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明

本课件是依据《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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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和《苏州工业园区

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的政策内容编制而成，

仅用于业务经办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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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社会化服务



参保登记和申报缴费

Ø单位参保登记

Ø员工参保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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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单位缴费申报



一、新单位参保登记

1.业务内容

n单位在领取工商营业执照或上级批准成立之日起30日内，

至中心办理开户手续。中心审核资料齐全无误的，予以登

记并考核通过后发放《社会保险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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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园区内各类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

n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n个体经济组织等。



单位参保登记

§申报方式：单位参保登记可选择年申报缴费方式或者

月申报缴费方式。

（1）年申报方式

3.经办要点

一、新单位参保登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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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在每个结算年度内，根据员工全年工资总额，申

报年缴费基数，中心根据单位申报数据按月扣款。

（2）月申报方式：
用人单位每月根据员工的工资收入总额，最迟于当

月倒数第三个工作日前（含倒数第三个工作日当天）

申报当月缴费基数，中心根据单位申报数据在申报次

日扣款。



单位参保登记

§单位在办理开户后,登录中心网站报名(尚无社

3.经办要点

一、新单位参保登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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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编号的至柜台报名)参加《业务经办（新单

位开户）》课程培训，当场进行考核，考核通

过后，方可领取《社会保险登记证》，并发放

业务培训记录单（电子版）。



4.经办流程

单位应当在工商注册登记后30日内，填写《单位登记表》

并携相关材料，至中心办理开户手续，并签订《网上申

报缴费委托收缴协议书》

2

1

一、新单位参保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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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必须参加中心业务经办培训课程，考核通过后可至

中心领取《社会保险登记证》

2

单位签订托收协议后1-2周，至中心领取协议回单，中

心同时为单位开通网上申报缴费权限

3



22 • 营业执照、批准成立证书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营业执照、批准成立证书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11 •《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单位登记表》一式二份•《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单位登记表》一式二份

一、新单位参保登记

5.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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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因注册地址变更而转入园区的单位还需提供：原社保机构注销证明

复印件

•因注册地址变更而转入园区的单位还需提供：原社保机构注销证明

复印件

22 • 营业执照、批准成立证书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营业执照、批准成立证书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二、单位参保信息变更

1.业务内容

n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

日起30日内，及时办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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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单位。



§单位社保登记事项发生变更后，需及时办理变更
手续。

3.经办要点

a

单位参保信息变更

二、单位参保信息变更

如因变更不及时导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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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至中心柜台办理的：单位名称，托收账号，
注册地址，申报方式，行业类别等。

n 可以在网上缴费客户端和中心网站自行变更的：

单位联系地址，单位邮编，传真号，联系人和负

责人姓名、电话、邮件、手机等。

关问题，责任由单位承担。



§单位申报方式发生变更：需在结清应缴未缴社

会保险费后办理。

3.经办要点

b

单位参保信息变更

二、单位参保信息变更

2015年12月 第16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单位缴费的托收账号发生变更：需填写托收协

议至中心办理变更手续，因变更不及时导致扣

款失败，会直接影响员工社保待遇享受。



n补贴（主要包括生育津贴和待安置补贴）发放
账户维护：

（1）各用人单位可以在网上客户端对接收生育津

3.经办要点

c

单位参保信息变更

二、单位参保信息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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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和待安置补贴的补贴发放账户进行维护。

（2）新单位或账户有调整的单位，须及时通过客

户端进行维护。

（3）对于未进行发放账户维护的，将直接发放到

单位的缴费托收账户。



4.经办流程

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行业类别发生变化的，应

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携相关材料至中心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1

二、单位参保信息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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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审核后即时办理变更手续，单位登记证信息发生变更的，

需更换《社会保险登记证》

手续。其他登记事项发生变更，需及时登录网站和客户端自行

变更

2



11 •《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单位变更登记表》一式二份•《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单位变更登记表》一式二份

5.所需材料

二、单位参保信息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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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登记证信息发生变更需提供：《社会保险登记证》•登记证信息发生变更需提供：《社会保险登记证》

