年 8月

入职佛山市南海某车业

有限公司从事车间生产

工作，并与公司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但公司一直没

有为其购买社保。黄某

在向税局部门反映相关

事实后，因其并没有留底

书面劳动合同，有关部门

无法确认其与上述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故无法直

接责令公司进行社保费

的补缴。为此，黄某向承

办律师进行了法律咨询。

承办律师在与黄某

就案件情况详细交谈后，

了解到黄某手上有公司

向其支付工资的转账记

录、工作证、《员工花名册》

等材料可用于证明公司

与黄某存在劳动关系。

承办律师接受委托后，将

以上材料作为证据材料，

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申请，请求仲裁庭确认公

司与黄某存在劳动关

系。经仲裁庭审理查明，

确认了黄某与佛山市南

海某车业有限公司之间

于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2019年8月1日期间存在

劳动关系。

最后，黄某持该份生

效的劳动仲裁书向税务部

门提交公司未为其购买社

保的投诉申请，经税务部

门依法受理并责令公司限

期补足社保，黄某的合法

权益最终得到了维护。

出租房发生火灾
房东租客谁担责？

公司不缴纳社保
劳动者应如何维权？

南海区人社局狮山分局开展失业补助金、援企稳岗人社政策宣讲会

失业补助金可在线上申领

11 月 17 日，南海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狮山分局走进狮山镇行

政服务中心，开展失业补

助金、援企稳岗人社政策

宣讲会。此举旨在确保

参保人了解政策、掌握政

策、用好政策，充分发挥

失业补助金、一次性吸纳

就业补贴等在促进就业

中的杠杆作用，切实促进

各行各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为狮山镇推进全域城

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添砖

加瓦。

宣讲会上，南海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狮山分局

工作人员从失业补助金申领

条件、申办流程入手，详细讲

解这项惠民政策，同时还就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援企

稳岗补贴、南海区企业顶岗

实习补贴等政策进行宣讲，

助力企业及参保人申报相关

补贴。

记者了解到，根据佛山

市失业补助金办事指南，在

2020年3月至12月期间，在

我市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且

未就业的失业人员或停保失

业且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

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为失

业补助金申领人员范围。其

中，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

条件的人员是指参保缴费不

足1年或参保缴费满1年但

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业

人员。

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狮山分局业务骨干曾

锦卿介绍，在2020年 12月

31日前，符合条件的参保失

业人员可通过“粤省事”小程

序或“广东人社”APP进行失

业补助金申领，也可以到人

社分局前台申领，申领后从

停保次月开始发放失业补助

金，最长核发时间为6个月，

2020年12月失业的人员核

发期可延续到2021年上半

年。

根据指南，在我市参加

失业保险缴费时间满 1 年

及以上（含外地转入年限），

失业补助金标准为300元/

人/月；不满1年的，失业补

助金标准为150元/人/月，

2020年 3月至我市政策出

台前已符合申领失业补助

金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一次

性申领符合条件月份的失

业补助金。

曾锦卿介绍，即使失业

人员重新就业，也可以根据

失业时长领取失业期间的失

业补助金，符合领取条件的

人员可在12月31日前申领。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南海区企业顶岗实习补贴、

小微企业社保补贴、特别引

才奖励……会上，南海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狮山

分局副局长黄焕英为企业

代表介绍了狮山企业开展

人才招聘、接受顶岗实习、

吸纳人员就业可享受的各

类补贴，鼓励企业积极申报

相关奖补政策，助力企业高

质量发展。

其中，针对高校毕业生

的小微企业社保补贴、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等项目颇受

企业欢迎。小微企业社保补

贴针对小微企业招用毕业两

年内高校毕业生，与其签订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

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申报该补贴后，用人单位每

月可按照为该毕业生实际缴

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

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

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获得

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期限最

长不超过2年，该补贴可大大

降低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的

成本。

据了解，这些补贴均可

以在“佛山扶持通”上进行

申请，十分方便快捷。南海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狮山分局、南海区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局狮山分局局长

常少斌表示，无论是一次性

延迟复工补贴和各类就业

方面的补贴，还是实岗培

训、以工代训补贴，都是政

府关心企业的政策，“在座

企业代表一定要对企业负

责，申领到位。”

