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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人社
HUAIBEIRENSHE

资讯速递

申请人赵勇英自述在你单
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本
机关已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受
理其工伤认定申请。 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工伤认定举证
通知书（编号：2019056），请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内到本机关

领取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561-3053291

淮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2019年6月12日

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送达公告
淮北鼎香食品有限公司：

本报讯 为做好降费工作，
我市念好快、实、全社保降费“三
字经”，确保惠民政策落实到位。
工作部署突出一个“快”。按

照省统一部署，我市提前开展了
社保降费参数调整和校验工作，
全省社保降费工作会议召开后，
我市于当天召开全市社保降费
工作会议， 迅速传达会议精神，
并多次召开社保降费专题调度

会及业务培训工作会议，要求各
县区切实提高政治思想认识，不
折不扣全力做好降费工作。根据
最新确定的全口径平均工资，不
分昼夜， 连续作战， 对全市近
3900户参保企业各项社会保险
缴费费率、基数、应缴费额等进
行全面认真核查，确保省降费政
策在我市贯彻落实到位。

政策落地突出一个“实”。 社
保降费的降低真正使广大参保企
业感受到人工成本的实质性下

降，对于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提高
企业的盈利能力、 增强企业发展
活力和发展信心产生了十分积极
和正面的影响。今年 5月份，我市
应征收社会保险费 3.57亿元，比
上月减收 4958 万元 ， 下降
12.18%。 从对部分主要企业的影
响来看，今年 5月份，皖北煤电集
团公司应缴纳社会保险费 6048
万元， 比上月减收 707万元，降
幅为 10.47%；淮海实业集团应缴
纳社会保险费 673万元， 比上月

减收 227万元， 降幅为 25.20%；
淮北口子股份有限公司应缴纳社
会保险费 430万元， 比上月减收
39万元，降幅为 8.35%。

舆论引导突出一个“全”。 为
深入贯彻全国、全省降低社会保
险费率重大决策部署，我市始终
坚持正面引导，时刻关注舆情走
向，力求实现短时间内政策“全
覆盖”。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降低
社会保险费率宣传月” 活动，通
过门户网站、政务双微、日报专

刊等媒体渠道发布政策宣传信
息 20余篇。 编制《社保降费政策
解答》 及 《社保降费办事指南》
5000余份，免费放置社保服务大
厅供参保对象学习阅读。 5月 17
日下午，我市人社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围绕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减轻企业缴费负担”主题接受政
府网站在线访谈，正面解读降费
减负政策， 现场回应社会关切，
合理引导社会舆论，稳定社会预
期。

工作部署快 政策落地实 舆论引导全

我市念好社保降费“三字经”

本报讯 今年以来， 我市致
力做到“四个到位”提升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参续保缴费， 截至 5
月 31日， 我市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当年参续保缴费人数
40.47万人， 新增参保人员 1199

人， 完成民生工程目标任务的
94.64%。

组织实施到位。 年初将目
标任务细化分解至各县（区）并
及时召开城乡居保启动会议，
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
导具体抓， 确保工作的顺利推
进。

政策宣传到位。 通过集中宣
传日、公交、报纸、微信公众号等
平台多方宣传居保政策、扩大宣
传范围；同时基层工作人员利用
秸秆禁烧、扶贫等契机，走村入
户上门宣传，切实提高政策知晓
率。

社保扶贫到位。 借助部级平

台，将 33852条贫困人员数据与
居保系统内人员数据进行核实
比对，对核实后符合条件的贫困
人员进行保费应代尽代，待遇应
发尽发，动态掌握了我市贫困人
员基本情况，精准定位居保扶贫
工作对象，进一步推动了居保的
参保扩面工作。

督促指导到位。 通过指导
基层经办机构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工作，适时解决存在的问
题，补齐短板，做好工作调度，
抓紧抓实工作目标；同时对县
（区）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
情况定期进行通报，促进工作
落实。

致力做好“四个到位”

提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续保缴费

案例：

温某在某酒店任保安，双

方约定基本薪酬为3800元。试

用期过后，公司在办理正式聘

用手续时，欲为温某参保。温某

提出不想参保，要求公司每个

月直接补贴300元，可与公司

签订自愿放弃参保的协议。考

虑到简单方便、且能节省一笔

费用，公司便同意了温某的要

求。后来，温某因私事离职。离

职时，他又想让单位为其补缴

社保费。请问，温某主动与公司

签订放弃缴纳参保的协议有效

吗？还能要求公司补缴社保费

吗？

解答：

劳动法规明确规定了参加
社会保险、 缴纳社保费用是用
人单位、 员工个人共同承担的
强制性义务。 根据合同法的规
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
规定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所
以， 温某主动与公司签订放弃
缴纳社保费的协议无效。 为此，
公司还需要为温某补缴其在工
作期间应缴未缴的社保费，承
担滞纳金等相关费用， 并接受
相应的处罚。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七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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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
纳社会保险费， 有权查询缴费
记录、个人权益记录，要求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
询等相关服务。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
例》第四条 缴费单位、缴费个人
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 第十三条 缴费单位未按规
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
的， 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者
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 逾期
仍不缴纳的， 除补缴欠缴数额
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
分之二的滞纳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合同无效的法定情
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
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
段订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
或者第三人利益；（三） 以合法
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 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据安徽人社

员工主动与单位签订放弃参保协
议后还能要求单位补缴社保费吗？

案例：

今年2月，张某入职某公

司，双方口头约定先试用3个

月，3个月后，如果张某考核合

格再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

保险费。

3月26日，张某要求公司

为自己缴纳社会保险费，公司

称他还在试用期，公司不需要

缴纳社会保险费。

评析：

《劳动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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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
个条款是否适用于试用期的劳
动者呢？ 答案是肯定的。

