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登区人社局：免填表小程序助力服务升级
“真是没想到，现在办理退休

这么简单，连表也不用填，这才几
分钟就办好了，真快！”近日，威海
市文登区泽头镇55岁居民王女士
来到文登区人社局综合服务大厅
申报退休，五分钟的时间，王女士
就办完了手续，速度让她感到惊
讶。离开大厅前，王女士连连向导
服人员表达感谢。

王女士点赞的，正是文登区
人社局自主研发的免填表小程
序。过去在传统的业务办理中，各
类表格填写较多，比如申请退休
业务，需要退休人员本人填报8张

表格，而这个群体年龄偏大，即便
有导服人员协助填表，也要花费
半个小时时间，导致群众办事时
间较长，整体服务效能不高。

对此，文登区人社局坚持问
题导向，提出“至简服务”理念，从
填表业务开始简化程序，充分利
用系统自身原有的数据平台，创
新推出免填表小程序，通过身份
证读卡、综合柜员询问填报等简
易流程，自动生成各项表格，办事
人员只需签字确认信息即可，办
理时长由原来的40分钟缩短为5
分钟。

截至目前，文登区人社局已
先后设计制作了16类业务事项表
格生成程序，简化各类表格40张，
个人业务事项经办实现“零填
表”，对公业务事项经办80%以上
实现“免填表”。与此同时，还借鉴
机场、客运站人流量提醒服务功
能，自主研发设计“人流量统计”
小程序，办事人员通过关注“文登
人社”微信公众号，即时查询大厅
办事人数，有效引导办事人员错
峰进厅办理业务。

除了手续简化，最近来文登
区人社局综合服务大厅的老人发

现，这里有了老年人绿色通道，大
厅入口设置无障碍通道，卫生间
设置了老年人专用坐便器并增加
扶手，还为老年人提供轮椅、热水
等暖心设施及服务。大厅外自助
终端区早晨7时30分开放，遇到雨
雪天气，大厅会提前十分钟开放。
这些暖心的人性化举措，都让老
人们感受到了更加贴心的便捷服
务。

“我们把社保高频事项延伸
到镇街便民中心、社区、村居、银
行网点、药店等基层服务网点，让
老年人能够就近办理。同时还拓
宽支付手段，大厅银行窗口支持

现金和银行卡支付，方便老年人
用现金缴费。同时，‘快办服务’、
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和预约上
门服务机制，都为老人提供了许
多便利。”文登区人社局工作人员
介绍，近日文登区人社局综合服
务大厅还推出了简化进厅手续、
提升优先接待、设置便利窗口、改
善服务设施等一系列暖心、贴心、
舒心的便利化服务举措，提升老
年人进厅办事体验。老年人线下
办事渠道和线上办事服务流程得
到了完善和升级，老年人办事便
利度全面提高。 (林治军)

如何确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
跨省市流动就业的参保人员达

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到哪里去办理退
休手续并领取待遇是有明确规定
的，大概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一、参保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在户籍所在地的，由户籍所在地负
责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

二、参保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不在户籍所在地，而在其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满10
年的，在该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
受当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三、参保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不在户籍所在地，且在其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不满
10年的，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
回上一个缴费年限满10年的原参保

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

四、参保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不在户籍所在地，且在每个参保地
的累计缴费年限均不满10年的，将
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及相应资金归
集到户籍所在地，由户籍所在地按
规定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 (王琳琳)

今年的工资变化体现在明年的社保缴费基数上
根据政策规定，职工本年度的

社保缴费基数是根据职工上年度月
平均工资总额来确定的。因此，职工
本年度的工资涨了，是与职工明年
的社保缴费基数挂钩的，本年度的

社保缴费基数并不随之调整。
每年1-3月份为企业社保缴费

基数申报期。用人单位应在申报期
内，按照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总
额申报本年度社保缴费基数。缴费

基数申报通过后，即可按照调整后
的缴费基数进行缴费。工资涨了但
社保缴费基数没变的情况，大家不
用担心！今年的工资变化，会体现到
明年的社保缴费基数上。 (刘洁)

相识观云山居
观云，山居，当这四个汉字组

合在一起时，是多么雅致又有意
境！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名字时，脑
海里便止不住地浮现出一幅幅清
幽灵动的画面，且无端地生出许
多美好遐想。

最初知道这个名字是在2019
年6月15日，那天来自全国各地的
登山爱好者们早早就汇聚在文登
学地图广场，参加“观云山居杯”
全国群众健身登山大赛，场地上
空迎风飞舞的彩旗上“观云山居”
四个大字赫然在目，原来，观云山
居是文登城东一个楼盘的名字，
位于威海市文登区圣经山路和文
昌路交汇处，交通网非常发达。文
登作协16名会员组成的登山小分
队也整装待发，一声清脆的哨音
后，各路代表队争先恐后纷纷出
发，10公里的赛程沿途分别经过
七里河畔、文登博物馆、峰山公园
和召文台四个打卡点。浩浩荡荡

的登山队伍沿路而行，宛若一条
游龙，首尾望不到边。每个打卡点
都设有工作人员，为队员们提供
水和服务，沿途还不时有志愿者
提醒行走时注意安全。一路上我
们边走边聊，很快就经过了七里
河畔到了文登博物馆，博物馆正
在举行邵象英女士漫画展，浓浓
的乡土人情仿佛又把我们的思绪
带回了小时候的生活场景。

