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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不支持
2019年1月2日蒋某到某度假

公 司 从 事 厨 师 工 作 ，月 工 资
6500 . 00元，因被申请人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蒋某在离职后向仲
裁委提出申请，要求该度假公司
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71500元。

庭审查明：蒋某确系2019年1

月3日至2020年4月27日在度假公
司工作，入职后，该公司人力资

源经理通知蒋某及其同时应聘
的老乡陈某一起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签订合同时，蒋某与陈某
分别在各自的劳动合同首页填
写了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通
讯地址内容，但在签名捺印时，
趁公司人员不注意，二人分别在
对方的劳动合同中签名捺印。

《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

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

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

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

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

的义务。该法同时规定，下列劳

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

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

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

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

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

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

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本案中，蒋某在劳动合同首

页填写了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

等内容，但在劳动合同乙方最后

签名时，蒋某与另一名职工陈某

互相在对方劳动合同中签名，该
行为视为蒋某授权陈某为其代
签劳动合同，应判定劳动合同合
法有效。蒋某要求支付未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请求，违
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仲裁委不予
支持。

(兰守华)

文登区就业创业政策须知

1 .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条件是什么？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
(1)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

缴费义务满1年；(2)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3)己办理失业登
记,并有求职要求。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按照规定
同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张子龙)

2 .什么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1)终止劳动合同的；(2)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3)

被用人单位开除、除名和辞退的；(4)根据《劳动法》第三十二条
第二、三项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5)法律、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的。(郑伟)

3 .什么情况下停止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

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1)重新就业的；(2)应征服兵役的；(3)移居境外的；(4)享受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5)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
指定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适当工作或者提供的培训的。(孙贝贝)

4 .失业保险待遇领取期限是如何规定的？
失业人员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五年

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二个月；累计缴费满五年不
足十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八个月；累计缴费十
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重新就业
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与
前次失业应当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
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侯程程)

5 .失业保险金的确定标准是什么？
失业保险金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根

据失业保险金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挂钩联动机制，自2020年2月
起，全市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为最低工资标准的90%，即1719元
/月·人。(孙少华)

6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金期间是否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失业人员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张子龙)

7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就业后，再次失业领取
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如何确定？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
缴费时间重新计算，其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可以与前次失业
应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但是最长不
得超过24个月。(林波)

8 .参保单位如何为失业人员办理失业登记手续？
参保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应为其出具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证明,并通过网上或窗口进行解聘备案，
失业人员持身份证或社保卡申请失业登记。

一个年度内，企业一次性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占企业职工
总数10%以上，必须向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做出说明，向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报告，备案后办理。(孙少华)

9 .专业技术职业资格是否可申领技能提升补贴？
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将58项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证书(准入类35项、水平评价类23项)纳入补贴范围。凡是
2018年1月1日(证书批准时间)以后取得的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证
书(国家人社部公布的《职业资格目录》内的58项证书)，证书批
准日期(证书上的“发证日期”)12个月内申请并在我区缴纳失业
保险费累计满一年的企业在职职工(申领时缴纳五险)，均可以
申领补贴。(林波)

10 .失业补助申领条件？
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

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
员可申领失业补助金。其中，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
失业人员是指参保缴费不足1年或参保缴费满1年但因本人意愿
中断就业的失业人员。(张子龙)

11 .失业补助金的补助标准？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和失业保险缴费不足1年的

失业人员，失业补助金为每人每月100元;失业保险缴费1年及以
上的失业人员，失业补助金为每人每月150元。失业补助金领取
期限最长为6个月。领取失业补助金期间，按规定享受价格临时
补贴。(孙少华)

一、失业保险 二、人事代理

12 .职工办理人事代理需要
提供哪些资料？

身份证、职工档案(首次参
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无需提供档
案)、居住证(非文登区户口)

(毕春阳)
13 .初次灵活就业人员如何

办理人事代理手续？
(1)代理人员持规定材料提

出申请；(2)工作人员对申报材料
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条件的，
由柜员办理人事代理登记手续，
(3)打印《个人存档回执单》，交于
代理人员签字，并由柜员办理养
老保险投保手续；(4)代理人员持
相关材料到医保局窗口办理医
保参保手续；(5)以后每年自己利
用人社APP、自助终端机自助缴
费。(张子龙)

