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市人社局始终把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放在工作首
位，围绕全市产业发展和人才需
求，拓宽服务手段，扎实开展服
务工作。

一是离校前对接帮助就业。
牢牢把握高校毕业生离校前的关
键期， 积极搭建企业与高校毕业
生双向选择平台， 集中开展送就
业政策、岗位信息、就业典型进校
园活动， 广泛收集辖区内用人单
位用工信息， 有针对性地向毕业
生进行推介， 为毕业生和企业牵
线搭桥，搞好信息对接，为高校毕
业生及时就业创造条件。 今年以
来已举办校园招聘会 3场， 参加

招聘单位 170家， 提供就业岗位
3000余个，达成就业意向 600余
人。 组织开展 3次“启明星”就业
指导老师进校园活动，对 1500余
名高校毕业生进行就业政策解读
和传授求职技巧。
二是人才市场推动就业。 常

态化举办“2+N”就业招聘活动，
通过安徽公共招聘网发布招聘
会信息，今年以来已举办各类人
才招聘会 201场，参加招聘企业
累计 6959家次， 累计提供就业
岗位 27.55万个， 达成就业意向
9479人。 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周”“民营企业招聘周”活
动，搭建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
双向交流平台，促进就业。
三是就业帮扶实现就业。对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贫困残疾人家庭、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 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残疾的高校毕业生以及特困人
员中的高校毕业生（包括技工院
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
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
一次性发放 1000元/人，用于求
职过程中产生的费用。2019年共
有 1205人符合发放条件， 发放
补贴资金 120.5万元。对 2122名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一
对一” 就业帮扶， 就业帮扶率
100%，就业率 95%以上。

四是项目带动拓宽就业。积
极引导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主
动面向基层就业。鼓励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积极参加“三支一扶”、

基层特岗和就业见习岗位实践，
2018 年以来基层特岗补录 113
人，今年“三支一扶”招录 39人，
就业见习新开发见习岗位 2465
个，完成目标任务的 152%，新签
订就业见习协议 494人。

五是重点企业单位推荐就
业。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信息录
入人才库后，根据我市重点企业
和经济开发区规模以上的骨干
企业的人才需求情况，与毕业生
进行联系，推进就业意向。 同时
为企事业单位开展委托招聘活
动，积极推荐就业，已有 120 余
名高校毕业生被推荐到各类企
事业单位实现就业。
六是免费培训促进就业。对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创

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掌握创业
政策和就业技能。今年以来已开
展创业培训 780 人， 创业指导
1952人次， 成功创业 221人，发
放高校毕业生创业担保贷款 28
笔，发放金额 227 万元，带动就
业 521人。

七是引凤回巢鼓励返乡创
业。 充分发挥淮北市人才服务中
心党委在上海、合肥、广州、北京、
厦门、南京、深圳等地异地流动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适时组织
召开座谈会， 介绍和讲解我市就
业创业优惠政策，宣传市委、市政
府对大学生创业的重视和支持，
引导在外淮北籍大学生返乡就业
创业，为建设绿金淮北服务。

搭建沟通平台 丰富服务手段

市人社局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本报讯 为了在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更好
地学习党史国史， 充分发挥党
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

用，9月 25日上午，市人社局举
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史
国史宣讲报告会， 邀请中共淮
北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以谦教
授做专题宣讲报告。 局领导班
子成员、二级调研员、四级调研
员，机关全体公务员，事业单位
班子成员、各党支部班子成员、
党小组长参加报告会。

杨以谦教授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 重整行装再出发》
为题，从“我们走在大路上”引

入，以生动形象的语言、理论
联系实际的细致讲解， 围绕
“我们走过的路”“我们脚下的
路 ”和 “我们前进的路 ”三方
面，对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来、
怎么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宣
讲、剖析。 宣讲报告主题鲜明、
重点突出、内涵丰富、精彩生
动、引人入胜，让参会的广大
党员干部对不忘初心这一重
大命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党在
新中国 70 年发展史上团结带
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
历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如
何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有了
更准确的把握，具有十分重要
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会议强调， 全局上下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加强思想
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本次
宣讲报告为契机， 切实增强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
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
爱民， 在深入学习和不断领悟
党史、 新中国史中汲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精神
力量， 在从事人社工作中形成
生动实践， 推动主题教育更加
扎实精准有效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市人社局举办党史国史宣讲报告会

本报讯 为方便群众办事，
市人社局不断创新和拓展服务渠
道，近日，在淮北市属定点药店实
现使用电子社保卡扫码购药。

已申领开通电子社保卡的
淮北市医保参保人员，可通过电
子社保卡中的“二维码”在市属
定点药店完成医保支付联网结
算。 参保人员购药时，只需登录
皖事通 APP、支付宝、工行融 E
联等电子社保卡签发渠道，点击
“电子社保卡”出示“二维码”，药
店通过扫码设备对电子社保卡
二维码进行身份识别后，即可完
成医保结算。

电子社保卡是社会保障卡
线上应用的有效电子凭证。目前

可从支付宝、微信、皖事通、云闪
付、 城市一账通和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建设银行、徽商银行、邮
储银行、安徽农金、交通银行、招
商银行等社保卡合作银行的手
机银行上实现签发。下一步随着
电子社保卡整体工作的逐步推
进，陆续会增加规范的第三方签
发渠道，使电子社保卡的签发渠
道多样化，便民化。

