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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登 6月 1 3日讯 (通
讯员 曲禹臻 刘超) 眼下
正值领取社保长期待遇资格
认证工作的收尾和退休职工
二代社保卡的发放时间，一
些 关 于 社 保 的 谣 言 甚 嚣 尘
上，在朋友圈中广为流传。针
对这些谣言，区社保中心的
工作人员给出了正确答案。

格谣言一：社保卡只有
一个密码。

辟谣：社保卡共有三个
密码，一是社保账户密码，二
是金融账户密码，三是社保
服务密码。

温馨提示：社保账户密
码是指到药店买药时输入的
密码；社保金融密码是社保
卡当做银行卡使用时的银行
卡密码；社保服务密码是威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官方网站上查询个人社保信
息所使用的密码(密码为社保
卡号后四位)！

格谣言二：灵活就业人
员集体缴费期为每年的1 - 4
月，其实每年1 2月底以前交

上就可以了。
辟谣：社保集体缴费期

内缴费的：(一)医疗保险不受
“中断缴费3个月医保无法报
销”政策的影响，灵活就业人
员缴费期内缴纳医保，可直
接从年初享受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二)养老保险最低缴费
基数的确认是根据上年度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60%确定，每
年6月，省统计局会公布上年
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如果
公布后平均工资高于原缴费
基数，则本年度灵活就业人
员缴费基数会提高，需缴纳
的社会保险费也会提高。

温馨提示：为了降低缴
费压力，提前缴费会便宜哦！

格谣言三：2 0 1 8年国家
又出台了新的补缴政策，一
次性缴费1 5年带医保需9万
元。

辟谣：经调查取证，此谣
言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在网
上发布传播的，2016年，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
理的通知》(人社部发 [ 2 0 1 6 ]
1 32号 )文件规定 :要求不得采
取一次性缴费的方式将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等不符合条件
人员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范围，对城镇个体工商
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
后追补缴费的方式增加缴费
年限，同时提出，对各地扩大
一次性补缴适用人群范围的
做法要立即停止执行。按此
要求，现并未出台一次性补
缴社保的政策。另，医疗保险
补缴需按照上年度社会平均
工资作为基数，至2018年6月7
日，现行的社平基数为 5 6 1 7
元，根据养老满足退休条件
人员的医疗保险补缴计算公
式，2017年6月之前为：5617*
10%=561 . 7元/月，2017年7月
以后为：5617*10 . 5%=589 . 79
元 /月，满足男满 2 5年、女满
20年需一次性补缴医疗保险
费用为男 1 6 8 8 4 7 . 0 8 元、女
1 3 5 1 4 5 . 0 8元，并不是谣言中
所谓只需 9万元就可从无到

有享受医疗保险退休待遇。
温馨提示：社会保险立

法初衷是为了保障劳动人民
的权益，随着社会保险相关
法律的健全，“不劳而获”的
情况将不复存在。

格谣言四：区社保中心
可以补缴临时工保险，干过
临时工的都可以补。

辟谣：所谓补缴临时工
我们习惯称之为合同工补缴
或计划内临时工补缴，是指
根据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
厅《关于企业原临时性用工
基本养老保险费缴纳有关问
题的通知》(鲁劳社函 [ 2 0 0 6 ]
121号)文件中，企业原招用的
计划内临时工和其他形式用
工，转招为劳动合同制工人
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其转
招以前按规定计算为连续工
龄的年限，可按规定补缴基
本养老保险费。

补缴时以合同制职工本
人首次缴费的缴费基数、单
位和个人缴费比例，分别计
算单位和个人的缴费本金和

利息。申报的材料是：企业据
实填写的《企业合同制职工
转招前连续工龄审定表》、职
工本人档案以及有关原始材
料。审定程序是：市属以上企
业由市劳动保障局审定，区
县属企业由区劳动保障部门
审核同意转报市劳动保障局
审定，现行补缴政策所指的
可补缴人员是指1 9 9 4年1 2月
31日前转招合同制的人员。

温馨提示：合同工补缴
需提供原始档案和身份证原
件到社保中心进行审核，审
核通过方可补缴，不提供原
始档案是无法办理合同工补
缴审核业务的。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
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若您
对社保政策有任何的不解和
疑问，千万不要盲目相信流
言，可拨打文登区社保中心
电话进行咨询。

征缴科：8980390、8451316
医保科：8473379
养老退休科：8455650

社社保保长长期期待待遇遇领领取取资资格格认认证证月月底底截截止止
本报文登6月13日讯 (通讯

员 曲禹臻 刘超) 领取社会
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是确保离退
休人员社会保险待遇准确发放、
维护社保基金安全的一项重要
工作。自2018年4月1日起，区社
保中心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启动
了社保长期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并为群众提供手机APP自助认