33
•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行业类别发生变更的需提供：

工商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行业类别发生变更的需提供：

工商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三、单位社会保险关系注销

1.业务内容

n单位依法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的，应当先缴清社会保险费，

自终止之日起30日内，至中心办理社会保险关系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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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已办理过开户登记的用人单位中发生解散、破产、撤销、

合并、分立等情况依法终止的单位。



§中心审核材料时，首先审核单位是否存在欠

费，在单位结清应缴纳的社会保险（公积

3.经办要点

a

单位社会保险关系注销

三、单位社会保险关系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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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在单位结清应缴纳的社会保险（公积

金）、滞纳金或罚金并办理单位参保员工中

断缴费手续的前提下，方可办理单位社会保

险关系注销手续。



4.经办流程

1

三、单位社会保险关系注销

单位依法终止的，应当自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或相关部门批

准之日起30日内，携相关注销材料至中心申请办理社会保险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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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之日起30日内，携相关注销材料至中心申请办理社会保险关

系注销手续

中心核定后，收回原《社会保险登记证》并办理单位注销手续



11 •《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单位注销登记表》一式二份•《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单位注销登记表》一式二份

三、单位社会保险关系注销

5.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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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工商登记注销证明或单位上级主管

部门出具的单位注销批文原件及复印件

•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工商登记注销证明或单位上级主管

部门出具的单位注销批文原件及复印件

33 •《社会保险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



参保登记和申报缴费

Ø单位参保登记

Ø员工参保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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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单位缴费申报



一、员工新参保登记

1.业务内容

n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n园区实行员工社会保险(公积金)参保与劳动合同报送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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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首次在园区用人单位就业参保人员；

n在园区办理过一次性提取或区外转出后回园区重新参保的人员；

n用人单位录用原灵活就业人员。



§ 员工新参保登记一律参加乙类计划，并且应另行缴纳住房
公积金。

3.经办要点

a

员工新参保登记

一、员工新参保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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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单位为在职人员办妥人员新增参保手续后，将市民卡
申领表、新增人员的照片电子档或书面档提交中心。

§ 用人单位在报送人员合同信息时，需对甲类员工和乙类员
工住房部分缴费比例做出准确标识。

注：住房部分缴费比例为16%—24%，选择档次分为16%、

18%、20%、22%、24%，由单位与员工协商确定，单位与员

工各承担一半。若需变更比例档次的，应按合同内容变更

手续先至劳动合同管理窗口进行变更。



§单位在劳动合同报送后次日自行在中心网站上查询

“联动”结果。单位录用下列人员后联动结果显示异

常，需携相关材料，至中心办理员工参保登记：

3.经办要点

b

员工新参保登记

一、员工新参保登记

2015年12月 第27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常，需携相关材料，至中心办理员工参保登记：

原教职工医保参保人员；

原机关企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参保人员；

原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原园区改革改制人员。



4.经办流程

一、员工新参保登记

单位应于申报缴费3个工作日前（年申报缴费单位应于每月1-

10号）至园区各劳动合同管理窗口（园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及乡镇人力资源所）报送新入职员工合同，同时联动完成员

工参保登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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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本单位员工相应手续已成功办理后，即可办理缴费手续

次日登录中心网站联动平台查询结果，联动存在异常情况的，

单位需至中心或中心办事处办理手工参保登记手续

3

工参保登记
2



11

• 新参保登记人员：《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参保人员信息表》

一式一份、 《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参保人员增加表》一式二份

•市民卡申领表、新增人员的照片电子档或书面档

• 新参保登记人员：《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参保人员信息表》

一式一份、 《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参保人员增加表》一式二份

•市民卡申领表、新增人员的照片电子档或书面档

5.所需材料

一、员工新参保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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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园区用人单位劳动合同信息报送表》一份•《园区用人单位劳动合同信息报送表》一份

22
• 园区区内转移人员：《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参保人员统筹区

内转移申请表》一式二份

• 园区区内转移人员：《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参保人员统筹区

内转移申请表》一式二份



二、参保人员信息变更

1.业务内容

n参保人员的基本信息发生变更时，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本

人可至中心办理相关信息变更手续。

n参保人员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发生变更时应及时登录网站

进行个人信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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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个人信息更新。