接下来， 淮北市人社局还
将持续推进电子社保卡的应用，
逐步扩展电子社保卡在定点医
院门诊结算、住院结算、便民服
务等领域应用，实现“线上线下
一卡通”“民生服务一卡通”，助
力各项公共服务， 让群众少跑
路，多省心，努力创造高品质生
活。

本报讯 近日， 我市 2018
年度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个人权
益记录单已全部寄出。 45.02万
人次权益单将在近期陆续发放
到参保职工手中。这已是市人社
局连续第 7年为参保职工免费
邮寄发放权益单。

2019年，市人社局采取邮政
信函的形式， 向我市参保职工免
费寄送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个人权
益记录单。此次寄发的是 2018年
度个人权益记录单，记载了 2018
年 7月至 2019年 6月期间参保
人员及其用人单位参保缴费信

息、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信息以及
2018年 1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
间的社会保险个人账户记账信
息。其中单位在职职工、未纳入社
会化管理的退休人员寄送至社保
关系所在单位； 灵活就业参保人
员、 已纳入社会化管理的退休人
员等个人则寄送至其在社保部门
登记的个人通信地址。

个人权益记录单仅记录职
工社会保险权益情况，无需参保
职工办理任何社保业务。如需了
解更多个人权益记录信息，可登
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淮北分厅，通
过“专题套餐”中“人社局便民服
务站”选择相应业务模块查询。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人社
局紧紧围绕就业创业促进工程
民生工作要点，有序开展各项工
作，收到显著成效。

截止到 9月底，开发公益性
岗位 2105 个， 完成目标任务
2100个的 100.23%，帮助 680名
就业困难人员上岗。公益性岗位
资金补助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
促进了就业困难人员稳定就业。
就业见习工作进展顺利，截止到
9月底，已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人
数 824人， 新增开发岗位数 63
个 ， 开发就业见习岗位总数
2551个。

宣传摸底两手抓， 因地施策
早执行。年初，在就业援助月期间，
深入社区摸底调查就业困难人数，
与就业困难人员面对面讲解公益
性岗位政策；借助春节前后的大型

招聘会活动，发放宣传单，大力宣
传公益性岗位民生工程政策；通过
微信群、就业局网站、电子显示屏
宣传政策，扩大了公益性岗位民生
工程的知晓度，加快了就业扶持工
程实施的步伐。

岗位开发全方位，专场招聘
搭线桥。 今年以来，加大工作力
度，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保洁、保
绿、保安、残疾人服务、老年人服
务、家政服务等公益性岗位。 在
今年“就业援助月”期间，走访就
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 624
户，登记认定的未就业困难人员
112人； 组织专场招聘会 5场，
帮助 74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
业； 其中残疾就业困难人员 11
人，去产能职工 63人；认定零就
业家庭 1户，帮助零就业家庭 2
人实现就业,实现零就业家庭动
态清零；帮助就业困难人员享受
政策 410人。

本报讯 9月 30日，淮北市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邀请卫健
委和骨科专家到卧床的重病号
家庭进行鉴定。李某因患病致行
动不便，市劳鉴会特邀请 3名资
深专家提供上门服务，到李某家

现场受理材料并仔细检查病情，
为其鉴定，而且提出合理化治疗
建议，近期市劳鉴会将根据专家
意见及时下发结论。

今年以来， 已先后 6次组织
12名专家上门为鉴定对象服务，
充分展现了淮北人社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服务为民”的工作理念。

本报讯 为了献礼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深入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激发党员干部的爱国主义情
怀，9月 30日上午，市人社局组
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观看影片
《我和我的祖国》。

影片取材自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祖国经历的无数个历史
性经典瞬间，7位导演聚焦大时
代大事件，生动讲述了普通人与
国家之间看似遥远实则密切关
联的动人故事，带领观众重温了
一段段光荣而难忘的历史岁月。

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的爆炸、中国女子排球队第一
次获得世界大赛三连冠、香港回
归、中国第一次获得奥运会举办
权， 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着陆、
“九三” 阅兵式震撼上演等一系
列反映中国光辉历程的关键节
点， 引发了全场观众的强烈共
鸣。

看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
富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惊天动
地的中国奇迹，每一位观众都激
动不已、热泪盈眶，既感慨于祖
国发展的艰辛不易，也为祖国取
得的瞩目成就而感到无比骄傲
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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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月， 灵活就业人员每月基本养
老 保 险 费 可 在 679.27 元—
1132.12 元之间自主申报确定；
基本医疗保险费不建账户每月
缴纳 217.37元；建账户每月缴纳
339.64元。 2019 年 5 月至 2019

年 7月，灵活就业人员每月基本
养老保险费可在 542.25 元—
2711.24 元之间自主申报确定；
基本医疗保险费不建账户每月
缴纳 173.52元；建账户每月缴纳
271.12元。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6月，灵活就业人员每月基本
养老保险费可在 603.4 元—
3017.01 元之间自主申报确定；
基本医疗保险费不建账户每月
缴纳 193.09元；建账户每月缴纳
30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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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日之间携带本
人身份证件、参保凭条至代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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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险征缴稽核业务常见政策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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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电子社保卡
医保支付功能上线啦！

我市免费邮寄城镇职工
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

市人社局
民生工程工作有序开展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市劳鉴会组织专家现场鉴定

市人社局组织党员干部
观看影片《我和我的祖国》

专心听讲

专家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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