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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省内异地社保卡丢失补办请到淮北市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三楼

7号窗口。 市人社局信息中心供稿

一、什么是公益性岗位？
公益性岗位是指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门为安置就业困难人
员提供的，给予岗位补贴和社会
保险补贴的就业岗位， 主要包
括：1.基层非营利性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岗位； 2.城乡辅助性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3.机关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民办非企
业单位等工勤服务辅助性岗位；
4.劳务派遣企业、家庭服务业企
业、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养老服
务机构的托底性安置岗位。

二、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有
哪些？

主要安置持有《就业失业登
记证》， 并被县级以上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认定为就业援助
对象的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
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人员，具体包
括：1.享受低保的长期失业人员；
2.大龄就业困难人员；3.零就业
家庭成员；4.失地（失林）人员；5.
家庭困难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6.符合相关规定的残疾人。

三、公益性岗位的待遇水平

是怎样的？
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待遇分

三部分：（1） 用人单位依法按月
足额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的工资；（2） 人社部门按照
每月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 50%
的标准给予岗位补贴；（3） 人社
部门按照用人单位为就业困难
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
予的补助。

四、公益性岗位领取补贴期
限是怎么规定的？

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 3年，

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年（含
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
退休。

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失业
后，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五、公益性岗位申请上岗的
程序是怎样的？

符合条件且有意从事公益
性岗位的就业困难人员向公共
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或用人单位
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公益
性岗位就业意向申请表》， 身份
证、户口簿、《就业失业登记证》、

零就业家庭证明等有效证件原
件、复印件各 1份。
六、县区人社部门联系方式：
濉溪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

务中心 0561———7505610
相山区就业服务指导站

0561———3193118
杜集区就业服务指导站

0561———5227991
烈 区 就 业 服 务 指 导 站

0561———4685592
淮北市劳动就业管理局供

稿

提供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扶持工程公益性岗位开发政策解读

近日，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开

展根治欠薪活动。在市运河人家建

设项目工地，工作人员进行劳动用

工检查，为劳动者发放《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及《致农民工朋友

的一封信》等相关政策材料。图为

劳动保障监察员向劳动者宣传维

权知识。

■通讯员 黎铁龙 马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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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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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在我市重复缴纳城镇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怎么

办？

答：本人携带身份证到所
属社保大厅申请办理账户合并
业务。

13.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不想缴了可以退吗？

答：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之前不可以退费； 到达法定退
休年龄时养老保险缴费不足 15
年的， 可以本人持身份证到社
保大厅办理退保业务， 由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核算退
费金额。

14.没到退休年龄人去世

了，缴纳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怎么办？

答：需到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申请办理死亡退保业务，由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核
算退费金额。

15.人去世了医保卡里的

钱怎么办？

答：需到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申请办理死亡终止和医保个
人账户结算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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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及省委、省政府关于稳就业的决
策部署， 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切
实缓解毕业生求职创业费用压
力，着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群体就业创业，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会同省教育厅、 省民政
厅、省财政厅、省扶贫办、省残联
组织开展 2020届毕业生求职创
业补贴信息化发放工作。2020届

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
呈现四大特点：
一是扩大发放范围。由高校

应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贫困残疾人家庭、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庭、 获得国家助学贷
款、残疾以及特困人员中的六类
困难毕业生，扩大至中等职业学
校、技工院校应届六类困难毕业
生。

二是提高补贴标准。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 将每人一次
性 1000 元提高至每人一次性
1500元， 主要用于补助毕业生
求职创业过程中的相关费用，
缓解毕业生求职创业费用压
力。

三是提前组织发放。 为切
实发挥求职创业补贴资金 “雪
中送炭”“及时雨”的效用，根据

毕业生求职创业的时间节点，
将补贴时限从目前的毕业年度
调整为毕业学年， 补贴发放工
作 9 月上旬启动，10 月底前完
成， 比往届提前 5 个月组织发
放。
四是采取信息化方式。毕业