证、镇办村居社区就近认证和入
户认证三种方式。

据统计，截至6月12日，我
区19万领取社保长期待遇人员
已基本认证完毕，但还有少数退
休人员因人在外地等原因还未
进行认证。文登区认证工作截止
到6月3 0日，逾期未进行认证
的，将停止发放待遇，如想恢复

正常待遇则需要本人携带身份
证到区社保中心完成待遇恢复
工作，大大提高了待遇领取成
本。为了提醒广大市民及时认
证，区社保中心于6月5日批量
为未认证人员发送了提醒短信。

区社保中心提示，如果您的
家人或身边的朋友未进行资格认
证，一定要在6月底前完成认证！

文文登登区区社社保保中中心心上上线线叫叫号号系系统统方方便便群群众众

社保问答

问：用人单位未参加
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工伤
事故怎么办？

答：用人单位应当依
法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
的，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
职工发生工伤的，由用人
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的待遇项目和标准支
付费用。

(通讯员 李红塔)
问：什么情况可以申

请遗属困难补助？
答：企业离退休职工

死亡后，其直系亲属符合
供养条件的可申请生活困
难定期补助。①父、夫年满
60周岁或不满60周岁经鉴
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经济收入不能维持当地居
民最低生活水平的；②母、
妻年满50周岁或不满50
周岁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经济收入不能维
持当地居民最低生活水平
的；③子女、弟妹不满16
周岁或年满16周岁尚在普
通中学学习或年满16周岁
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的。

(通讯员 刘洁)
问：我母亲今年接近

60岁，来威海给我们看孩
子，她是外地农村户口。
请问她能在威海入大病
医疗保险吗？请问是什么
时候入？怎样入大病医疗
保险？

答：外地户籍可参加
居民医疗保险，可携带身
份证及居住证到文登区社
保中心服务大厅办理参保
登记手续后，通过社保自
助终端系或“威海人社”手
机APP完成缴费。

(通讯员 郭明)

简讯
文登区医疗保险基金

专项检查工作于5月底启
动。本次检查是根据威海
市人社局和财政局工作安
排，对2017年度医疗保险基
金使用情况开展的专项检
查。

本次检查重点检查各
定点医院医疗保险基金使
用情况和医疗保险政策执
行情况，以及医疗服务协
议的履行情况。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结合医疗服
务管理的有关规定，提出
整改意见。并强调今后将
加大监督检查和巡查力
度，进一步强化基金管理
工作，保证基金安全运行。

(通讯员 付世军 王
琳琳)

自实行医疗保险跨省
异地联网结算以来，文登
区社保中心共为200多名参
保人员办理异地联网结
算，结算医疗费420多万元，

有效地解决了我区参保人
员到异地就医跑腿垫资的
问题。

我区参保人员跨省异
地就医前,须按威海市现行
异地居住备案或转诊转院
规定 ,持本人身份证、社会
保障卡及《威海市基本医
疗保险异地居住备案表》
或《威海市基本医疗保险
转诊转院备案表》等材料
到社保中心办理联网备
案。办理好联网备案手续
后 ,参保人员携身份证、社
保卡、《山东省(区、市)跨省
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等
资料到跨省异地定点医疗
机构办理住院，出院时无
需垫付全部医疗费用,只需
按照跨省定点医疗机构出
具的《山东省(区、市)跨省
异地就医住院结算单》结
清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通讯员 付世军 王
琳琳)

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使用叫号机。通讯员 曹振丽 摄

本报文登6月13日讯 (通讯
员 曲禹臻 刘超 ) 2018年6
月 8日，区社保大厅中没有了
往日的喧嚣、拥挤，也没有办
事群众的“排队长龙”，办事群
众三三两两的坐在座椅上休
息，人性化办公模式在区社保
中心体现的淋漓尽致。原来，
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提升
工作效率，创新服务模式、完
善服务举措，着力打造温馨便

民窗口，区社保中心上线了叫
号系统。

近日，针对社保中心业务
窗口大厅存在的办事等待时间
长、人员拥挤、效率不高等问
题，区社保中心认真研究整改
措施、筹措资金，率先在业务量
较大的业务大厅内安装了一台
排队叫号机。群众进门办理业
务前先取号再排队，并派专人
进行引导、协助群众使用业务

叫号机，有效解决了窗口拥堵、
群众长时间等待的杂乱状况，
从而使社保大厅的工作秩序更
加井然有序，大大节省了群众
办证办事的时间，又有效提高
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同时，
社保大厅还在每个服务窗口安
装了评价仪，每位群众都可以
对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进行评
价，有效监督了工作，也使群众
的满意度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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