2.适用范围

n所有已参保人员。



、

§应登录中心网站变更及完善的：个人基本信息、联
系方式（特别是正在还贷及享受养老、医疗、工伤、

失业、生育等待遇的人员）。中心将对参保员工的

3.经办要点

a

个人信息变更

二、参保人员信息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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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生育等待遇的人员）。中心将对参保员工的

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需至柜台变更的：参保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
柜台变更手续完成后，本人需另行至市民卡驻中心

受理点（汇金大厦业务大厅或湖西办事处）办理社

会保障·市民卡的信息维护。



§员工办理非正常升位的身份证号码变更或姓名变更需

提供户籍证明，户籍证明要求如下：

3.经办要点

b

个人信息变更

二、参保人员信息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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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户籍证明，户籍证明要求如下：

（1）必须电脑打印，手写无效；

（2）证明内容需注明原因，写清所办第一代和第二代

身份证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并说明均为同一人；

（3）证明上需加盖派出所的户口专用章。



4.经办流程

参保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升位或变更后，需填写《信息

变更表》并携带变更后的身份证、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证明原

件等相关材料，至中心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1

二、参保人员信息变更

参保人员身份证号码、姓名需办理变更的

2015年12月 第33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中心核对材料的准确性后，及时维护员工的参保信息

件等相关材料，至中心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2

中心维护完成后，员工需自行至市民卡驻中心受理点（汇金
大厦业务大厅或湖西办事处）办理社会保障·市民卡的信息
维护

3



11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参保人员信息变更表》一式三

份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参保人员信息变更表》一式三

份

二、参保人员信息变更

5.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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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保人员的姓名或身份证号码变更的需提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

具的证明原件

•参保人员的姓名或身份证号码变更的需提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

具的证明原件

33
•已离职员工无法至单位盖章的需提供：《园区用人单位办理退工手

续备案表》

•已离职员工无法至单位盖章的需提供：《园区用人单位办理退工手

续备案表》



三、员工参保关系减少

1.业务内容

n用人单位与员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由用人单位及

时提交相关合同信息，至园区各劳动合同管理窗口办理人

员合同解除备案手续及中断缴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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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员工。



3.经办流程

单位在缴清员工社会保险（公积金）后至园区各劳动合

同管理窗口，办理员工退工报送

1

三、员工参保关系减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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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次日自行在中心网站上查询“联动”结果。联动查

询结果存在异常的，单位需填写《参保人员减少表》等

报中心办理人员参保关系减少手续

2



11
•《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参保人员减少表》一式二份

(5人或5人以上需提供电子文档)

•《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参保人员减少表》一式二份

(5人或5人以上需提供电子文档)

三、员工参保关系减少

4.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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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园区用人单位劳动合同信息报送表》• 《园区用人单位劳动合同信息报送表》



参保登记和申报缴费

Ø单位参保登记

Ø员工参保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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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单位缴费申报



一、政策要点

甲类计划2015年度缴费比例和账户入账比例

缴费比例（%） 账户设置及入账比例（%）

总比
例

单
位

个
人

个人账户 统筹账户

养老
医
疗

住
房
特殊
补充

养
老

失
业

大
病

生育 工伤个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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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位 人
疗 房 补充 老 业 病

生育 工伤个
人

补
充

46.5 28 18.5 2 6 3 16 9.5 5.5 1 2 0.5 1

住房基金
可实行浮
动比例

住房基金

基准比例（%）

浮动比例（%） 浮动后住房

基金比例（%）单位 个人 合计

16 0-4 0-4 0-8 16—24

注：具体缴费及入账比例以当年度最新文件公布为准。



一、政策要点

乙类计划2015年度缴费比例和账户入账比例

缴费比例% 账户设置及入账比例%

总比例 单位 个人
个人账户 统筹账户

养老 医疗 养老 失业 大病 生育 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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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
金实行浮
动比例

