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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副局长杨化生接听市长热线

具具备备三三条条件件可可领领取取失失业业保保险险金金
本报聊城1月13日讯 (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范艳红)
1月13日上午，聊城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杨化生做客市长公开电话受
理中心接听热线，对市民较关
心的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劳动
关系等政策和问题进行了详细

解答。
对于失业人员如何进行失

业登记，杨化生介绍，失业人员
想要领取失业保险金需要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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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

求。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
的期限，根据其失业前所在单
位和本人按规定累计缴纳失业
保险费的年限计算。累计缴费
时间满1年不满5年的，最长领取
期限12个月；累计满5年不满10
年的，最长18个月；累计10年以
上的，最长24个月。失业人员在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享受基
本医疗保险待遇，费用从失业
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不缴纳。

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灵活就
业(指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
性、弹性工作等形式就业，不含
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 )
后，申报就业并以个人身份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按最低缴费
基数和规定缴费比例给予60%
的社保补贴(仅限于养老、失业
和医疗保险)。自初次享受社会
保险补贴之日起距法定退休年
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
长至退休，其余人员最长不超
过3年。

单位拖欠工资可投诉

临近年关，拖欠工资进入
高发期。1 3日上午，聊城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杨化生做客市长公
开电话受理中心接听热线向
市民支招，单位不给交社保、
拖欠工资、不发加班费、不给

产假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举报。

杨化生介绍，对以上违反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可
以采取书信、电子邮件、传真、
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劳动保障
监察机构举报投诉。

创业可申请多项优惠政策

杨化生介绍，法定劳动年龄
内，有创业愿望和具备创业条
件，在聊城市行政区域内城乡各
类劳动者，均可申请聊城市创业
政策扶持。其中包括小额担保贷
款政策，符合条件的个人最高贷
款额度为10万元，合伙经营的最
高50万元，劳动密集型等小企业
最高贷款额度为300万元。

有就业创业愿望和能力的
城乡各类劳动者，均可到定点培
训机构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或创
业培训，享受职业培训补贴；招

用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与其
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可在相应期限内 (一般为
三年内)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对吸纳登记失业人员和毕
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并与其签
订1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
给予每个岗位2000元的一次性
创业岗位开发补贴；对各类人
员首次创办小微企业，领取营
业执照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
给予不低于1万元的一次性创
业补贴。

慢性病患者不住院如何报销

参加职工医保，且所患疾病
属于政策规定的40个病种范围
内的患者，可以携带近年来的病
历、检查检验结果等相关资料，
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医保慢性
病门诊治疗资格。通过后，发给

《门诊慢性病医疗证》。患者可以
持本证以及专用病历、双处方，
到指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就诊购
药。报销门诊慢性病医药费不设
起付标准，在职人员报销比例为
85%，退休人员报销比例为90%。

参加居民医保，且所患疾病
属于政策规定的21个病种之内

的患者，可以携带近年的门诊病
历原件、住院病历复印件以及近
期的检查结果原件，向医保经办
机构提出申请，评审后符合条件
的可以享受慢性病门诊治疗待
遇。门诊医疗费报销不设起付标
准，报销比例65%。一个保险年度
内，恶性肿瘤的门诊放化疗、肾
功能衰竭透析治疗、器官移植患
者的抗排异治疗、白血病、血友
病、重性精神疾病门诊医疗费与
住院医疗费最高支付限额累计
计算，其它病种门诊医疗费最高
1万元。

特殊工种办理提前退休

需要满足这些条件

针对市民关注的特殊工种
办理提前退休，杨化生介绍，原国
有和县以上集体企业的职工，男
性要年满55周岁、女性要年满45

周岁，符合国家行业部委正式公
布的特殊工种名录，连续缴费满
足一定年限(至少8年)，方可申请
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私营企业职
工，原国有和县以上集体企业转
制以后新招录的职工，或国家行
业特殊工种名录未纳入的工种，

