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3

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财税支持政策清单（对个人补助方面）

制表日期：2020年3月13日

序号 支持政策 文件名称 政策内容

一、中央政策

（一）财政政策

1 对确诊患者的补助政策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通知》（财社〔
2020〕2号 ）

        对于确诊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

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先行支付，中央财政
对地方财政按实际发生费用的60%予以补助。

《国家医疗保障局 财政部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通知》（国医保电〔2020
〕5号）

        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实施综合保障。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医疗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国医保电〔2020〕
6号）

        异地就医确诊患者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按照《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

康为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通知》（财社财〔
2020〕2号）有关规定执行。

2 对疑似患者的补助政策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医疗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国医保电〔2020〕
6号）

        对于卫生健康部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确定的疑似患者医疗费

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制
定财政补助政策并安排资金，实施综合保障，中央财政视情给予适当补助。
        对异地就医疑似患者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

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制定财政补助政策，实施综合保障，中央财政视情给
予适当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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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支持政策 文件名称 政策内容

3 对参加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
和防疫工作者的补助政策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通知》（财社〔
2020〕2号 ）

        参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建立传染病疫情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
助的通知》（人社部规〔2016〕4 号）有关规定，按照一类补助标准，对于直接接

触待排查病例或确诊病例，诊断、治疗、护理、医院感染控制、病例标本采集和病
原检测等工作相关人员，中央财政按照每人每天 300 元予以补助；对于参加疫情防
控的其他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中央财政按照每人每天 200 元予以补助。补助资

金由地方先行垫付，中央财政与地方据实结算。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
切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施的通知》（国
办发〔2020〕4号）

    
    各地要按照（财社〔2020〕2号）有关要求，统计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和防疫
工作者工作情况，由同级卫生健康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按月审
核，报经国家卫生健康委审核并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审定后，由同级财
政部门在次月垫付临时性工作补助经费，中央财政据实结算。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
措施的通知》（国发明电〔2020〕5号）

    疫情防控期间，将湖北省（含援鄂医疗队）一线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相应
标准提高1倍，并确保发放到位，中央财政对湖北省全额补助。

4 对因履行职责感染的医护及
相关工作人员的保障政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

于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
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函〔
2020〕11号 ）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

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依
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已参加工伤保险的上述工作人员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和单位按工伤

保险有关规定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法定标准支付，财政补助
单位因此发生的费用，由同级财政给予补助。

5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
《财政部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财金〔2020〕3
号）

        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个人和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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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

有关方面在其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优先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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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核增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政
策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

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办发
〔2020〕4号）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要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在同级政府领导下，

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及时向防控任务重、风险程度高的医疗卫生机构核增不纳
入基数的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并指导有关单位搞好内部分配，向加班加点特别是
作出突出贡献的一线人员倾斜。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
措施的通知》（国发明电〔2020〕5号）

        及时核增医疗卫生机构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将湖北省一线医务人员（含援鄂
医疗队）薪酬水平提高2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事业单位人员有关工资待遇问题的
通知》（人社部发〔2020〕9号）

        在疫情防控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

下，根据承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治工作任务情况，因地制宜向承担防控任务
重、风险程度高的医疗卫生机构核增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不作为绩效工资总量基
数，所需经费通过现行渠道安排，疫情结束后不再执行。

7 提高卫生防疫津贴标准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

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办发
〔2020〕4号）

        提高卫生防疫津贴标准。为进一步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疫人员权益，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传染病防治人员安全防护的意见》（国办发〔2015〕1号），出

台提高卫生防疫津贴标准的政策。各地要按照政策规定及时抓好落实，特别是对参
与新冠肺炎疫情防疫人员，要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
措施的通知》（国发明电〔2020〕5号）

        扩大卫生防疫津贴发放范围，确保覆盖全体一线医务人员，所需经费按现行渠

道解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卫生防疫津

贴标准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3号）

        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单位中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有传染危险和长年外勤的现场

卫生工作编制内人员，在麻风病院及专职从事传染病、结核病、血吸虫等寄生虫病
防治的卫生工作编制内人员，根据工作量大小、时间长短、条件好坏、防护难易以
及危害身体健康的程度等情况，分别享受一、二、三、四类卫生防疫津贴。一类津
贴每人每月560元，二类津贴每人每月450元，三类津贴每人每月350元，四类津贴每
人每月260元。临时参加上述工作的人员，根据实际接触情况享受相应类别的津贴，

根据实际接触天数折算发放。所需经费按现行经费渠道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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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彩票代销者的补贴政策
《财政部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彩票发行销售工作
有关事宜的通知》（财综〔2020〕2号）

        研究通过彩票市场调控资金、彩票发行销售风险基金等措施，支持彩票代销者

疫情防控及降低疫情影响。研究降低一定时期内发行机构业务费、销售机构业务费
比例，适当提高代销费比例，帮助彩票代销者渡过难关。

9 事业单位有关人员工资、福
利待遇政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事业单位人员有关工资待遇问题的
通知》（人社部发〔2020〕9号）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

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正常劳动的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在此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由其所属单位按出勤对待。