14 .不具备失业登记条件的
职工如何办理人事代理手续？

(1)代理人员携带身份证、档
案提出申请；(2)柜员审查符合条
件的，由柜员办理人事代理登记
手续，打印《人事代理申请表
(一)》和《个人存档回执单》，交于
代理人员签字，并由柜员办理养
老保险投保手续；(4)代理人员持
相关材料到医保局窗口办理医
保参保手续；(5)以后每年自己利
用人社APP、自助终端机自助缴
费。(毕春阳)

15 .失业职工如何办理人事

代理手续？
(1)失业职工带身份证申请

办理代理手续；(2)柜员办理人事
代理登记手续，打印《个人存档
回执单》，交于代理人员签字，并
由柜员办理养老保险投保手续；
(4)代理人员持相关材料到医保
局窗口办理医保参保手续；(5)以
后每年自己利用人社APP、自助
终端机自助缴费。(郑伟)

16 .未就业毕业生如何办理
人事代理？

(1 )持身份证和《就业报到
证》申请；(2)柜员办理人事代理
登记手续，打印《人事代理申请
表(二)》和《个人存档回执单》，交
于代理人员签字，并由柜员办理
养老保险投保手续；(4)代理人员
持相关材料到医保局窗口办理
医保参保手续；(5)以后每年自己
利用人社APP、自助终端机自助
缴费。(曲胜男)

17 .单位辞职、辞退毕业生如
何办理人事代理？

(1)持毕业证、解除劳动关系
证明到咨询台申请；(2)工作人员
查阅档案；(3)柜员办理人事代理
登记手续，打印《人事代理申请
表(二)》和《个人存档回执单》，交
于代理人员签字，并由柜员办理
养老保险投保手续；(4)代理人员
持相关材料到医保局窗口办理
医保参保手续；(5)以后每年自己

利用人社APP、自助终端机自助
缴费。(曲胜男)

18 .人事代理人员威海市内
调动如何办理手续？

(1)申请调动人员持《人力资
源事务代理手册》、《企业职工流
动登记表》2份，现工作单位同意
调动并盖章，到咨询台查询人事
代理相关记录；(2)到综合业务窗
口办理档案、保险转移业务。

(毕春阳）
19 .人事代理人员威海市外

调动如何办理手续？
(1)申请调动人员携《人力资

源事务代理手册》、《企业职工流
动登记表》2份，市外单位无需盖
章，到咨询台查询人事代理相关
记录；(2)至综合业务窗口办理档
案、保险转移业务。

(毕春阳)
20 .人事代理人员如何办理

退休手续？
(1)携带身份证原件、本人二

代社保卡；(2)柜员审核档案是否
符合退休条件，符合申报条件的
打印《企业职工退休(退职)审批
表》(一式两份)、《企业职工医保
退休登记表》、《企业职工退休信
息登记表》、《退休审批前的公示
公告》交于代理人员签字确认，
并留存身份证和社保卡复印件；
(3)档案转交后台办理退休手续。

(毕春阳)

三、职业培训
21 .符合享受职业培训补贴

的人员有哪些？
贫困家庭子女、全日制大中

专院校(含普通技工学校)、城乡
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
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含建
档立卡的适龄贫困人口)、登记
失业人员(简称五类人员)以及
即将刑满释放人员(刑期不足两
年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符合
条件的企业在职职工。

自2019年10月起，培训补贴
政策进一步放宽，学员一个自然

年度内至多享受三次培训补贴
(正在领取失业金人员除外)，学
员年龄放宽到不低于16周岁，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按企业退
休年龄，女50周岁，男60周岁)但
没有领取退休养老保险待遇(含
居民养老保险和职工养老保险)
的人员参加培训也可以享受培
训补贴。(毕春阳)

22 .符合享受职业培训补贴
的人员如何参加培训？

(1)失业职工参加创业培
训，申请人需持《就业创业证》

(《就业失业登记证》)到人力资
源公共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进行
登记并打印《失业人员培训通知
书》，参加培训的人员持《失业人
员培训通知书》到指定的培训机
构参加培训；(2)参加初级技能
培训，持所需资料先到威海市文
登区定点培训机构报名，再由培
训机构统一到就业培训窗口审
核资格，符合条件者列入享受培
训补贴人员名单，培训机构按要
求提交开班申请，经同意后即可
开展技能培训。(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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