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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保保问问答答
问：领取居民养老金的

老人需要做社保资格认证
吗？

答：需要。还未进行
待遇资格认证的居民，请
于 6月 3 0日期前，本人持
身 份 证 到 就 近 的 镇 办 社
会 保 险 服 务 中 心 或 燕 喜
堂 药 店 进 行 待 遇 资 格 认
证，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

“威海人社”A P P自行进
行待遇资格认证。未按时
进行资格认证的，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将于7月
份起暂停发放。

(吕腾 张玟静)
问：家中有百岁老人领

取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不方
便行动，怎样进行待遇资格
认证？

答：在农村居住的90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由户籍所
在镇办工作人员提供上门
入户认证服务，对于在异地

居住的老年人，可由家属通
过“威海人社”手机APP给
老人在家进行待遇资格认
证。

(吕腾 张玟静)
问：其父亲在文登领取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于2018
年1月在烟台去世，待遇发
放至2018年2月，需要退还2
月份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金吗？

答：根据国务院《关于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
发[2014]8号)第七条规定：
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中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
取人员死亡的，从次月起停
止支付其养老金”。故家属
需在其父亲死亡后主动报
告文登区居民养老保险事
业处，并退还多领的养老
金。

(吕腾 张玟静)

本报文登5月16日讯(通讯员 刘俊
超 宋文学) 近期，很多退休人员听信
不实谣言，赶着到工商银行网点扎堆排
队领取新社保卡。记者联系文登区社保
中心了解到，目前享受职工医保待遇的
退休人员的确正在分批逐步领取第二
代社会保障卡(简称二代社保卡)，但这
项集中发卡工作将持续到7月底，因此，
广大退休人员不必过于着急，根据社保
中心发卡计划合理安排好领卡办理时
机。

为什么要启用第二代社保卡

有很多退休人员不理解，手里的社
保卡用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呢？对此，
文登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解释，目前全
区参保人员手中持有的社保卡大多为
一代社保卡，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和金融银行联合发行。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及人社部要求，新的社保卡必须符
合PBOC3 . 0标准借记卡要求；同时文登
区已发放的一代社保卡在两年后即将
大批量到期失效(社保卡有效期为10
年)，因此文登区社保中心与工商银行
正在全力推进社保卡迭代换卡工作。

与第一代社保卡相比，新一代社保
卡安全系数更高、应用场景更加广泛。
二代社保卡从一代16K芯片升级为32K
芯片，具有容量更大、可存储密钥、数字
证书以及指纹保护、读写加密等多种功
能，安全系数大幅提高。和一代社保卡
一样，二代社保卡既有社保芯片，也有
符合银联标准的银行磁条，具备金融账
户+社保账户的“一卡双账户”功能。其
中金融账户可提供不限额度的存取现
金，转账结算、消费理财及其他各类增
值功能。社保账户功能存有个人电子信
息及医保账户金额。这意味着社保卡既
可应用于医保账户、各项保险待遇支
付、保费征缴代扣等业务功能，也具有
存取现金、代收代付、汇款消费等银行
业务功能。

二代社保卡的领卡方式

为方便退休人员领取和加快发卡
速度，文登区二代社保卡的发放分单位
代领发放和个人自行领取两种方式。

机关事业单位和部分退休人员较
多的规模以上企业的退休人员，统一由
原单位发放(企业名单见附表)。用人单
位劳资工作人员在接到工商银行文登
支行电话通知后，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和
单位公章或财务章，到工商银行昆嵛所
(文登城区昆嵛路37-4号，老百大凯德
商务酒店南门口西侧)集中领取本单位
退休人员二代社保卡。之后由用人单位

逐一电话联系退休人员持身份证取卡
并做好发卡记录。单位发放结束后将发
卡名单和未发社保卡交回工行发卡点。
工商银行根据发卡名单对已发卡人员
进行社保卡启用。除上述单位外的退休
人员可自行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委托他
人持领卡人及代领人身份证原件到工
商银行昆嵛所领取。

