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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快了解，社保缴费热点问题来了
1、目前税务系统和人社医保

系统职责是如何划分的？
答：目前在社保费划转工作

中，税务部门负责机关事业单位
和城乡居民个人两险的费款征
缴。其他群体的征缴工作、社保
的登记、变更、权益记账、待遇享
受都由人社、医保部门负责。

2、在缴纳社保费前需要做什
么？

答：在缴纳社保费前请确认
在人社、医保部门办理过参保登
记(身份变更也要去人社、医保部
门重新办理相关登记)，否则无法
完成缴费。

3、如何找到微信社保费缴纳
小程序？

答：有三种方法找到微信社
保费缴纳小程序：

第一种，关注微信公众号
“山东税务”，打开山东税务公众
号，在“专题专栏”中找到“社保
费缴纳”，点击打开。

第二种，扫描小程序二维
码。

第三种，打开微信【发现】选
择“小程序”，点击“搜索小程
序”，输入“山东税务社保费缴
纳”，点击进入。

4、微信社保费缴纳小程序如
何进行实名认证？

答：有两种情况分别处理：
第一种，缴费人在电子税务局中
有自然人信息。只需输入支付密
码实名自动绑定信息返回首页
进行缴费即可。

第二种，缴费人在电子税务
局没有自然人信息，需要进行提
交信息，提交成功返回首页进行
缴费即可。密码会以短信的形式
发送给缴费人。(请妥善保存自然
人密码)

注意：微信号必须开通微信
支付且实名认证，否则实名和支
付都会失败。

5、微信社保费缴纳小程序如
何为他人代缴？

答：点击进入微信社保费缴
纳小程序，选择缴纳费种，进入
后点击“增加人员”。输入增加人
员信息，保存后，选择参保人，点
击“下一步”进入缴费页面缴费。

6、微信社保费缴纳小程序中
“社保查询”权限如何？

答：微信社保费缴纳小程序
可以在缴费成功1日后(节假日除
外)查询本微信号缴纳的人员的
社保费缴费情况。

7、缴费后多久可以打印缴费
证明？

答：缴费证明需在缴费成功3
日后(节假日除外)才能打印。

8、如何进行社保费补缴申
报？

答：要进行社保费补缴申
报，首先到人社、医保部门进行
特殊缴费金额的核定，待人社医
保部门将缴费金额等信息传递
至税务系统后，通过“社保费补
缴申报”模块进行申报。

注意：部分地市的特殊缴费
人群的本年度缴费也是通过社

保费补缴进行缴纳，请缴费人留
意本地征缴公告，有疑问可咨询
当地税务局。

9、提示“令牌过期”，如何处
理？

答：提示“令牌过期”为登录
信息过期，只需要清理一下缓
存，或者后台关闭微信后重新打
开即可。

10、微信缴费时出现“未查询
到此人的参保险种信息，如需获
取帮助请联系当地税务机关”，

“不能获取到该险种的缴费档
次，如需获取帮助请联系当地税
务机关”时该如何处理？

答：如果出现上述提示，则
需按照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第一种情况，当前缴费人尚
未在人社、医保部门办理参保登
记，需要前去办理。

第二种情况，当地对这部分
人群尚未放开缴费限制(如威海
市没到当地的集中征缴期)，尚不
能缴费；有的需要到医保部门变
更身份(如新生儿变为儿童)。

第三种情况，如果办理的参
保登记信息未传递到税务机关，
请拨打12366热线，或者直接咨询
当地税务部门进行确认。

第四种情况，去年缴纳过居
民医保的，也有仍需重新办理参
保登记的情况，主要依据各市医
保当地政策。如济南，①原采取
集体申报方式办理参保登记的
村组、学校、社区，今年仍由集体
重新办理参保登记(同医保往年
范围一致)，请等待原集体通知。
如需自行缴费，需要先向村组、
学校、社区询问是否已办登记。
②原莱芜地区缴费人需要全部
重新登记，更新为济南格式，包
括新生儿身份居民。

11、如何找到支付宝城市服
务的“社保费缴纳”入口？

答：第一种方法，打开支付
宝首页，选择“城市服务”，为你
推荐里，选择“社保费缴纳”。

第二种方法，打开支付宝首
页，选择“城市服务”，选择“政
务”，选择“社保费缴纳”。

第三种方法，扫描本地支付
宝本地社保费缴纳的二维码。

12、支付宝城市服务中“社保

费缴纳”如何登陆使用？
答：点击“社保费缴纳”，点

击“使用服务”进入社保功能主
页。后台进行免密注册及登录，
已在支付宝进行实名的无需再
次实名。新注册的用户也会接收
到密码短信。

13、目前居民医保集中征缴
期缴纳的是哪年保费？缴费期和
缴费档次分别是什么？

答：我省各地市的集中征缴
期开始和结束时间、不同人群缴
费档次均不同，请到对应地市局
微信公众号查看社保缴费通知
或公告，或直接咨询当地税务
局。

14、缴费人在使用微信或支
付宝缴费时系统提示“已存在申
报记录，不能继续缴费，如需获
取帮助请联系当地税务机关”之
类问题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答：可能为以下情况：
(1)缴费人确已缴过费，但因

