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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筑筑业业参参加加工工伤伤保保险险有有了了新新规规范范

市市民民足足不不出出户户可可打打印印社社保保证证明明

工工资资停停发发莫莫着着急急
补补办办手手续续可可恢恢复复

本报文登9月12日讯 (记
者 姜坤 通讯员 宋洁)

自从去年退休后，高大爷的
退休金一直每月按时到账，
但今年从7月起，退休金却迟
迟没发，这可急坏了高大爷。
日前，市民高大爷来到文登
区社保中心，询问怎么不给
自己发退休金了。

原来，2017年集中进行
社会保险长期待遇领取资
格认证的时间已过，尚有一
部分人未到社保经办机构
进行资格认证，待遇将被暂
停发放。“对机关企事业单
位离退休人员及死亡职工
遗属待遇领取人员等进行
待 遇 资 格 认 证 ，是 避 免 冒
领、确保社保基金安全的必
要措施。”社保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威海
市社会保险长期待遇领取
资格认证暂行办法》规定，
每年的4月1日至6月30日为
社保长期待遇领取人员集
中进行资格认证的时间，若

未按规定的时间进行认证，
待遇将会被暂停发放。

就往年情况来看，每年
都有认证对象忘记办理社保
长期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手续
的事情，等到发现待遇未按
时发放，才想起到经办机构
咨询为何待遇未发放。社保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暂
时停发待遇的认证对象也不
要担心，按照规定，只要本人
持身份证、户口本到待遇发
放地社保经办机构补办资格
认证，经办机构将于办理手
续的次月开始，恢复发放并
补发其暂停期间的待遇。

文登区社保中心提醒大
家，因各种原因未按时认证
的人员，须及时补办相应手
续才可恢复待遇。特别提醒
的是，与集中认证时期不同，
现在村(居)委会、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所已经无法办理社
会保险待遇恢复手续，必须
到待遇发放地社保经办机构
办理。

本报文登9月12日讯(记
者 姜坤 通讯员 王艳)

日前，文登区社保中心召
开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
推进会，传达贯彻建筑业参
加工伤保险有关文件精神。
要求各建筑施工企业要明确
工伤保险的适用范围、办理
流程及工伤保险费计算方
法，并且要求建设单位在办
理安全报监手续时，要提交
建设项目工伤参保证明，并
做好信息公示。

据介绍，建筑施工企业
对相对固定的职工应按用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对不能
按用人单位参保、建筑项目
使用的所有职工(包括施工
总承包单位和依法分包的专
业承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

使用的农民工)，按建设项目
参加工伤保险。

按建设项目为单位参加
工伤保险的，建设单位在办
理安全报监手续时，应当提
交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
明，作为保证工程安全施工
的具体措施之一。安全施工
措施未落实的项目，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不予办理安
全报监手续。建设项目确定
中标企业后，建设单位在项
目开工前将工伤保险费一次
性拨付给施工总承包单位，
由施工总承包单位为该建设
项目使用的所有职工，在建
设项目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统一办理工伤保险参保
登记，并按项目工程总造价
的2‰缴纳工伤保险费，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出具工伤
保险参保证明。对于已开工
在建项目，建筑施工总承包
单位已按用人单位单独参加
工伤保险的，继续按原方式
参加工伤保险，直至工程结
束；未单独参加工伤保险的，
按剩余的工程总造价的2‰
计算缴纳工伤保险费，剩余
项目工程总造价由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审核确定。对
认定为工伤的建筑业职工，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用
人单位应该依法按时足额支
付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建筑
施工总承包单位按建设项目
参加工伤保险后，须在工地
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并告知
农民工发生工伤后的保障权
益及投诉、举报渠道。

工伤保险工作推进会活动现场。王艳 摄

社保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打印缴费记录。

社社保保问问答答
市民梁女士问，自己准备

把现在的工作辞掉，筹备开个
店。但是辞职以后就没有公司
给交保险了，但是不想中断保
险缴费，这种情况该怎么继续
缴纳？

答：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两
种方式来进行社保的缴纳。

一种是自己开店后，可以
用自己的营业执照开户，然后
为自己继续按职工缴纳社保。

另外一种是辞职后，拿着
原单位提供的工作档案，到文
登区社保中心二楼办理档案托
管，然后到一楼办理参保登记，
就可以继续为自己缴纳社保。

自2017年4月起，缴纳职工
社会保险可以通过自助方式进
行。到目前为止，文登区社保中
心已经在辖区内的医院、卫生
院、农行、镇村办事处、社区、燕
喜堂药店等地点安装了近200
台自助缴费终端机，市民只需
要就近在这些自助终端机上就
可以办理社保缴费、查询等业
务。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威海
人社手机APP，直接在手机上
进行操作。