分批发卡安排及用卡注意事项

为引导换卡工作有序进行，避免排
队拥堵等待，文登区二代社保卡的集中
发放分三个月进行。五月份主要进行单
位代领，以及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倒
闭企业退休职工的自行领取；六月份集
中进行托管退休职工和老城镇居民医
保退休人员领取；七月份进行未领卡人
员通知领卡扫尾工作。

二代卡社保功能启用后，原一代卡
中医保个人账户余额自动转到二代卡
上，与此同时，一代卡医保功能自动失
效。但一代卡的工商银行金融账户磁条
卡仍可继续使用，持卡人也可去工行网
点更换为普通卡或拨打工行客服电话
95588办理注销手续。领到二代社保卡
后，应及时到医院、诊所、药店等医保定
点机构或社保自助终端机上修改社保
卡医保账户消费密码。本人持身份证、
二代社保卡就近到任一工行网点办理
银行金融账户功能的激活。在持续至
2018年年底的换卡过渡期内，暂未更换
的一代社保卡和已启用的二代社保卡
均可正常使用。

文登区集中领取发放二代社保卡

的企业名单

高岛制盐有限公司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威海市文登

区供电公司
威力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森鹿制革有限公司
艺达有限公司
文登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文登市自行车配件厂
正信织造有限公司
永进皮鞋有限公司
文盛染织有限公司
中航黑豹股份有限公司
颐阳酒业有限公司
芸祥绣品公司
大方水泥有限公司
润通橡胶有限公司
山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奥文电机有限公司
文登市印刷厂有限公司

云龙绣品有限公司
海通造船有限公司
铃兰味精有限公司
鼎泰机械有限公司
校办企业办公室
文胜玻璃有限公司
凯程机械有限公司
联通公司文登区分公司
润通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正兴钨业有限公司
威海卫酒业集团文登有限公司
海运有限公司
双力板簧有限公司
金王鞋业有限公司
华亿工程有限公司
中海川物流有限公司
农行文登支行
鲁润百货有限公司
山东汇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威海市文登区

分公司
威海昆嵛酒店有限公司
文登市立医院
威海泰富西玛电机有限公司
万得集团有限公司
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雨泽银丰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威力风机有限公司
君利得食品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文登分公司
威海天香酿造有限公司
方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食品联合加工厂
泽头供销社
文登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三峰轮胎有限公司
文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长江汇泉集团有限公司
北汽黑豹(威海)汽车有限公司
贯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昆嵛电缆有限公司
磐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西郊热电有限公司
晋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文登果

品店
华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大成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威海德业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金都大厦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登

支行
文登区各镇办供销社
鸿通管材股份有限公司
文登市地基工程公司
张家埠港务有限公司

金泰汽车制修厂
宏利客运有限公司
文登区滩涂养殖开发公司
民琳百货经销处
涌泉饲料公司
麦岛盐业有限公司
威登时装有限公司
明池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庆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恒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烟草有限公司文登分公司
圣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佳能燃料有限公司
西郊园艺场
凤翔畜禽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昌阳综合加工厂
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云龙复合纺织材料有限公司
文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蔬菜副食品有限公司
凤凰婷装饰布有限公司
盛源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
水产综合育苗试验基地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山东威海

文登石油分公司

威海凯德餐饮有限公司

威海龙福家纺有限公司

威海华洋药业有限公司

新午星机电有限公司

中林网架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宏安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设备厂有限公司

口子供销社

威海文隆电池有限公司

山东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文登

分公司

文登市日用杂品公司

顺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翔宇爆破有限公司

利丰机械有限公司

海利水产品有限公司

文登市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文登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旭威模具有限公司

山东德正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双力板簧有限公司废旧金属收购

门市部

文城建设集团第五分公司(山成桥梁)

文登市工程钻机厂

奥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新元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西楼集团有限公司

城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威海天沐温泉度假有限公司

文登区财源五金厂

社保沙龙
5月11日，区社保中心举办

业务沙龙，就文登区享受职工
医保退休人员二代社保卡集中
发放工作进行了安排；同时请
到了威海市中心医院的吴喜娟
医师为职工做了日常生活中如
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讲座。

通讯员 曹振丽 摄影报道


	WW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