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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门：避免搭保险便车收档案费

针对济南市人社部门回应，参保市民提出更多质疑和建议

每每年年33660000万万，，有有多多少少用用于于管管档档案案

本报济南10月23日讯 (记
者 高扩 ) 2 3日，本报刊发

《不交档案代管费，不给入保
险》的报道，反映济南市部分灵
活就业人员在缴纳养老保险时
被捆绑收费的问题。24日，济南
市人社局、济南市劳动就业办
组织召开专题商讨会。济南市
人社局副局长、济南市劳动就
业办公室主任黄厚安表示，档
案管理费和代缴养老保险费一

同收取在有的区级就业办的确
存在，下一步将在全市范围内
出台整改措施，避免档案管理
费搭养老保险缴费的便车。

对于每月10元的档案管理费
的收费依据，相关方面坚称是在
执行鲁价费发〔2012〕158号文，“我
省保存人事关系及档案(含企业
职工档案)收费标准调整为：单位
或个人委托保管人事关系及档
案每份每月10元；单位或个人委

托单纯存档每份每月3元。”
对于参保人员能否自愿的

疑问，黄厚安表示，这个费用取
消不能由人社部门决定，而缴
纳养老保险就必须有档案，没
有档案的要建立档案。对于部
分交费市民提出的只交养老保
险费、不扣档案管理费的诉求，
黄厚安表示，这还需要研究之
后作出决定，但会充分考虑到
这部分市民的诉求。

对于每月10元档案管理费
流向何处，现场经手的财务部
门负责人称，档案管理费都是
收支两条线，全部上缴财政，但
市财政会根据这部分钱的收取
情况，在部门预算上予以体现。
也就是说，劳动就业办收取的
档案管理费与该部门平时的运
行经费不无关系。

资料显示，与参保市民签
订合同的另一方是“历城区劳

动保障事务代理”。历城区就业
办有关负责人却说，这并不是
一个机构，而是历城区人社局
就业科的一项业务。

济南市就业办相关负责
人还说，如果这部分收费取
消，济南市、区、街道庞大的公
共服务平台的运行可能会受
影响。基层就业服务平台有大
量临时工，正是依靠这部分经
费支撑。

不交费不让入保险，这种自愿如何行使？

山东省物价局收费处的工作
人员解释称，代管档案要坚持自愿
的原则，且只针对人事关系及档
案，如果强制和变相强制收取档案
管理费，则属于违规行为。从省物
价局的答复来看，显然灵活就业的
参保人有权拒绝委托代管档案。但
是在实际办理过程中，参保人是否

能够行使这种自愿权利呢？
23日，济南市人社局副局长、济

南市劳动就业办公室主任黄厚安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却表示，这个
费用取消不能由人社部门决定，而
缴纳养老保险就必须有档案，没有
档案的要建立档案。

对此，一位参保人质疑说，人

社部门与物价部门的答复相矛盾，
物价部门要求是否代管必须遵循
自愿原则，但人社部门明确，不交
代管费，没法入保险。言外之意是，
你行使自愿的权利，就必须放弃入
保险。“这种自愿其实是伪自愿，希
望相关部门能进一步协调，让我们
能够既入了保险，又不违背意愿。”

本是交养老保险，为何去就业办交费？

“我到社保部门交养老保险，
应该是社保部门给我办理，为什么
又让我绕个弯子，去给就业办交档
案代管费？我们都是个体户，没什
么复杂的档案，即便需要建档，按
理说，这也是社保服务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把档案这一块另外拆出

来收费？”一位参保市民说，本来是
去人社局的一个部门办养老保险，
结果被要求向人社局的另一个部
门交费，而且不交这个钱，就不能
办养老保险，“这个事情，怎么说都
有点奇怪。”

另外，根据历城区就业办有关

负责人介绍，“历城区劳动保障事
务代理”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项
业务。也就是说，市民在和一项业
务签订协议。“这就更奇怪了，一项
业务能作为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的合同方吗？我对这个合同的合法
性存疑。”一位参保市民说。

23日，济南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积极回应的态度，赢得参保市民的肯定，“积极商讨解决之方，是件好事”。不过，针对对济南市
人社局的一些具体说法和苦衷，一些受访的参保市民也进一步提出了质疑和建议，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一步协调，取消消这项“捆
绑”收费，减轻难就业群体的负担。

既然是全额拨款，为何还捆绑收代管费？

据了解，济南市就业办和济
南市社保局都是济南市人社局
下属的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23日，有参保人致电本报，
针对上述单位的身份，对其捆绑
收费的行为提出质疑。他说，两
个单位都“吃财政饭”，由纳税人
供养，社保工作又属于公共事

业，为什么我们去办社保时，还
必须交档案代管费？

另一位参保人更为全面地
分析说，全额拨款的机关和事
业单位也可以有收费，也就是
物价部门核准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比如说去办一个证件，可能
要交工本费。但是仔细对比，参

