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保
2020年6月17日 星期三 编辑：李伟 美编：邵舒琨 组版：史英

C03新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6月11日，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全面恢复！
6月11日，文登的劳动

能力鉴定工作全面恢复。
需要鉴定的职工，可到参
保地递交申请；已递交申
请的，请等候通知到鉴定
医院进行鉴定。

目前，文登的疫情防
控进入常态化，但防控工
作仍不能大意，接到通知
参加鉴定的职工，请注意
以下几点，加强个人防护。

1、请佩戴口罩、出示
山东电子健康通行码、检
测体温后登记入场；

2、请排队等候进入现
场，排队时应自觉保持间
隔1米的距离；

3、进入现场内，请自
觉执行佩戴口罩、保持间
距等各项疫情防控要求；

4、存在以下情形的不
得入场：确诊病例、疑似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
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
者；近14天有发热、咳嗽等
症状未痊愈，未排除传染
病及身体不适者。

5、存在以下情形的应
提前进行核酸检测，出示
核酸检验正常报告后入
场：14天内有境外、国内中
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
居史和接触史的；居住社
区21天内发生疫情的。

咨询电话：文登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养老科：8455650
工伤科“8476809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需要
提交的基本材料有哪些？

1、劳动能力鉴定基本材料：
⑴《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⑵初次及连续治疗病历及相

关检查报告复印件 (加盖医院专
章)；

⑶近期2寸彩色照片1张。
2、申请伤残等级鉴定、护理等

级鉴定、配置辅助器具确认和康复
资格确认需要提交的材料有哪些?

劳动能力鉴定基本材料。
3、申请旧伤复发确认需要提

交的材料有哪些？
⑴劳动能力鉴定基本材料；
⑵旧伤复发的诊断证明；
⑶医疗机构对现伤、病情治疗

的病历及相关检查报告复印件(加
盖医院专章)。

4、申请疾病与工伤(职业病)
因果关系确认需要提交的材料有
哪些?

⑴劳动能力鉴定基本材料；
⑵申请与工伤有因果关系疾

病的诊断证明；
⑶医疗机构对现伤、病情治疗

的病历及相关检查报告复印件(加
盖医院专章)。

5、申请复查鉴定需要提交的
材料有哪些？

⑴劳动能力鉴定基本材料；
⑵初次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

知书；
⑶医疗机构对现伤、病情治疗

的病历及相关检查报告复印件(加
盖医院专章)。

6、用人单位申请延长停工留
薪期确认需要提交的材料有哪些？

⑴劳动能力鉴定基本材料；
⑵《威海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

期确认通知书》原件；
⑶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休假

证明；
⑷工伤职工延长停工留薪期

申请书；
⑸医疗机构对现伤、病情治疗

的病历及相关检查报告复印件(加
盖医院专章)。

注：病历复印件需加盖诊断医
院红色医务专章。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程序
是如何规定的？

1、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其直
系亲属到所在市区工伤保险经办
机构申报劳动能力鉴定材料。

2、工伤职工接到鉴定查体通
知后，携带有效身份证原件和身体
检查必需的医学检查费用到指定
医疗机构进行查体。工伤职工到达
鉴定现场时需向工作人员出示身
份证原件，经核实无误后，工伤职
工领取劳动能力鉴定审批表后进
入会场等候区等待查体。

3、鉴定查体专家对工伤职工
进行现场体征检查，并记录伤情描
述，劳动能力鉴定专家组根据查体
结果和国家劳动能力鉴定标准形

成鉴定结论。
4、鉴定查体结束后，市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根据专家组的鉴定
意见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
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一式
四份，用人单位、被鉴定人、工伤保
险经办机构和存档各一份。

5、用人单位与工伤职工收到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后，双方如无异
议，可持鉴定结论等相关资料到所
属各市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领取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鉴定为五至十
级解除劳动合同的，可依据鉴定结
论分别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和用
人单位申请领取一次性医疗补助
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丧失劳
动能力后，怎样申请劳动能力鉴
定？

为方便职工，我市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委托各市区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代为受理因病或者非因工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各市区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将申请材料汇总后，由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统一组织