不得按特殊工种提前申报退休。
此外，申请病退要统一到市

人社局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诊
断并开具证明，达到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标准的方可办理。城镇个
体和灵活就业人员，需曾经在国
有和县以上集体企业工作期间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0年
的，方可申报病退，其他暂不允
许申报。

企业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

正常退休年龄，其退休时间从达
到正常退休年龄之月起计算，养
老金从次月起纳入统筹；职工达
到正常退休年龄，单位未及时申
报的，其养老金从单位正式申报
的次月起纳入统筹；符合病退或
特殊工种退休条件的人员，其退
休时间从人社部门批复之月起
计算，养老金从批复的次月起纳
入统筹。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新闻延伸

东昌府区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网上信访情况

全全区区镇镇街街及及部部门门实实行行互互联联互互通通
本报聊城1月13日讯 (记者

张跃峰) 1月13日，东昌府区
举行今年首个新闻发布会，对
外通报了推进网上信访工作情
况。根据通报的信息，东昌府区
的网上信访受理平台体系上通
省、市两级平台，下达14个镇(街
道、园区)和20个区直部门工作
平台，实现了信访信息的互联
互通和数据共享。

据东昌府区信访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根据国家信访局工作
部署，我省于2015年1月份建成了
山东省信访信息系统，并与国家
局的信访信息系统成功对接。去
年5月份以来，我省集中改造、完
善了市、县两级网上信访受理平
台，在全省构建起依托山东省信
访信息系统的网上信访受理平
台体系。自此，省、市、县、乡四级
信访工作部门和省、市、县三级

政府直属部门，对群众的来信、
来访、网上信访等事项，通过这
套信访信息系统进行相应办理，
实现了对全部信访形式、全部工
作过程和全部工作范围的“三个
全覆盖”。

东昌府区的网上信访受理
平台体系上通省、市两级平台，
下达14个镇(街道、园区)和20个
区直部门工作平台，实现了信
访信息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
享。信访人通过网上信访受理
平台提交信访事项后，相关数
据会立即转入山东省信访信息
系统中，进入相应信访部门的
个人工作台，工作人员对信访
人提交的信访件进行网上登
记，之后即可进行转送、交办等
办理工作。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东昌
府区信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通过省、市、县三级网上信访
受理平台提交信访事项，省时、
省力、省钱。不用受长途奔波之
苦，更不用花去大把的食宿、交
通等费用；不需长时间伏案奋笔
疾书，也不需购买笔墨纸砚，只
要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动动手
机，就能够轻松完成信访事项的
提交。相对来说，网上信访事项
的办理流程更公开、更透明、更
规范，事项办理过程和办理结
果，更方便群众的查询、跟踪和
评价。事项办理质量更有保证。
对每一件网上信访事项，都会进
行程序和实体上的常规性督办，
确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说到
底，网上信访比网上购物还简
单，注册，登录，填写投诉请求，
提交，几分钟问题就反映完了。
同时，还赋予了群众两项权利，
查询权和评价权。

在介绍情况时，东昌府区
信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
将优势转化为实际效果，东昌
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确保网
上信访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

“真正让百姓感到网上信访不
仅好用，而且真正管用。”

2015年7月份开展了“规范信
访基础业务百日专项整治”活动，
通过信访信息系统对网上信访事
项逐件筛查，深入查找不规范问
题，列出清单，限期整改，跟踪问
效，一抓到底。同时，通过对全区
信访工作人员进行业务知识与技
能培训，狠抓业务流程的规范，实
现了信访事项“可查询、可跟踪、
可督办、可评价”，以流程管控提
升效能，以公开透明提高网上信

访公信力。
建立健全了落实信访工作

责任的一系列制度，使重视网
上信访工作形成常态。建立了
常态化暗访督导制度，每月通
过网上审查、电话回访和实地
暗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督导。建立常态
化约谈制度，对信访事项办结
率低、满意率低、工作被动的地
方和单位，由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导同志约谈其负责人。完善
考核机制。区委、区政府把信访
事项办理群众满意率纳入全区
科学发展综合考核体系中，进
一步增强了各级各部门抓好网
上信访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

确保网上信访最大程度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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