“今年以来，人社系统对

企业的补贴力度都很大，之

前我们得到了包括稳岗补

贴、以工代训在内的多种补

贴支持，这些补贴为我们企

业保障员工工作岗位稳定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广东

糊涂酒业有限公司社保主

任李炳鹉表示，目前公司也

在加大招聘力度，未来会为

新入职的员工讲解失业补

助金等相关政策，鼓励、帮

助员工进行申请，让有就业

空窗期的新入职员工享受相

关政策补贴。

失业补助金可网上办理

多种补贴支持企业招才留才

政策宣讲将覆盖超1500家企业

文/珠江时报记者林一峰通讯员罗旎旎

不少出租房是老旧房屋，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近几年，全国各

地发生了很多出租房火灾案例，电气设备老化、电路短路、燃气泄漏

等原因往往容易引发火灾。那么，出租房发生火灾该由房东还是租

客担责呢？看完这几个出租房火灾案例解析你就知道了。

建议：

入住前做好房屋检查
出租房失火造成损失，房东、租客都有责

任，但房东是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负有消防安

全职责。

作为房东，在租房子给承租人前，必须对

出租房屋内的消防设施、器材进行日常管理，

如果出租房屋要改变使用功能和结构，应当

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消除

或者通知承租人消除。

作为租客，要安全使用房屋，发现消防安

全隐患要及时消除。为避免纠纷，租赁双方

可以在租房合同中写明双方的责任，入住前

仔细检查相关设施的安全，做好交接。此外，

电动车停放及充电的方式要得当。

电动车充电和停放的正确方式
1、电动车应当在小区集中充电桩处充

电，充完电应及时拔掉插头；

2、不可在车棚里随便拉电线充电，一定

要用固定的插座，一座一充，不可飞线充电；

3、电动车白天或入睡前充电完毕。充电

时间切勿过长，连续充电超过12小时，或充电

器不合格，很容易导致短路并出现火花；

4、电动车放置区域（房间）与楼梯间、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之间应采用实体墙完全分

隔，周围不要放可燃物。切记，电动车千万

不要在楼道内、自家客厅、楼梯间、建筑首层

停放和充电。

文/珠江时报记者林一峰

李某租住了王先生的房

子，租住期间使用大功率电器

导致保险丝熔断，此后李某使

用铜丝代替保险丝继续使用大

功率电器，最后导致火灾发生，

大火蔓延至邻居家中，致使家

具和家电全部烧毁。

法院审理认为，李某在出

租房居住时应安全用电，以免

自己和他人的财产受到损害。

但房屋使用人李某用铜丝替换

了保险丝，使保险丝无法起保

护作用，是导致电线短路引起

火灾的主要原因，其应对邻居

的财产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

案例 1 租客负全部责任

某房东把房子租给别人住，

租客租住期间房子着火，火灾导

致租客和邻居损失惨重。经查

明，失火是由租客烧饭引起，但

房东在阳台上堆有大量纸盒等

易燃物品，从而加速了火势蔓

延，并让邻居的财产受到损失。

经过两审法院最终判决，

房东承担20%的过错责任，租

客承担80%责任。

案例 2 租客负主要责任，房东负连带责任

案例 3 房东负全部责任

广东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嘉欣：

案
例
简
介

根据《劳动法》第七

十二条“社会保险基金

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

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

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

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

条“用人单位未按时足

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

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

足……”的规定，佛山市

南海某车业有限公司的

行为不仅损害了黄某依

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

合法权益，更是违反了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黄

某有权要求公司进行社

保补缴。但责令用人单

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属

于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

的行政职责，不属于劳动

仲裁委员会或法院裁判

范畴，劳动者应向社会保

险费征收机构进行投诉

处理，如劳动者无直接证

据显示其与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须提起确认劳动

关系仲裁救济。

律
师
点
评

《社会保险法》第五

十七条第一款:“用人单

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

十日内凭营业执照、登

记证书或者单位印章,

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社会保险具有强制

性，依法缴纳社保可以

为企业提供法律保障，

避免未缴纳社保带来的

法律风险，给员工带来

福利保障，留住人才，使

公司稳定发展。

企业为员工缴纳社

保有什么好处？一、规

范企业经营管理，企业

缴纳社保是规范自身行

为,而企业规范管理则

是壮大发展的根本；二、

降低企业用工风险，若

企业未为员工缴纳社

保,则员工发生工伤后

的一切医疗费、赔偿金

等均由企业全额支付，

缴纳社保对企业的重要

性已不言而喻。

经
营
建
议

文/珠江时报记者林一峰通讯员罗旎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