从博物馆出来，我们走进了
峰山公园，公园里植被茂密，参天
的大树为我们撑起了浓浓的绿
荫，清新的空气仿佛被清洗了一
般，我们轻松的心情就像飞舞着
的花蝴蝶，在山水间恣意徜徉
着……

走出公园时，我们身后只剩
下寥寥几个人，此时方觉时间已
经不早了，我们加快脚步赶到召
文台公园，打卡点的工作人员为
我们拿来了矿泉水，提醒我们再

有半个小时比赛活动就要结束
了，我们马上出发，此时两腿像灌
了铅一样沉重，但是文友们还是
咬紧牙关，顶着炎炎烈日快速前
行，早已汗流浃背，只要谁稍微落
后了一步，我们便关切地询问，相
互之间的鼓励让我们再次增强了
自信心，一鼓作气，11：30，我们抵
达地图广场。

“这么长的路如果我一个人
走肯定坚持不下来。”“我也是。”

“同感同感。”文友们擦着脸上的
汗珠气喘吁吁地说。10公里的徒
步虽然辛苦，但是通过这次大赛，
不仅让我锻炼了身体，开阔了视
野，促进了交流，还让我知道了观
云山居，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前进的道路上唯有团结一致互帮
互助、坚持再坚持才能够到达目
的地。

几天后，我们来到观云山居
领取了活动奖品，工作人员热情

地邀请我们观看了小区规划图和
样板房。小区毗邻文登汽车站和
义乌小商品城，交通便利，购物快
捷，更让我欣赏的是小区内环境
优雅，物业管理精细到位，房间内
通风采光皆好，确实是适合居住
的优良小区。站在宽敞的阳台上，
清风徐徐，顿觉凉爽透顶。抬头远
望，湛蓝的天空上白云轻轻地漂
浮，似乎在向我打招呼，近处的绿

树掩映着红花尽收眼底，心情也
随之豁然开朗。亲近自然，乐享生
活，让心回归宁静，这里既有温暖
我们的人间烟火，安放我们的身
体与灵魂，也有我们孜孜不倦追
寻向往的的诗与远方。

观云，爬山，看海……精致美
好的生活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来
吧，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开启美好
生活，从观云山居开始。

日前，文登区环山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传达了学习各级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会议精神。

环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求全
体干部职工深刻领会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战略
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
认真理解好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三

个“必然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党史学习教育重在实效，作为
医疗服务单位，环山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全体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统一思想，提高
站位，紧扣业务工作和群众就医需
求，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立足行业和
中心实际，将各项任务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明确责任，合力参与，持续

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成效

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一

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全体班子成员

主动作示范，深入一线做宣讲、督落

实，带动各科室将党史学习与政治

学习、提升业务融合实施，不断增强

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刘爱馥)

增强防病意识 防治春季传染病
春季是传染性疾病的多发季

节，为进一步做好学校春季传染病
防控工作，增强学生预防传染病意
识，保障广大师生的健康。近日，文
登区宋村中心卫生院组织医务人员
到宋村中学、小学、幼儿园开展“春
季传染病防治知识讲座”。

医务人员向师生们讲解了春季

常见传染病的症状、传播途径及有
效的预防措施。对如何预防春季传
染病做了具体的指导。指导学生养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戴口
罩；加强体育锻炼，提高免疫力；注
意环境卫生，创造整洁校园环境；调
整好心态，养成良好有序的生活规
律。

通过本次讲座，广大师生学会
了用科学的方法预防疾病、远离疾
病，更懂得了怎样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重视健康，增强了防范传染病
的意识和能力，从医疗卫生和疾病
预防的角度打造平安、和谐的校园
环境。

(杨卫)

公告声明
联系电话：8189567

威海市文登区皮肤病医院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丢失，
有效期自2019年4月16日至2021年3月31日，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2371003494506932Y，声明原件作废。

文/于秀芬

启 事

该四名男子在文登区流
浪，现已安置，如有知情者，
请拨打电话0631-8984106
进行联系。

文登区民政局
2021年4月1日

社保问答
1、问：听说国家因为疫情原因有新的政策，再次对

失业人员进行补助，请问一下领取条件以及具体的申
领和领取期限是什么？

答:(一)补助适用对象。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

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指参加失业
保险目前处于失业状态)。

(二)补助标准和期限。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和失业保险缴费不

足1年的失业人员，失业补助金为每人每月100元;失业
保险缴费1年及以上的失业人员，失业补助金为每人每
月150元。失业补助金领取期限最长为6个月。根据申领
时间，实际发放时间最长可至2021年6月。

2、问：今年“4050”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什么时候开
始申报，我去年申请通过了，今年还需要再次申报吗？

答:今年灵活就业补贴预计9、10月份申报，如状态
没有变化，无需重复申报。

咨询电话：8251232 （张卿燕）

学党史 重实效 优服务

为增强药品医疗器械使用者的

守法意识，规范药品医疗器械的使

用行为，防控药械质量安全风险，保

障群众用药用械安全有效，4月1日，

文登区宋村中心卫生院对辖区卫生

室和药事从业人员进行了培训。

会议集中学习了新修订的《药

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山东省药品使用条例》《医疗器

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从制度与管理、购进与验收、

储存与养护、调配与使用等几个方

面讲解药品医疗器械的使用质量管

理规范要求。

会议上，各村卫生室急诊学习
并签署了《药品使用质量管理告知
书》和《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管理告知
书》，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按照法律
法规严格规范药品与医疗器械的使
用行为，提高分辨假劣药品的能力，
筑牢基层医疗器械质量管理的第一
道防线。 (姜艳丽)

规范药械使用行为 防控质量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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