生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 微信
小程序、安徽政务服务网、安徽
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四个

渠道自愿申请，实现“网上一分
钟申请、六部门信息一键共享、
系统一分钟自动审批和推送结
果、申请程序零跑路、纸质材料
零提交”，实现“一次不用跑”。对
少数信息不准确、网上审核校验
不通过的， 进行线下人工审核，
给毕业生再次申请的机会，让毕
业生“最多跑一次”。

据安徽公共招聘网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稳就业工作决策
部署， 帮助企业稳定就业岗位，
支持企业健康发展，根据《关于
全面开展 2019年度企业失业保
险费返还工作的通知》（皖人社
秘［2019］42号文件）要求，决定
于 2019年 3月 1日起全面开展
我市 2019年度企业失业保险费
返还工作，现就有关政策解读如
下。

一、申领条件：企业申请失
业保险费返还应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

（一） 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
缴纳失业保险费用；

（二） 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
家及所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政
策和环保政策，且非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或“僵尸企业”；

（三）2018 年度未裁员或裁
员率低于同期省城镇登记失业
率（2.83%），列入国家化解过剩
产能企业名录的煤炭、钢铁企业
裁员率放宽至 10%。

二、返还标准：单个企业失
业保险费返还标准按企业及其
职工 2018年实际缴纳失业保险

费（含补缴费用）的 50%计算。
三、申领程序：
（一）网上自愿申请：符合条

件的企业通过安徽省阳光就业
网上服务大厅 （网址 ：http://
ahygjy.cn/）进入“失业保险费返
还”模块，按信息系统要求填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资金使用计
划等申报信息，申请时不需提交
任何纸质材料。网上申请截止时
间 2019年 11月 30日。

（二）信息系统校验：信息系
统自动提取企业上年度失业保
险缴费金额、 在岗职工人数和

裁减职工人数等数据，人社、财
政部门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机
制， 对比校验企业提交的申报
信息， 并及时提示企业校验结
果。

（三）人工审核校验：企业对
裁员率、返还金额等信息系统校
验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安徽省阳
光就业网上下载填写人工审核
校验申请表，携相关证明材料至
市人社局失业保险科申请人工
审核校验。经人工审核变更校验
结果的，审核部门按规定修改信
息系统校验信息。

（四）企业书面确认：为使资
金顺利、准确拨付到企业，返还
申请经人社部门审核、财政部门
复核通过后，企业需在安徽省阳
光就业网下载填写确认书，送达
人社局失业保险科。

（五）资金公示发放：收到企
业书面确认后，人社部门将返还
信息在安徽省阳光就业网公示 7
日。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财政
部门将返还资金直接拨付至企
业在银行开设的基本账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科供稿

为缩短社保卡丢失补卡办理时间， 方便广大市民办理业务，
我市在社保卡合作银行指定营业网点办理社保卡快速补卡业务。

1.持卡人社保卡丢失后，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原社保卡
卡面标识银行指定营业网点办理补卡。卡面标识银行信息可通过
关注“淮北人社”微信公众号查询。

2.符合补卡条件可以现场制卡的，网点工作人员现场制卡，
现场发放。特殊情况无法现场制卡的，持卡人在 5个工作日后，到
申领网点领取。

3.持卡人领取补办的社保卡时，应进行社保账户和金融账户
的激活。

4.社保卡补卡工本费 18元/张。
5.社保卡补换卡网点信息。

省人社厅等 4 部门联合印
发了 《关于开展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工作的通知》（皖人社秘
〔2019〕166号）， 明确要求各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在该
通知出台后及时组织企业申
报，会同同级财政、发改、工信
等有关单位， 制定本地区重点
企业认定和稳岗返还工作方
案，报经市政府批准后实施。市
人社局牵头起草了 《实施方
案》，并在多次征求相关部门意
见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