住房公积金基
准比例（%）

浮动比例（%） 浮动后住房

公积金比例（%）单位 个人 合计

16 0-4 0-4 0-8 16—24

30.5 20 10.5 8 3 15 1 2 0.5 1

参加乙类计划的员工，应另行参加园区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如下：

注：具体缴费及入账比例以当年度最新文件公布为准。



二、网上缴费权限开通

1.业务内容

n所有已开户的用人单位必须开通网上申报缴费权限，通过

CA数字认证方式，进行网上申报社会保险（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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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园区已办理开户登记的用人单位。



3.经办流程

单位携中心盖章确认的《单位登记表》并填写《苏州市数字

证书业务申请单》至数字认证中心窗口办理

1

二、网上缴费权限开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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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认证中心审核材料并收取相关费用后，与单位签订协议，
并发放数字证书

单位选择托收银行，并至中心签订《网上缴费托收协议书》，

1-2周后领取协议书回单，即可开通网上缴费权限

3



11 • 中心已盖章确认的《单位登记表》• 中心已盖章确认的《单位登记表》

二、网上缴费权限开通

4.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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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网上申报缴费委托收缴协议书》•《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网上申报缴费委托收缴协议书》

22 •《苏州市数字证书业务申请单》•《苏州市数字证书业务申请单》



三、网上申报缴费

1.业务内容

n用人单位在规定的时限内通过网上缴费客户端当月缴交园

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和乙类员工的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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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园区已办理过社会保险（公积金）开户，并且已经开通

网上缴费权限的用人单位。



网上申报缴费

n单位应严格按照缴费基数上下限的规定当月足

额缴清当月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3.经办要点

三、网上申报缴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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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单位当月尚未发放本月工资的，应按员工上月

工资申报当月缴费基数。对于首次参保的员工，

以其起薪之月工资为缴费基数。对于请假的员

工，以其请假前的月工资申报缴费基数。



n缴费基数上、下限：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基数上、下限将定期

公布。参保员工工资收入超出缴费上限的部分，

3.经办要点

三、网上申报缴费

b

网上申报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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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参保员工工资收入超出缴费上限的部分，

不计入缴费基数；低于缴费下限的，必须按下限

缴纳社会保险费。

n缴费期与合同期关系：

单位应按照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按月按时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公积金）和住房公积金。入

职和离职时间不足月的，缴费基数也不得低于下

限。



网上申报缴费网上申报缴费

n单位申报缴费后，需在相应的银行账户上存足足够的

扣款金额，由于扣缴金额不足，当月未扣款成功的，

3.经办要点

三、网上申报缴费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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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作为欠费处理。

届时会冻结医保卡，影响员工的正
常还贷和医疗、生育等待遇享受。



网上申报缴费网上申报缴费

n乙类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中心将把该单位

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缴费分别传输给银行

3.经办要点

三、网上申报缴费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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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收。两笔费用同时有足够的资金扣缴时，才

能扣缴成功。

n由于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公积金）

影响员工社保待遇的，责任由单位承担。

若单位托收账户只够扣缴一
笔金额时，扣款将不成功。



4.经办流程

单位必须于当月倒数第三个工作日前（含倒数第三个工作日当

天），通过网上缴费系统申报当月应缴的社会保险(公积金)和

住房公积金
2

1

三、网上申报缴费

月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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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核定后，进行银行托收，单位需在托收账户上存够扣缴

金额以便扣款，每月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前为正常扣缴时间

2

扣缴成功后，按规定将扣缴金额分别计入员工个人账户及相

应的统筹基金，单位在扣款到账的5个工作日后，从托收银行

领取专用缴费凭证

3



4.经办流程

单位每月14日前（不含14日），通过网上缴费系统申报当月

新增员工的缴费基数，老员工的基数调整和申报减少手续

2

1

三、网上申报缴费

年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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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的15日、20日、25日、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前为年申报单

位正常扣款时间，逾期仍未扣缴成功的，将作为欠费处理

扣缴成功后，按规定将扣缴金额分别计入员工个人账户及相
应的统筹基金，单位在扣款到账的5个工作日后，从托收银行
领取专用缴费凭证

3



四、柜台办理缴费

1.业务内容

n用人单位在规定的时限内通过填写相关表格至中心柜台办

理申报缴费业务，并通过银行托收方式进行扣缴，柜面不再

收取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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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园区已办理过社会保险（公积金）开户，暂时未开通网

