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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区人社局召开企业社会保险政策培训会
10月10日，文登区人社局召开

企业社会保险政策培训会。全区160
多家企业参会。

举办此次培训会一是帮助企业
系统地学习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
相关政策，不断提高企业对社会保
险政策的了解和认识；二是让企业
充分地享受到国家的各项社会保险
减免政策红利，让企业在发展过程
中不断规范、不断完善，建立健全和
谐劳资关系，为企业聚精会神谋发
展保驾护航。

此次培训会一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区人社局社会保险服务

中心副主任李宁为参会人员讲解省
政府《关于做好阶段性减免社会保
险费工作的通知》；省人社厅《关于
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
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省人社
厅《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政策的通知》。

第二阶段由区人社局仲裁院院
长周君文为参会人员讲解企业未给
职工缴纳社会保险造成的劳动关系
纠纷，导致企业在社会信用、经济赔
偿等方面都受到损失的相关案件。
希望企业通过案例分析，及时地补
足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的短板，为

企业营造和谐的劳动用工环境。
第三阶段由创业指导服务中心

主任王开杰传达《关于做好引进毕
业生网签及实名制登记工作的通
知》，帮助指导各企业梳理汇总2018
-2020年引进的毕业生相关情况，
及时做好网签及实名登记填报工
作，共同推进高校毕业生引进工作
顺利开展。

下一步，区人社局还将安排工
作人员到企业进行走访，跟踪落实
企业参保扩面工作和高校毕业生引
进工作，实地为企业解决各项问题。

(包瑜)

给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学生家长申领电子社保卡说明
尊敬的家长朋友：

您好！为让您的家人和孩子
能实时享受方便、快捷的社会保
险线上服务，现诚挚邀请您为孩
子通过手机申领电子社保卡，电

子社保卡申领后，可通过手机完
成个人社保信息查询、社保缴费、
社保卡挂失补换、扫码购药等社
保服务操作。

具体操作：家长朋友可以通

过下方任一方式，直接为孩子注
册账号申电子社保卡或者通过自
己的电子社保卡中的“卡面服
务”—“我的”———“亲情服务”来
添加子女父母的电子社保卡。

注意事项：1、各位家长将签领后电子社保卡的截图上传
到班级群，统计签领数量。2、学生必须领取实体社保卡后才能
申领电子社保卡；3、个别没有领取实体社保卡的学生，待领取
实体社保卡后再申领电子社保卡，如急需转外就医的，可到人
社局综合服务大厅即时办理；4、申领电子社保卡时，登陆或注
册身份证号，尾号的X要用大写字母。5、社保卡咨询电话：0631
-8468753

(郭明)

电子社保卡申领流程图：

扫描上方二维
码，下载“威海人社
APP”——— 注册登陆
后，点击“电子社保
卡”，根据提示内容，
进行申领。

打开“微信”，扫描
上方二维码，点击“立
即领取”，按提示进行
申领。

家长朋友自己的
电子社保卡申领成功
后可以通过“卡面服
务 — —— 我 的 ( 右 上
角)——— 亲情服务”添
加学生的电子卡。

打开“微信”，扫描
上方二维码，关注“威
海社保卡”公众号，点
击下方的“社保卡服务
-电子社保卡”，根据提
示内容，进行申领。申
领成功后可以通过“卡
面服务——— 我的(右上
角)——— 亲情服务”添
加学生的电子卡。

打开“支付宝”，扫
描上方二维码，选择参
保地威海，按提示进行
申领。或打开支付宝中
的“市民中心——— 社保
(电子社保卡)”——— 点
击“电子社保卡”，按提
示进行申领。(注：支付
宝暂时不支持亲情服
务，但支持燕喜堂等药
店买药)

社会保障卡申请
办理依据

《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人社部
发〔2011〕47号)

申请主体
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
受理条件
尚未申领社会保障卡的参保

单位和参保人员
申请材料
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需提供

参保人员姓名、性别、国籍、职业、
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地址、联系
电话、身份证件(种类、号码和有
效期限)和照片等基本信息。

办事流程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网站
“单位(个人)网上服务大厅”