保要交的档案代管费与这种工
本费不同，工本费是与证件直
接对应的一项收费，交的这个
钱就是办证的费用；而对于入
保险来说，委托代管档案是一
项自愿业务，“自愿就意味着即
使不交档案代管费，应该也能
参保。”

无单位的弱势群体，为何承受额外负担？

有参保人致电本报诉苦称，
灵活就业人员中，不少是个体户、
下岗职工，甚至靠在路边摆摊设
点维持生计，本就是社会的弱势
群体。可没有工作单位，反而要比
有工作单位的人每月多交10元
钱，这不是雪上加霜么？

还有一位参保市民称，在七
八年前他就曾考虑参加养老保
险，可咨询之后，把自己吓得不
轻。“当时养老保险最低档缴费也
就七八十元，每月的档案管理费

就要10元钱！”
对此，济南市就业办和社

保局也有苦衷。济南市就业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149个就
业公共服务平台都要维持，在
这些服务机构中，存在大量雇
佣人员，如果没有收费和财政
返还，他们的工资待遇如何维
持？市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现在全市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已
经超过3 0万人，市社保局没有
精力和能力收缴保费，只能依

靠基层的就业服务部门。
“这是人社局两个部门之间

需要协调的事情，雇用临时工不
能成为将负担转嫁到参保人身上
的理由。”对于这样的解释，一位
参保人如此反驳。

济南市人社局副局长、市
社保局局长郑志友表示，灵活
就业人员参保是社保工作中的
新现象，现在迫切需要就捆绑
收 费 问 题 给 参 保 市 民 一 个 解
释。

10元“定价”如何算出，能否适时取消？

“我的档案只不过是一张纸，
很可能多年都用不到，只是保管一
下，竟然每个月扣10元？”有参保市
民质疑说，从人力成本上来讲，事
业单位员工由财政发工资；从纸张
成本来讲，一张纸也不能值10元
钱。这个收费“定价”是怎么算出来
的？

对于10元钱的收费标准问题，
记者23日再次联系济南市物价局
收费处，该处工作人员称，分管这

项工作的人员仍然在出差，现在无
法作出回应。针对档案管理费问
题，记者连续两天联系采访济南市
物价局收费处，都得到分管人员出
差开会的回答，对于10元的收费是
否合理、如何核算出来的，济南市
物价局至今仍无答复。

另据介绍，济南市参保的灵活
就业人员30万人，以每人每年120
元计算，济南市一年收取的档案管
理费可达3600万元之巨。“这笔巨

款究竟流向何处？有多少用于档案
管理？有多少上缴财政？财政又以
何种方式返还？”一位参保人希望，
有关部门能够晒晒账本。

“再退一步讲，即便这项收费
经过物价核准，就一定一直是对的
吗？现在都强调要逐步降低行政事
业性收费，有关部门应该多听听老
百姓的意见，充分考虑就业弱势群
体的难处，适时对收费政策作出调
整。”一位参保市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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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官员员办办婚婚宴宴
不不得得超超2200桌桌
聊城官员婚丧嫁娶必须报告

本报聊城1 0月2 3日讯
(记者 张跃峰 ) 聊城市纪
委、监察局日前下发《关于
严格规范党和国家工作人
员操办婚丧嫁娶事宜的暂
行规定》，将实行党和国家
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嫁娶事
宜报告制度，婚礼宴请人数
累计不得超过200人(20桌)，
葬 礼 应 从 严 控 制 规 模 。同
时，还公布举报电话 0 6 3 5 -
8228277。

凡是党和国家工作人
员，无论操办本人还是家庭
主要成员婚丧嫁娶、生病住
院、乔迁新居、生日祝寿、子
女出生、升学留学、入伍就业
等事宜，均应执行这一规定。

根据规定，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办理婚丧嫁娶事宜应
在亲戚(直系亲属、三代以内
旁系亲属及近姻亲 )范围内
进行。除组织上派人参加必
要的事宜外，不得亲自或授
意他人邀请本单位、下属单
位、管理和服务的单位或个
人。要坚持勤俭节约，带头移
风易俗，自觉抵制讲排场、比
阔气、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
婚礼宴请人数累计不得超过
200人(20桌)，葬礼应从严控

制规模。
实行党和国家工作人

员操办婚丧嫁娶事宜报告
制度。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宴请事由、时间、地点、方
式、规模、标准和邀请对象，
收受礼金、礼品及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操办婚嫁喜庆
事宜的，应提前7天报告。如
操办丧葬事宜来不及报告
的，需在事后 7天内补办书
面报告手续。实行一事一报
制度，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
办的各种婚丧嫁娶事宜均
要按规定逐一报告。

此次规定将范围扩大
到 党 和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其
中，党的工作人员是指党的
各级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
外的工作人员和党的基层
组织中专职、兼职从事党内
事务的党员；国家工作人员
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
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
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
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
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
事公务的人员。

本报记者 高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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