上缴费权限或由于特殊原因，需要手工申报单位缴费基数

的用人单位。



3.经办流程

单位应当于当月倒数第三个工作日前（含倒数第三个工作日

当天），填写《社保缴费清册汇总表》、《缴费清册》、《

住房公积金缴费汇总表》、《缴费清册》，同时提供相应的

电子文件报中心办理基数申报
2

1

四、柜台办理缴费

月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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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核定后，进行银行托收，单位需要在扣缴的银行账户上
存够扣缴金额，每月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前为正常扣缴时间

电子文件报中心办理基数申报
2

扣缴成功后，按规定将扣缴金额分别计入员工个人账户及相

应的统筹基金，单位在扣款到账的5个工作日后，从托收银行

领取专用缴费凭证

3



3.经办流程

单位每月14日前（不含14日），填写《社保缴费清册汇总表

》、《缴费清册》、《住房公积金缴费汇总表》、《缴费清

册》，同时提供相应的电子文件报至中心柜台办理
2

1

四、柜台办理缴费

年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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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的15日、20日、25日、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前为年申报单

位正常扣款时间，逾期仍未扣缴成功的，将作为欠费处理

扣缴成功后，按规定将扣缴金额分别计入员工个人账户及相
应的统筹基金，单位在扣款到账的5个工作日后，从托收银行
领取专用缴费凭证

3



五、单位补缴

1.业务内容

n单位在规定缴费申报期内，由于客观原因未按时足额缴费，

应提供相应书面材料至中心柜台为员工进行补缴，并通过银

行托收方式进行扣缴，柜面不再收取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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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托收方式进行扣缴，柜面不再收取支票。

2.适用范围

n逾期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



单位补缴

§补缴时需提供：
相关表格、补缴说明、《劳动合同信息报送

表》、涉及补缴月份的考勤表及薪资证明原

3.经办要点

五、单位补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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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涉及补缴月份的考勤表及薪资证明原

始档案材料（发薪银行盖章的发薪证明原件

或税务局盖章的纳税收入证明原件），报中

心审核通过后办理补缴。

§补缴基数和补缴比例：
按办理申报补缴时的参保类型、缴费基数上下

限、缴费比例执行。



4.经办流程

单位填写《社保缴费清册汇总表》、《缴费清册》、乙

类员工补缴住房公积金另需提供《住房公积金缴费汇总

1

五、单位补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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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核定后，返回缴费表格给单位，同时计算应加收的

利息

类员工补缴住房公积金另需提供《住房公积金缴费汇总

表》、《缴费清册》，携电子文件及其他相关材料报中

心审核
2



11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缴费清册汇总表》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缴费清册》

•《苏州工业园区园区住房公积金缴费汇总表》

•《苏州工业园区园区住房公积金缴费清册》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缴费清册汇总表》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缴费清册》

•《苏州工业园区园区住房公积金缴费汇总表》

•《苏州工业园区园区住房公积金缴费清册》

五、单位补缴

5.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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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补缴情况说明，单位A4纸打印，盖公章

•补缴员工涉及补缴月份的考勤表及薪资证明原始档案材料

（发薪银行盖章的发薪证明原件或税务局盖章的纳税收入证明原件）

•补缴情况说明，单位A4纸打印，盖公章

•补缴员工涉及补缴月份的考勤表及薪资证明原始档案材料

（发薪银行盖章的发薪证明原件或税务局盖章的纳税收入证明原件）

22 •《苏州工业园区用人单位劳动合同信息报送表》•《苏州工业园区用人单位劳动合同信息报送表》

•《苏州工业园区园区住房公积金缴费清册》•《苏州工业园区园区住房公积金缴费清册》



六、案例分析

缴费上下限政策规定（从2015年7月1日起实行）：

甲类计划月缴费基数上限： 17700元，下限：2697元。

乙类计划月缴费基数上限： 16738元，下限：2697元；

住房公积金上限： 17700元，下限：2697元。

最低工资标准规定（从2014年11月1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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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标准规定（从2014年11月1日起实行）：