10 对贫困劳动力的支持政策

《国务院扶贫办 财政部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 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工作 确保
全面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通知》（国开办
发〔2020〕5号 ）

        支持贫困户恢复生产，开展生产自救，加大奖补力度。

        创造条件鼓励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

       强化就业支持，适当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用于组织稳定贫困人口就业岗位。

对结合疫情防控需要，新增的保洁环卫、防疫消杀、巡查值守等临时岗位，优先安
置贫困劳动力就业。落实好现行公益性岗位相关政策。

       疫情防控期间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按规定给予交通和生活费补助，有条件地

区可加大奖补力度。

        全力保障贫困群众基本生活。对罹患新冠肺炎、集中或居家隔离、无法外出务

工、无法开展基本生产、收入受到重大影响等生活陷入困境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和
因疫致贫返贫农民群众，应按现有支持渠道及时落实好针对性帮扶措施，确保基本
生活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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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支持政策 文件名称 政策内容

11 对城乡社区工作者补助政策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关于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关心
关爱措施的通知》（国发明电〔2020〕5号 ）

        各地要采取措施，关心关爱参加疫情防控的社区（村）“两委”成员、社区

（村）专职工作人员等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在落实好城乡社区工作者现有报酬保
障政策基础上，在疫情防控期间地方可对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给予适当工作补助，
补助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疫情防控任务指导市县制定，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承
担。
        

12 对城乡社区工作者职业伤害
保障政策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关于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关心
关爱措施的通知》（国发明电〔2020〕5号 ）

        城乡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期间发生事故伤害或患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

认定情形的，应依法认定为工伤，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发生的相关费用按照《工
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法定标准支付，
财政补助单位因此发生的费用，由同级财政予以补助。对于因履行职责感染新冠肺
炎或病亡的城乡社区工作者，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

于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
知》（人社部函〔2020〕11号 ）规定的，可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二）税收政策

1 捐赠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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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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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人补贴免税政策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
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10号）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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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工作补助和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对省级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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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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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省级政策

1 对确诊患者的补助政策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
通知》（黑财社〔2020〕8号）

        对于确诊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

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中央和省级财政全额给予补助，其中：中央财政负担60%，
省级财政负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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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支持政策 文件名称 政策内容

1 对确诊患者的补助政策

《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局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转发<
国家医疗保障局 财政部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通知>的通知》（黑医保电
〔2020〕1 号）

        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实施综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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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确诊患者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给予全额补助。对确诊患者的医疗费用，在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财政先行全额
垫付，中央和省级财政分别按60%和40%给予补助。

《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局 黑龙江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

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救治医疗保障有关问
题的通知》（黑医保发〔2020〕7号）

        对按卫生健康部门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诊疗方案确定的确诊患者（含未参

保患者、异地就医患者）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给予全额补助。对确诊患者的医疗费用
（含疫情期间确定为确诊患者前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财政先行全额垫付，中央和省级财政
分别按60%和40%给予补助。

2 对疑似患者的补助政策

《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局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
卫省健康委关于转发<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财政

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补充通知>的通知
》（黑医保电〔2020〕2号）

        对按卫生健康部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确定的疑似患者医疗费

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制
定财政补助政策，中央财政视情给予适当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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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疑似患者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给予全额补助。对按卫生健康部门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确定的疑似患者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财政先行全
额垫付，省级财政按80%给予补助。

《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局 黑龙江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

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救治医疗保障有关问
题的通知》（黑医保发〔2020〕7号）

        对按卫生健康部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诊疗方案确定的疑似患者（含

未参保患者、异地就医患者）医疗费用（含疫情期间确定为疑似患者前发生的医疗
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
地财政先行全额垫付，中央和省级财政予以补助。其中，疑似患者医疗费用个人负
担部分省级财政负担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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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参加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
和防疫工作者的补助政策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
通知》（黑财社〔2020〕8号）

       参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建立传染病疫情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

助的通知》（人社部规〔2016〕4 号）有关规定，按照一类补助标准，对于直接接

触待排查病例或确诊病例，诊断、治疗、护理、医院感染控制、病例标本采集和病
原检测等工作相关人员，按照每人每天 300 元予以补助；对于参加疫情防控的其他

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每人每天 200 元予以补助。补助资金由各级财政先行

垫付，省级财政与各地据实结算。

《关于转发<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
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的通知》（黑政明传〔

2020〕2号 ）

        疫情防控期间，将湖北省（含援鄂医疗队）一线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相应
标准提高1倍，并确保发放到位，中央财政对湖北省全额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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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发疫情防治一线医务人员特殊补助。对省派出援鄂人员，在现行每人每天补
助600元基础上，每人每天增发200元特殊补助；对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确定的四个省级重症集中救治中心和承担重症救治任务的相关市（地）医疗机构的
一线医务人员，在现行每人每天补助300元基础上，每人每天增发200元特殊补助。

特殊补助所需资金由省级财政全额负担。

4 对因履行职责感染的医护及
相关工作人员的保障政策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因履行工作职

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
关保障问题的通知>的通知》（黑人社函〔2020〕
21 号）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