不是本人操作，本人不掌握情
况。这种情况缴费人可使用本人
微信或支付宝的“社保查询”模
块进行已缴费记录查询，有时因
系统延迟等原因导致无法查出，
也可拔打12366税务热线并提供
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进行已缴费
查询。

(2)缴费人实际未缴费，但曾
在微信、支付宝或银行柜台等进
行过缴费操作，因银行系统等原
因在最后缴费环节未能成功，此
时也会造成因存在申报记录而
不能缴费。这种情况在两天后系
统完成对账时，申报记录可自动
消除，缴费人可以正常缴费。若
两天后记录仍未消除，可拔打
12366税务热线并提供身份证号
码等信息转当地税务机关人工
处理。

提醒：存在以上重复操作情
况的，在银行等其他缴费渠道也
会无法缴费，处理方法同上。

15、缴费人在外地A曾参保
缴费，外地A参保信息未及时注
销，后迁入B并办理参保登记，在
各渠道缴费时可能出现何种问
题？

答：(1)微信或支付宝缴费
时，会显示两个参保地选项，缴

费人需慎重选择参保地进行缴
费，系统仅支持一个参保地缴
费，不支持多地重复缴费。缴费
人错选迁出地A并完成缴费，此
种情况，如确需在迁入地B参保
缴费的，需在A地办理退费并由
当地税务机关作申报记录删除
后，才可在B地重缴。

(2)银行柜台缴费时，部分银
行(各家银行会有不同)会带出两
条参保地信息，由缴费人自行选
择缴费；部分银行可能无法带出
参保信息，此时可使用微信或支
付宝小程序进行选择缴费。

提醒：请尽快到参保迁出地
进行社保或医保的参保信息注
销，以避免错选情况的发生。

16、已在人社或医保办理参
保登记，为何在各缴费渠道仍无
法缴费？

答：因税务、人社部门传递
有延时，一般不会超过半天，但
医保部门集中传出大量数据时
可能超过两天，建议登记三日后
再缴费。

17、缴费人更改姓名后无法
缴费，如何处理？

答：请缴费人直接拨打12366
热线，由税务人员确认更改后即
可缴费。

18、身份证号带字母的，微
信、支付宝缴费增加人员时需注
意何种问题？

答：字母需要大写。
19、使用微信小程序或支付

宝业务其他办理失败原因有哪
些？

答：(1)因缴款人数较多，系
统压力较大，如遇微信小程序或
支付宝页面打开失败，缴款页面
缓慢等问题，请稍后再试或错峰
使用。

(2)如遇微信退款或银行退
款等问题，请两个工作日后再次
尝试缴纳。

20、VIVO手机使用微信/支付
宝缴费，添加人员不成功的原因
是什么？

答：VIVO手机输入法切换
英文最后会自动留两个小空格，
必须手动删掉。不删掉系统会认
为输入内容不匹配，就增加不上
人员。

政策宣传 | 关于居民养老保险你了解吗？
1、哪些人可以参加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
凡具有我区户籍，年满16周

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其他
社会养老保险的居民，均可参加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哪
些筹资方式？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行个人
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
的筹资方式。

①个人缴费：符合参保条件
的城乡居民应按规定逐年缴费。
2019年我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标准为每年300元(只适用于重

度残疾居民等特殊困难群体)、
500元、800元、1000元、1500元、
2000元、2500元、3000元、4000元、
5000元10个固定档次，由参保人
员自主选择，多缴多得。

②集体补助：有条件的集体
经济组织，可对当年缴纳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费的居民进行补助，
补助金额全部记入居民的个人账
户，但集体补助金额不可超过最
高缴费档次，即5000元。

③政府补贴：59周岁及以下
参保居民在按年缴费的同时，政
府财政给予补贴，缴纳500元缴费
档次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60

元；缴纳800元及以上缴费档次的
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80元。

3、对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
有哪些优惠政策？

55周岁及以下重度残疾居民
(一、二级)，个人可以不用缴费，
由财政按每人每年300元为其代
缴，同时享受50元缴费补贴。另
外，重度残疾人可以提前5年，即
55周岁领取养老金待遇。

4、想要领取养老金需符合怎
样的条件？

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新农保)实施时(2010年)，年满
60周岁及以上、未享受国家规定

的其他养老保险待遇的居民，不
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
金。

②、制度实施时，已年满45周
岁的人员必须按年缴费，累计缴
费年限不得少于实际年龄至60周
岁的剩余年数，允许补缴，但累计
缴费年限不超过15年。

③、45周岁以下人员应按年
缴费，累计缴费年限不少于15年。

5、养老金如何计算？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由

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两
部分组成。

①、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

户累计储存额除以139。其中重度
残疾居民按照其年龄相应的系数
计算。

②、基础养老金。现阶段标准
为每人每月130元，参保居民按规
定缴费超过15年的，每超1年，每
月增发基础养老金2元。根据国
家、省、威海市规定和我区经济社
会发展、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
整基础养老金标准。

另外，自2019年1月起，针对
65周岁以上老年居民提高养老金
标准，65-74岁、75岁(含)以上人
员分别提高5元、10元的高龄养老
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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