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因用人单位原因产生的减员包

括以下情形:1.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的；2.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的；

3.本人自愿解除劳动合同的；4.违法违

纪被除名解除劳动合同的；5.退休、死

亡、升学、入伍等。

单位裁员比例 =

［单位年末参保人数（剔

除非因用人单位原因产

生的减员人数）- 单位

年初参保人数］/ 上年

度月平均参保人数。

“老王啊，社区讲要搞什么参保

登记，你去了没？”“去了，上个星期去

的。”“那是要做什么啊？”“就是调查

一下个人基本情况和参加社保的情

况。参加社保还是好，老了、病了也有

个保障。”从即日起至 9月 30日止，

张家界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民社

会保险参保登记工作。

此次全民参保登记的对象为户

籍在张家界市且未参加社会保险的

城乡居民，以及常住本市未参加社会

保险的外来人员。主要登记内容是城

乡居民和外来人员的个人基本信息

（包括登记对象的姓名、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等）和个人参

保信息（包括登记对象当前已参加社

会保险的险种、首次参保日期、参保

状态、参保单位名称等）。全民参保登

记按照“查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

项”的原则，采取自助登记和入户核

对登记两种方式。自助登记是由参加

社会保险人员或其家属携带登记对

象的户口簿或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到

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登记；

入户登记是由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对未

参加任何社会保险又未主动办理登

记的人员进行入户调查，并根据被调

查对象提供的户口簿或第二代居民

身份证完善社会保险参保登记信息。

截至目前，张家界市已完成

140280 名未参保人员的信息登记录

入工作。下一步，全市将进一步加快

登记速度，确保全民参保登记任务顺

利完成。 高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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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章县
老放映员可领生活补助

近日，宜章县人社局城乡居保中心对

该县符合条件乡镇（公社）老放映员发放

了生活补助，从 2015年 1 月起计发，共

发放 189540元，根据放映年限不同确定

发放标准，其中最高发放额达 4140 元 /

人。

据悉，为解决乡镇（公社）老放映员历

史遗留问题，做好乡镇（公社）老放映员生

活补助金发放工作，宜章县人社局联合县

文广新局经过层层审核确认，截至目前，

49人(年满 60周岁)可获得困难补助金，

且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发放标准由

2015 年的每月 60 元、90 元、120 元提高

到了每月 90元、120元、150元。

胡娜田园陈旺金

江华县
新增 3家养老保险过渡费率试
点企业

经省人社厅、省财政厅批复，江华县

新增卓业电子、楷亿科技、恒津包装 3家

为养老保险过渡费率试点企业，从今年 6

月开始，这 3家企业的养老保险单位缴费

费率按照 14%的标准执行，自 2018年 5

月起，每年提高1%，逐步过渡到统一费率。

据悉，江华县社保站加大工作力度，

抓好园区企业养老保险费率过渡试点申

报，积极为县内的园区内企业创造条件享

受费率过渡试点优惠政策，努力扩大企业

受益面。去年江华县已有 13家园区企业

成功申请成为养老保险过渡费率试点企

业。 何辉

天元区
集中开展城乡居保资格认证

近日，株洲市天元区社保中心会同镇

（街道）集中组织分村组（社区）开展为期

两个月的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工作。

此次全区城乡居保待遇领取人员应

参与资格认证共有 12187人。经认证，符

合领取养老金资格条件的有 11946 人，

公示无异议后继续按时足额为其发放养

老金。没有按时进行资格认证的待遇人员

46人，按规定暂停发放其养老金，待参保

人通过资格认证后，自停发之月起续发养

老金。待遇领取人员死亡或参加其他养老

保险等原因的 195人，按规定流程办理其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注销及终止手续。

刘峥嵘

资阳区
为失业保险待遇领取人参医保

近日，益阳生力材料有限公司的失业

职工周罗春，激动地对益阳市资阳区失业

保险工作人员说：“感谢政府的政策，这次

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经了解才知道，周

罗春在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期间产生了医

疗费用，通过职工医保报销让他减少了一

部分费用，这无疑是给家境本就不充裕且

处于病痛中的他雪中送炭了。

今年 2月份开始，为帮助领取失业保

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接续基本医疗保险

关系,保障合理的医疗待遇水平，资阳区

人社局为所有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

职工参加了职工医保和大病医疗保险。

陈娟

湖南省本级参保单位
稳岗补贴申报启动

开展专项行动降低养老保险经办风险

地方之窗

社保广角

本报讯 2017年度省本级参保单

位稳岗补贴申报工作已经启动，申报

截止日期为 9月 15日。

记者近日从湖南省人社厅获悉，

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制度功能作用，

进一步支持省本级参保单位稳定就

业岗位，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省本级

于 8月中旬启动 2017年度稳岗补贴

各项工作。省直各参保单位应及时按

照《省本级失业保险稳岗补贴实施办

法（试行）》要求，准备省本级参保单

位稳岗补贴审批表、参保单位稳定就

业岗位承诺书、参保单位非因用人单

位原因解除劳动关系人员的解除劳

动关系证明复印件等申报材料，在规

定时间提交至省本级失业保险经办

窗口，具体申报时间为 8月 17日至 9

月 15日，逾期不予受理。

省本级参加失业保险的用人单

位，同时符合如下条件，均可申请稳

岗补贴：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

费一年以上；上年度裁员比例低于上

年长沙市城镇登记失业率。此外，用

人单位还需要人事、财务制度健全，

管理规范。具体补贴标准为：对实施

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淘汰落后

产能三类企业，按照该企业及其职工

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给予补贴；对其他参保单位，按照

该参保单位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

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40%给予稳岗

补贴。稳岗补贴主要用于职工生活补

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

提升培训等相关支出。

记者了解到，2016年，全省失业

保险基金发放稳岗补贴 4.14亿元，惠

及 4906户企业、106.2万职工。

本报记者叶飞艳

8月 28日，常德市直单位 2017年失业保

险稳岗补贴申报工作正式启动。此次稳岗补贴

将重点扶持符合条件的实施兼并重组、化解产

能过剩、劳动密集型及困难企业。预计将惠及

全市 180家企业，稳定就业岗位 12000个以上。

参保单位申请稳岗补贴需同时满足 3 个

条件：全员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费 1年以上

且无欠费；2016年度裁员比例低于常德市城镇

登记失业率；积极采取措施稳定就业岗位，财

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

常德市直参保单位于 9月 1日至 10月 15

日，按要求向市就业处失业保险服务科（窗口）

提交相关资料，市就业处按程序组织调查核实

后在同级人社部门网站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年

底前将失业保险稳岗补贴资金拨付给申报单

位。如需了解相关政策，可拨打电话

0736-7817520/7817296咨询。

张麒

近日，湘西州社保局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经办风险管理专项行动

工作，正式启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经办风险管理专项行动。此次专项

行动采取自查与上级检查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自查由州本级、县（市）企

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自行组织，州社

保局负责督查整改和汇总上报情况。

上级检查由省、州两级分别组织，以

现场检查评估为主要形式。整个风险

管理专项行动分为安排部署启动、自

查自纠、州局全面督查、上级抽查 4

个阶段实施。

此次专项行动检查的范围包括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全州各级企业养老保险经办风险

管理情况，涵盖组织机构控制、业务

运行控制、基金财务控制、信息系统

控制、内部控制的管理与监督五个方

面内容，旨在通过这次为期两年的专

项行动，夯实社保经办管理基础，健

全风险管理制度，完善风险管理机

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力争到 2018

年全州所有县（市）包括州本级企业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均达到风险管理

基本要求，确保养老保险基金安全。

州仁宣

社区喊你来登记参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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