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已参加工伤保险的上述工作人员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和单位按工

伤保险有关规定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法定标准支付，财政补
助单位因此发生的费用，由同级财政给予补助。

5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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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已发放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被确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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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对彩票代销者的补贴政策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支持彩票销售网点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有关政策的通知》（黑财综〔2020〕
10号）

        对全省各体育、福利彩票代销者购置疫情防护用品补贴资金300元；在彩票市场

开市后3个月（连续90天）内，除竞猜、高频快开和中福在线游戏品种外，按照彩票
销量的2%予以补贴，所需资金在省级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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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核增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政
策

《关于转发<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
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的通知》（黑政明传〔
2020〕2号 ）

        及时核增医疗卫生机构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将湖北省一线医务人员（含援鄂
医疗队）薪酬水平提高2倍。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黑龙江省财政

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事业单位人员有关工资
待遇问题的通知>的通知》（黑人社发〔2020〕5号 
）

    在疫情防控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
下，根据承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治工作任务情况，因地制宜向承担防控任务
重、风险程度高的医疗卫生机构核增一次性绩效工资总量，不作为绩效工资总量基
数，所需经费通过现行渠道安排，疫情结束后不再执行。

8 事业单位有关人员工资、福
利待遇政策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黑龙江省 财政

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事业单位人员有关工资
待遇问题的通知>的通知》（黑人社发〔2020〕5号 
）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
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正常劳动的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在此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由其所属单位按出勤对待。

9 提高卫生防疫津贴标准政策

《关于转发<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
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的通知》（黑政明传〔
2020〕2号 ）

    扩大卫生防疫津贴发放范围，确保覆盖全体一线医务人员，所需经费按现行渠
道解决。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黑龙江省财政

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
卫生防疫津贴标准的通知>的通知》（黑人社发〔

2020〕7号 ）

        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单位中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有传染危险和长年外勤的现场

卫生工作编制内人员，在麻风病院及专职从事传染病、结核病、血吸虫等寄生虫病
防治的卫生工作编制内人员，根据工作量大小、时间长短、条件好坏、防护难易以
及危害身体健康的程度等情况，分别享受一、二、三、四类卫生防疫津贴。一类津
贴每人每月560元，二类津贴每人每月450元，三类津贴每人每月350元，四类津贴每

人每月260元。临时参加上述工作的人员，根据实际接触情况享受相应类别的津贴，

根据实际接触天数折算发放。所需经费按现行经费渠道列支。

10 对贫困劳动力的支持政策
《黑龙江省扶贫办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积极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
工作的通知》（黑扶办联〔2020〕2号 ）

    支持贫困户恢复生产，开展生产自救，加大奖补力度。通过发展生产等措施拓
宽收入渠道，每户补助资金最高可到1000元，仅限于用于购置生产资料。

    鼓励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对在疫情防控期间，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的致富带
头人和自主创业的贫困户按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助，补助标准参照当地创业带动就业
补贴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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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贫困劳动力的支持政策
《黑龙江省扶贫办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积极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
工作的通知》（黑扶办联〔2020〕2号 ）

    对结合疫情防控需要，新增的保洁环卫、防疫消杀、巡查值守等临时岗位，要
优先安置贫困劳动力就业，可使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贫困劳动力给予补助，至防
疫期结束。

    落实好现行公益性岗位相关政策。

    疫情防控期间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按规定给予交通和生活费补助，交通补助
按原渠道参照当地有关规定执行，生活费补助通过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或县
（市）安排的相应扶贫资金按照省内每人500元、省外每人1000元标准执行。

    全力保障贫困群众基本生活。对罹患新冠肺炎、集中或居家隔离、无法外出务
工、无法开展基本生产、收入受到重大影响等生活陷入困境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和
因疫致贫返贫农民群众，应按现有支持渠道及时落实好针对性帮扶措施，将符合条
件的及时纳入临时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确保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11 对城乡社区工作者补助政策

《黑龙江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关于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
关心关爱措施的实施意见》（国政明传〔2020〕4
号 ）

        在疫情防控期间，对社区（村）“两委”成员、社区（村）专职工作人员等一

线城乡社区工作者给予适当工作补助，具体补助标准由各地确定，省级财政对各地
所需资金给予适当补助。

《黑龙江省民政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落实好疫情

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人员工作补助的通知》（黑
民发〔2020〕7号） 

    各地要结合本地城乡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实际，制定工作补助发放标准、具体办
法和方式。
    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人员工作补助所需资金由同级政府负责筹集，省级
财政将根据各地实际发放情况给予50%的补助。

12 对城乡社区工作者职业伤害
保障政策

《黑龙江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关于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
关心关爱措施的实施意见》（黑政明传〔2020〕4
号 ）

        城乡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期间发生事故伤害或患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

认定情形的，应依法认定为工伤，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发生的相关费用按照《工
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法定标准支付，
财政补助单位因此发生的费用，由同级财政予以补助。对因履行职责感染新冠肺炎
或病亡的城乡社区工作者，参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

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函〔2020〕11号 ），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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