以前农业银行的代扣代缴
方式不再沿用。

(林治军 丛子翔)
市民王女士咨询，自去年

退休后退休金一直每月按时到
账，但今年从7月起，其退休金
却迟迟没发，问这是怎么回事。

答：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
因为王女士未办理今年的基本

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手续。
根据社保相关政策规定，

退休人员应每年参加养老金待
遇领取资格认证。文登区退休
人员集中认证时间为每年4月
至6月，集中认证期内未认证
的，其养老金自7月起停发。退
休人员重新通过资格认证的，
自次月起恢复发放，并补发暂
停发放月份的养老金。例如，王
女士于9月补办了资格认证手
续，10月份就会恢复工资待遇，
7-9月份的工资也将一并补发。
王女士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到
区社保中心1-10号综合柜员窗
口补办认证手续。

(张玟静 吕腾)
市民张大爷打电话询问，

自己的领退休工资的卡丢失
了怎么办？需要办理那些手
续？

答：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
金的银行卡(存折)丢失后，应
第一时间挂失，然后到银行补
办。

领取养老金的银行卡(存
折)如果发生丢失或者更换，需
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和新银行卡
(存折)到文登社保中心1-10号
窗口，办理领取养老金银行卡
账户变更手续。如果本人不方
便来，可以委托亲属前来办理，
办理时除了携带上述证件，还
需加带被委托人的身份证。

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提
醒，领取养老金银行卡(存折)
丢失后，要及时到社保中心办

理领取养老金银行卡账户变更
手续，以免养老金打到丢失账
户，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于凯)
市民韩先生一直在外地工

作，社保也是在外地交的，现在
韩先生回到文登工作，打电话
咨询保险关系如何从外地转到
文登？

答：社会保险关系由外地
转入文登工作流程：

(一)按照先参保后接续的
原则，先由用人单位在文登为
职工办理新增参保手续。

(二)职工持原参保地保险
经办机构开具《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缴费凭证》、身份证到文登
社保中心1-10号窗口办理，经
审核后符合转移接续条件的向
转出地保险经办机构开出《联
系函》。

(三)原参保地保险经办机
构收到《联系函》后，开具《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
表》和并把需要转移的保险基
金转移到文登区社保中心，区
社保中心中心收到《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和
需要转移的保险基金后对职工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缴费信
息进行维护。

(四)转移手续至此办理完
结，可以到持身份证到文登社
保中心1-10号窗口查询办理结
果，或者下载“威海人社”APP
进行查询。

(通讯员 于凯)

本报文登9月12日讯(记
者 姜坤 通讯员 杨英
红) 为满足群众需求，全
面优化服务流程，文登区社
保中心不断建立健全电子
社保经办服务体系，积极推
广“互联网+”的模式。目前
文登参保人员打印养老待
遇信息、缴费信息证明，不
用再跑腿奔波，可足不出户
登录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网进行自助打印。

社保证明用途广泛，贷
款、购买房子、办理出国签
证等都需要它，以往参保人
员需要跑到社保中心窗口
排队打印盖章，不但市民很
不方便，也大大增加了社保
窗口的工作量。为了方便群
众，区社保中心积极建立健

全电子社保经办服务体系，
让文登的参保人员可从网
上自助打印养老待遇信息、
缴费信息证明。

市民只需要百度查
找“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官方网站，或
者 直 接 输 入 网 址
www.sdwh. l s s .gov . cn登
录 网 站 ，找 到 服 务 大
厅——— 网上办事——— 社
保个人网上服务。点击进
去以后输入自己的身份
证号码和密码，如果密码
没有改动过，那默认密码
为本人社保卡工商银行
账号的后四位，无社保卡
的 用 户 ，默 认 密 码 为
0 0 0 0。登录进去以后，就
可以按照网页左边的导

航栏查询您的各项情况。
如果需要打印各种证明，
可以点击网页左边的“自
助打印”一栏，在里面选
取您需要打印的证明，直
接打印出来即可。

网上打印出来的社会
保险参保缴费证明上，已经
套印了“威海市文登区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证明专章
(1)”的电子签章，且电子签
章下方有20位的验证码，属
于有效证明，不需要重复加
盖公章。如果是彩色打印
机，打印出来的就是红章。
需要验证参保缴费证明真
实性的用人单位或相关部
门，可以凭参保缴费证明所
附电子签章下方20位的认
证码进行认证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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