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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报人才就业社保
关注民生·服务人才

今年来湖南人
多项社会保障待遇上涨

北京

首家社保帮办中心成立
11月 2日，北京市首家社保帮办中心

揭牌成立，为办事人员提供引导、指导、咨

询、自助四种服务，通过首问责任制、限时

办结制等措施，让群众少跑腿。帮办中心还

计划于 2018年 1 月正式启动“综合柜员

制”，拟将社保业务整合为“2+4+8”的工作

模式：“2”即两项工作原则，一人一事一次

办结、一人多事联动办结；“4”即四个经办

区域，分别为基金征缴区、基金支付区、个

人账户区和综合服务区；“8”即八大业务种

类，按照业务权限和系统设置将所有对外

经办业务类型进行划分，涉及业务点 2000

多处。

杜燕

深圳

“挂靠参保”将被严查

近日，深圳市社保局启动 2017年社保

专项审计工作，现已委托 15家会计师事务

所对部分企业 2017 年 3 月至 5 月的社保

参保缴费情况进行核查。该局提醒用人单

位：如果拒绝审计又拒不整改，将被行政处

罚；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将被加收

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将被罚款；“挂靠参

保”违法。据了解，职工必须签订劳动合同，

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才能通过单位

缴纳社会保险。如果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合

同关系，只是通过“代理”的方式来缴纳社

保，属于“挂靠”缴社保。

庄瑞玉

今年来，湖南省出台了不少利好政策，印发多个文件调整社会保障待遇，包括退休人员养老金、失业

保险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企业工伤人员伤残津贴和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等，进一步提升

了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促进民众增收。

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按规定办

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的退休人员（含退职人员）调整增加

基本养老金。全省 323.9万名退休

职工享受了 2017年调整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政策，人均增加

136元。

此次调整可以通俗理解为“定

额普调 +挂钩调整 +适当倾斜”相

结合。定额普调指的是：2016年 12

月 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

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

（含退职人），均可享受每人每月增

加基本养老金 50元。在此基础上，

对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退

休人员按本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

费年限，不含折算工龄），每满 1 年

月基本养老金再增加 3.1元，缴费

年限不满 1年的记为 1年（缴费年

限计算到月）；对按照《湖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湘政

发〔2015〕38号）参加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

按本人 2016年 12月的基本养老金

为基数，每月增加 3%。此外，今年待

遇调整对高龄人员、企业退休军转

干部、艰苦边远地区企业退休职工

等群体予以适当倾斜。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调整时间：2017年 1月 1日起

上调标准：定额标准每人每月增加 50元，此外进行挂钩调整和适当倾斜。

从 2017年 1月 1日起，我省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

低标准由每人每月 80元提高到 85

元。而且按照“小步快走”的方式，以

2020 年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达到 100元

为目标，调整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此次调标工作

已于 2017年国庆节前完成，并将增

加的基础养老金发放到享受待遇人

员手中。

在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

同时，湖南还将进一步引导和鼓励

城乡居民选择更高档次缴费、长期

持续缴费，增加个人账户积累，逐步

提高养老保障水平，达到“保基本”

的目标。据悉，到今年 7月，全省享

受待遇人数达到 962.5万人，月人

均待遇水平由制度启动之初的 55.5

元提高到了 90.5元。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调整时间：2017年 1月 1日起 上调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85元

湖南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调

整企业工伤人员伤残津贴和因工死

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具体标准

为：从 2017年 1月 1日起，《工伤保

险条例》实施后（2004 年 1 月 1 日

后），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已享受伤

残津贴的在职工伤人员，每人每月

增加 145元伤残津贴。本次调整后，

伤残津贴低于 2017 年统筹地区最

低工资标准的，补足到统筹地区最

低工资标准。从 2017 年 1月 1日

起，对 2016年 12月 31日前已认定

为因工死亡职工的供养亲属仍符合

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条件并按月领

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其供养

亲属抚恤金每人每月增加 58元。

企业工伤人员伤残津贴
调整时间：2017年 1月 1日起 上调标准：每人每月增加 145元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是提高劳动

者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重要手段。经省政府同意，报人社部

备案，湖南省月最低工资标准档次

调整为 1580～1130元 /月，小时最

低工资标准档次调整为 15～11.6

元 /小时。据介绍，此次湖南省调整

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档次分别为：

1580元 /月、1430 元 / 月、1280 元

/月、1130元 /月，小时最低工资标

准档次分别为：15 元 / 小时、13.4

元 /小时、12.4元 /小时、11.6元 /

小时，适用时间从 7月 1日开始执

行。

湖南省上一次调整最低工资标

准是在 2015年，月最低工资标准档

次为 1390～1030元 /月，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档次为 13.5～10.7元 /小

时。

本报记者 叶飞艳

最低工资
调整时间：2017年 7月 1日起 上调标准：调整为 1580～1130元 /月

根据《湖南省最低工资规

定》，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

定工作时间内或者依法签订的

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提供了

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的

最低劳动报酬。全日制劳动者适

用月最低工资标准，非全日制劳

动者适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从 2017年 7月 1日起，省本级

失业保险金标准由 1182元 / 月调

整为 1343元 /月，月标准提高 161

元。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后，与之挂

钩的其他失业保险待遇标准均作相

应调整。全省各市州也纷纷调整失

业保险金标准。比如，从 2017年 7

月 1日起，长沙市城区月失业保险

金标准 1343元，长沙县、浏阳市、宁

乡市月失业保险金标准为 1216元。

此标准从 2017年 7月 1日起执行。

此外，湖南失业保险参保职工

还有一项利好。从今年 10月份开

始，全省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凭职

业资格证书均可申领 1000～2000

元不等的技能提升补贴，预计全省

将支付技能提升补贴 9200万元，惠

及职工 6.85万人。通过实施技能提

升补贴政策，引导参保职工提升职

业技能水平和职业转换能力，从而

实现稳定就业、减少失业。

失业保险金
调整时间：2017年 7月 1日起 上调标准：调整至 1343元 /月

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累计缴

纳失业保险费 36个月（含 36个

月）以上，且自 2017年 1月 1日起

取得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

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的企业在职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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