鉴定查体。

参保职工、退休职工供养亲

属、工亡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申请因

病或者非因工劳动能力鉴定需要

提交的材料有哪些？

⑴本人身份证原件；

⑵近期2寸彩色照片1张；

⑶《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⑷符合《威海市职工及供养亲

属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丧失劳动

能力程度鉴定申报参考标准》的县

级以上医疗机构对所申报病种出

具的诊断证明、申报病种系统治疗

过程形成的病历(其中住院病历需

加盖经治医院的医务专用章或病

历证明专用章；手术病历需有手术

记录及相关的病理报告；门诊病历

需提供复印件)、各种检查报告单

(片)及相应的医疗费用票据复印

件等资料(加盖医院专章)；

⑸供养直系亲属需提供亲属
关系证明。

注：病历复印件需加盖诊断医
院红色医务专章。

通讯员 高爱浩

政策链接

继续减税降费，
7月底前基本养老金提标补发到位！

近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贯
彻落实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若干措
施的通知》，内容涉及11个方面、35条落
实措施、99项具体任务。持续加大减税降
费力度，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增加创
业担保贷款等多个方面。

关于“继续执行下调企业养老保险
费率等制度，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
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政策执行期限延长
到今年年底。对低收入人员实行社保费
自愿缓缴政策”。

落实措施：
(1)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继续执

行16%的单位缴费比例，企业缴费工资
按个人缴费工资之和核定，按全口径平
均工资核定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

(2)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费率、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执行期限延长
至2021年4月30日。

(3)免征中小微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执
行期限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

(4)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参照中小微企业享受减免政策。对其他
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低收入人员，可按月、
季、半年或年度缴费。按照先行先试要
求，对2020年年底仍无力缴纳养老保险
费的，允许其2021年补缴。

(5)跟踪对接国家相关政策出台情
况，国家部委明确相关规定后第一时间
推出实施细则并印发执行。

关于“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资

助以训稳岗，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落实措施：
(1)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2020年、2021年全省开展补贴性职业技
能培训223万人次以上，相关补贴政策按
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
东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
2021年)的通知》(鲁政办发〔2019〕24号)
执行，执行期限至2021年12月31日。

(2)支持以训稳岗，对中小微企业吸
纳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离校
两年内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
并开展以训稳岗的，根据吸纳就业人数
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对受疫情影响
出现生产经营暂时困难导致停工停业的
中小微企业，组织职工开展以训稳岗的，
根据以训稳岗人数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
贴；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贸、住宿餐
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行
业，补贴范围扩展到各类企业。补贴申请
推行全程网办，由企业线上提交人员花
名册、当月发放工资银行对账单等材料，
经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按
月拨付补贴。补贴期限最长6个月，政策
受理期限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

关于“增加创业担保贷款”。
落实措施：
(1)对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

款申请条件人员，数量占到小微企业现
有在职职工人数15%；或职工人数超过
100人且符合条件人员占到8%的小微企
业，可申请最高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
款。

(2)将符合条件的个人最高可申请
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提高至20万元；对符
合条件的各类合伙创业或共同创业的，
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60万元。

(3)提供不低于50亿元的再贷款，支
持创业担保贷款发放。

关于“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
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扩大
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
民工等失业人员纳入常住地保障”。

落实措施：
(1)2020年6月底前，研究制定《山东

省2020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方
案》；7月底前，按照国家统一要求和方案
安排，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提标补发资金发放到位。

(2)待国家明确政策后，第一时间制
定山东省提高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最低标准方案，报省政府同意后组织落
实。

(3)按照国家部署要求，研究制定配
套政策，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
人员纳入常住地保障，给予临时生活补
助。

通讯员 王艳

问：去年，我在大城市里找了一份收
入不错的工作，但由于工作不够稳定，想
要回到农村发展，那我缴纳的养老保险
怎么办？

原来在单位工作交的是职工养老保
险，现在不干了，自己做点小买卖，参加
了居民养老保险，应该如何衔接呢？

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
答：根据《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

行办法》，变换工作后养老保险的衔接有
以下五种情形。

一、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人员,在达到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以申
请办理城乡养老保险衔接手续。其中，参
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的
(含延长缴费至15年)，可以申请从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足15年
的，可以申请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入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二、参保人员在办理城乡养老保险
制度衔接之前，要先按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的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
取地，并将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至待遇领
取地，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制度衔接手
续。

三、参保人员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者从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
将个人账户储存额全部转移,合并累计
计算。

四、参保人员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其参加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可合并累加计
算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参
保人员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其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的缴费年限不折算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缴费年限。

五、对于参保人员重复领取待遇的,
优先保留待遇水平较高的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关系,终止并解除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关系，对于重复领取的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要予以退还或抵扣。

通讯员 高爱浩

换工作变身份，

养老保险如何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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