现实中， 许多企业把试用
期仅仅当作个人与用人单位之
间一个不需要成本的双向 “考
察”过渡期。不少中小企业为了
节约成本， 不与试用期员工签
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保费，这严
重侵害了职工权益。

社会保险是国家为保障公
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
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
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而实行
的强制性保险。所谓强制性，就
是由法律法规直接对双方的权
利义务作出规定， 双方当事人
不得自由协商。因此，社会保险

费是否缴纳、 如何缴纳都不是
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可以相互
商量的事宜， 用人单位应该按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劳动合同法》 第十七条明
确规定，劳动合同中应具备社会
保险条款。《社会保险法》第五十
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
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
保险登记。试用期也是合同期的
组成部分，它并不是独立于劳动
关系之外的特殊时期。 因此，劳
动关系一旦确立，企业就必须履
行法定义务，为员工办理社会保
险并缴费，并且不能用商业保险
替代社会保险。

用人单位拒绝为劳动者办
理社会保险时， 劳动者可以向
人社部门投诉， 造成劳动者损
失的， 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另外，根据《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
社会保险费， 劳动者有权解除
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需支付经
济补偿。

综上所述,单位与试用期员
工之间无论有无书面或口头不
予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单位
都应为试用期员工缴纳社会保
险费。 据《中国劳动保障报》

咨 询：

王先生是某建筑公司架子

工，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

同。今年4月，王先生在工作中

不慎跌落，腰部重度损伤。王先

生要求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

用人单位以王先生刚进单位未

参加工伤保险为由不愿申请工

伤认定。请问，王先生还能申请

工伤认定吗？怎么申请？

解 答：

如果王先生所在的建筑公
司未在事故伤害 30 日内申请
工伤认定， 王先生或其近亲属
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一年
内， 可以向单位所在地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由用人单位按照条例规定
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
付费用。

依据：

《劳动法》第七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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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
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 鉴定
为职业病， 所在单位应当自事
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日内，
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遇有特殊
情况， 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的， 工伤职工
或者其近亲属、 工会组织在事
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1 年内，
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
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

第六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
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
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
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
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
和标准支付费用。 据安徽人社

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
职工能申请工伤认定吗？

为试用期员工缴纳社保费
是用工义务

1.哪些人可以以灵活就业人

员身份在我市参加城镇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

答：未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年龄在 16周岁以上，男未满
60周岁， 女未满 55周岁的我市
户籍城乡居民（不含在校学生）。

2.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每月缴纳多少元？

答：2019 年 1 月至 4 月，灵
活就业人员每月基本养老保险
费可在 679.27元—1132.12元范
围内选择；基本医疗保险费不建
账户为 217.37元/月； 建账户为
339.64元/月。 2019 年 5 月至 6
月，灵活就业人员每月基本养老

保险费可在 542.25 元—2711.24
元范围内选择；基本医疗保险费
不建账户为 173.52元/月； 建账
户为 271.12元/月。

3.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办理参

保登记？

答：灵活就业人员携带本人
身份证或社保卡和户口本原件
至户籍所在县、区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申请办理。

4.灵活就业人员是否可以更改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

答：可以。 灵活就业人员可
携带本人社会保障卡、身份证至
户籍所在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申请变更养老保险缴费标准，
当月 1—22日申请，次月生效。

5.灵活就业人员如何缴纳养

老保险费？

答：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
后， 于次月 12日之前携带本人
身份证件、参保手册至代扣社会
保险费协议银行 （徽商银行）办
理社保缴费代扣手续。

6.我市参保人员怎样查询打

印参保证明？

答：一种方式是在安徽省政
务服务网淮北分厅注册登录，在
菜单栏点击便民服务站，选择淮
北市人社局便民服务站，可以自
助查询打印个人参保缴费信息；
还有一种方式是本人或委托他
人持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
至市、县、各区社会保险经办服
务大厅自助服务区查询打印。

7.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年限是不是分 15年、20

年、25年等不同档次？

答：不分。 养老保险退休时
按照累计缴费月数计算退休待
遇， 累计缴费月数不能低于 180
个月（15年）。

8.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实际缴费从什么时候开始？

答：淮北市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从 1996年
1月 1日开始。

9.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金额

为什么年年都在涨？

答：养老保险缴费标准和全
省社会平均工资挂钩，随社平工
资的增减变动。

10.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中断了再缴费是不是

以前的缴费就清零了？

答：不是。 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计算，不是

连续计算。
11.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缴满15年是不是就可以退休了？

答：不是。城镇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必须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且累计缴费年限满
15年才可办理退休。

淮北市社会保险征缴稽核

中心供稿

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社会保险征缴稽核业务常见政策解答

6月4日下午，市人社局在机关党员活动室举办

“庆七一、颂党恩”主题演讲比赛。各党支部相关负责

人、演讲选手参加了比赛。

来自各党支部的参赛选手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立足本岗

位、本单位实际，紧紧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

主线，围绕党的历史、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人社

事业的发展变化、身边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个人

对党的认识和感悟等内容，歌颂党的光辉历程，抒发对

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对人社事业的无限热爱。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征缴中心党支部的陈文婷脱

颖而出获得冠军，并代表人社局参加市直机关工委举

办的“庆七一、颂党恩”主题演讲比赛决赛。

■通讯员 黄永宝 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6月6日，市人才中心党委在

流动党员中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传统习俗文化互

动体验活动，23名流动党员参加了此项活动。

■通讯员 张洁洁 摄影报道

“庆七一 颂党恩”
主题演讲比赛

流动党员
传统习俗文化
互动体验

■通讯员 陈杰 梁淑芳

■通讯员 袁泉 梁淑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