参保单位：点击“社保卡“—
“社保卡照片采集”上传照片后—
点击“社保卡制卡申请”——— 查
询——— 选中需要制卡的人员———
申报提交。

参保个人：点击“社保卡”—
“社保卡照片采集”上传照片后—
点击“社保卡制卡申请”，按提示
操作办理即可。

“威海人社”手机APP
下载“威海人社”APP，注册

并登录—点击“社保卡服务”—
“社保卡照片上传”完成后—点击
“社保卡制卡申请”，按提示操作
办理即可。

“威海社保卡”微信公众号
手机关注“威海社保卡”微信

公众号—点击“社保卡服务”—
“社保卡制卡申请”，按提示操作

办理即可。
窗口
社会保障卡服务窗口进行社

保卡申请。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限
即时办理
办理地点(渠道)
一、市直办理地点：威海市人

社局一楼大厅社会保障卡窗口
(胶州路7号)。

二、各区市办理地点：各区市
社保经办机构社会保障卡服务窗
口。

三、网办渠道：威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单位(个
人)网上服务大厅”、“威海人社”
APP、“威海社保卡”公众号办理。

(包瑜)

社保卡办理进度查询

全民参保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加快推进全面参保计划全面

实施，确保到2020年底，基本实现
社会保险法定人员全覆盖。根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医
保局关于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8〕76
号)要求，10月12日区人社局社保
中心组织召开了全民参保工作专
题会，各镇办保障所和社区相关
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一、文登区人社局利用中秋、
国庆节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有利

时机，利用报刊、微信、手机APP、
电话沟通等多种宣传形式，对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政策、办事流程
等进行宣传。

二、文登区社保中心对此次
需要入户进行调查的28872名人
员，进行细化，将未参保人员名单
按照户籍所属地分类汇总，下发
到各镇、办保障所，城区天福、龙
山、环山三个办事处及金山管委，
涉及调查人员多，依托二十五个
大社区配合完成。各镇办保障所

及所辖社区通过入户调查、电话
联系等多种方式，逐一调查核实，
积极促进参保，按时反馈未参保
原因并完成数据录入、上报。

三、下一步，文登区社保中心
将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在筛查资源、精准宣传推
送、优化经办等方面的应用，组织
专门人员到各镇办及社区巡回督
导、检查，确保全面参保计划保质
保量、尽早顺利完成。

(包瑜)

参保单位或参保人员提
交制卡申请后，可通过登录威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网站“单位(个人)网上服务大
厅”、“威海人社”手机APP、

“威海社保卡”微信公众号等
渠道查询。

一、(一)登录单位(个人)
网上服务大厅—点击“社保
卡”—“社保卡办理进度”，查
询社保卡的制卡进度。

二、(一)打开“威海人社”
手机APP，—点击“社保卡服
务”—“社保卡制卡进度查
询”，查询社保卡的制卡进度。

三、(三)手机关注“威海
社保卡”微信公众号—点击

“社保卡服务”—“制卡进度查
询”，查询社保卡的制卡进度。

注：批量制卡时间30个工
作日，即时制卡则为即时办
理。(郭明)

社会保障卡领取
受理单位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信息中心
办理依据
《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
(人社部发〔2011〕47号)

申请主体
已申请社会保障卡的参

保单位和参保人员
受理条件
社会保障卡已制作完毕
申请材料
(一)本人领取无需证件；
(二)委托人领取需带双方

身份证；
(三)单位领取：若领卡人

在此单位参保且业务系统内
有此人照片，无需证件；若领
卡人不在此单位，需持领卡人
的身份证和单位委托书。

办事流程
窗口领取
申请人持上述材料到社

会保障卡窗口办理；
申请邮寄
参保人通过登录威海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
“个人网上服务大厅”、“威海
社保卡”微信公众号申请邮
寄。

个人网上服务大厅：登录
威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个人网上服务大厅，点击“社

保卡”—“社保卡领卡”，补充
完善邮寄信息后，点击提交即
可。

“威海社保卡”微信公众
号：手机关注“威海社保卡”微
信公众号—点击“社保卡服
务”—“社保卡线上领取”，补
充完善个人基本信息后，点击
提交即可。

注：收到邮寄的社保卡
后，请登录“威海社保卡”微信
公众号，点击“社保卡服务”—

“社保卡邮寄收卡确认”功能
进行收卡确认。线上收卡确认
后，持卡人可以带身份证、社
保卡到合作银行营业网点进
行社保卡金融账户的启用。

办理时限
(一)到窗口领取：即时办

理；
(二)申请邮寄：提交申请

后，两个工作日内寄出即时办
理。

办理地点(渠道)
一、市直参保人员：威海

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会保障
卡窗口(胶州路7号)；

二、各区市参保人员：各
区市社保经办机构社会保障
卡服务窗口；

三、网办渠道：“威海社保
卡”微信公众号、威海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个人
网上服务大厅”申请邮寄。

(包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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