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从 6 个方面对

开展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作
出了具体规定。

第一部分： 基本原则。 坚
持以有效稳定就业局势为目
标，充分考虑全市失业保险基

金结余规模，在确保失业保险
待遇正常发放的基础上，按照
审慎选择、范围适度 、公平公
正的原则实施稳岗返还，确保
失业保险基金运行安全 、平
稳、可持续，全力惠企业、稳就
业。

第二部分： 稳岗返还资金
的使用条件。 2018 年末失业保
险基金滚存结余具备 24 个月
以上支付能力， 可使用失业保
险基金向重点企业（困难企业）
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政策实施
期限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 目前我市失业保基金
结余 5.13 亿元，按照每年 8000
万元的待遇支付测算， 可支付
76 个月， 具备稳岗返还的条
件。

第三部分：申领条件。 主要

规定适用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
策的企业类型， 一是省重点企
业（困难企业）名单中的企业，
目前省级确定的名单共 9 家，
具体条件由省级文件确定；二
是我市组织认定的重点企业
（困难企业）， 除符合省重点企
业（困难企业）具备条件外，还
需符合面临暂时生产经营困难
及 2018 年度比 2017 年度进出
口总额下降和 2018 年度比
2017年度企业所得税缴纳总额
下降条件中的两条之一。

第四部分：返还标准。按照
2018年全省月人均失业保险金
标准的 6 倍给予单个企业稳岗
返还资金， 即 1250 元/月 *6 =
7500 元（标准由省确定），一次
性发放， 同一企业只能享受失
业保险费返还 （2018 年度实际

缴费的 50%） 或稳岗返还政策
的其中一项。

第五部分：实施步骤。 《实
施方案》经市政府同意后，由市
人社局负责公布方案， 指导相
关企业申报补贴。

申报地址： 淮北市人社局
14楼 1415 室（淮北市孟山北路
45 号）。 联系电话：3043861，联
系人：徐成贤。

市人社局对照标准审核并
向社会公示，对符合条件的报
市政府审批后，由失业保险经
办机构将资金直接拨付到企
业基本账户。 该项资金由企业
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以及职
工生活补助、转岗培训 、技能
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相
关支出。

第六部分：工作要求。 一是

严格监督检查， 严格落实稳岗
返还审核、拨付等环节监督，及
时向社会公示企业名单和返还
资金数额，接受社会监督，严防
冒领、骗取现象；二是做好跟踪
服务， 及时将审核认定的重点
企业（困难企业）录入重点企业
信息库， 定期维护职工人数等
基本信息， 准确及时掌握用工
情况，对符合条件的，及时落实
帮扶措施；三是加大政策宣传，
积极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
体渠道宣传政策， 使企业及时
了解政策内容，知悉办理程序。
简化优化程序， 提高办事服务
质量和效率， 引导符合条件的
企业积极申报， 尽可能让更多
企业都能享受到政策。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科供稿

关于《淮北市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实施方案》的政策解读
起草背景、依据、过程

我市 2019 年度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政策解读

2020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信息化发放呈四大特点

市人社局开展
根治欠薪活动

社保卡丢失
快速补卡业务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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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名称 网点位置 网点电话

工商银行淮北分行
汇通支行

淮北市惠黎路 39 号 0561-3029410

农业银行淮北市分
行相山支行

淮北市孟山北路 92-44 号 0561-3021671

中国银行淮北分行
人民路支行

淮北市人民路与南湖路交叉口 0561-3051659

建设银行淮北市分
行惠黎支行

淮北市古城路 41 号 0561-3895732

徽商银行淮北分行
古城支行

淮北市惠黎路 37 号 0561-5265020

邮储银行淮北市分
行惠苑路支行

淮北市步行街西头怡和家园北门 0561-3040467

淮北农村商业银行
信泰支行

淮北市孟山北路 50 号 0561-3031265

濉溪农商银行五里
郢支行

濉溪县行政服务中心对面丽都美
景楼下

0561-6887313

交通银行淮北分行
营业部

淮北市人民路 177 号现代花园牡
丹园

0561-3159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