最低工资标准为1680元/月，包含个人缴纳的社保，但不包含个人按

下限缴存的住房公积金。

甲类住房部分和乙类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均按照16%计算。

注：具体缴费基数上下限以当年度最新文件公布为准。



六、案例分析

1 假设员工月收入总额为18000元，社会保险（公积金）缴纳情况计算如下表：

甲类社会保障计划

员工
工资

缴费基数
个人缴
费比例

个人缴费金额
单位缴
费比例

单位缴费金额 合计缴费金额
员工税前
实得工资

(1) (2) (3) (4)=(2)*(3) （5） (6)=(2)*(5) (7)=(4)+(6) (8)=(1)-(4)

18000 17700 18.5% 3274.50 28% 4956.00 8230.50 14725.50

2015年12月 第59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乙类社会保障计划+住房公积金

员工
工资

缴费基数
个人缴
费比例

个人缴费
金额

单位缴
费比例

单位缴费
金额

合计缴费金额
员工税前
实得工资

(1) (2) (3) (4)=(2)*(3) (5) (6)=(2)*(5) (7)=（4）+（6） (8)=(1)-(4)

18000
社会保险 16738 10.5% 1757.49 20% 3347.60

7937.09 14826.51
住房公积金 17700 8% 1416.00 8% 1416.00



六、案例分析

2 假设员工月收入总额为17000元，社会保险（公积金）缴纳情况计算如下表：

甲类社会保障计划

员工
工资

缴费基数
个人缴
费比例

个人缴费金额
单位缴
费比例

单位缴费金额 合计缴费金额
员工税前
实得工资

(1) (2) (3) (4)=(2)*(3) （5） (6)=(2)*(5) (7)=(4)+(6) (8)=(1)-(4)

17000 17000 18.5% 3145 28% 4760 7905 1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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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类社会保障计划+住房公积金

员工
工资

缴费基数
个人缴
费比例

个人缴费
金额

单位缴
费比例

单位缴费
金额

合计缴费金额
员工税前
实得工资

(1) (2) (3) (4)=(2)*(3) (5) (6)=(2)*(5) (7)=（4）+（6） (8)=(1)-(4)

17000
社会保险 16738 10.5% 1757.49 20% 3347.60

7825.09 13882.51
住房公积金 17000 8% 1360 8% 1360



六、案例分析

3 假设员工月收入总额为3000元，社会保险（公积金）缴纳情况计算如下表：

甲类社会保障计划

员工
工资

缴费基数
个人缴
费比例

个人缴费金额
单位缴
费比例

单位缴费金额 合计缴费金额
员工税前
实得工资

(1) (2) (3) (4)=(2)*(3) （5） (6)=(2)*(5) (7)=(4)+(6) (8)=(1)-(4)

3000 3000 18.5% 555 28% 840 1395 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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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3000 18.5% 555 28% 840 1395 2445

乙类社会保障计划+住房公积金
员工
工资

缴费基数
个人缴
费比例

个人缴费
金额

单位缴
费比例

单位缴费
金额

合计缴费金额
员工税前
实得工资

(1) (2) (3) (4)=(2)*(3) (5) (6)=(2)*(5) (7)=（4）+（6） (8)=(1)-(4)

3000
社会保险 3000 10.5% 315 20% 600

1395 2445
住房公积金 3000 8% 240 8% 240



六、案例分析

4
最低工资标准1680元含员工按下限2697元缴纳的社保283.19元，则员工实得最低工资为1396.81元。
经计算可得出，甲类员工月收入不低于1895.75元，乙类+住房公积金的员工月收入不低于1895.75
元时，个人可完全承担社保（公积金）。

甲类社会保障计划

员工
工资

缴费基数
个人缴
费比例

个人缴费金额
单位缴
费比例

单位缴费金额 合计缴费金额
员工税前
实得工资

(1) (2) (3) (4)=(2)*(3) （5） (6)=(2)*(5) (7)=(4)+(6)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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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75 2697 18.5% 498.95 28% 755.16 1254.11 1396.81

乙类社会保障计划+住房公积金

员工
工资

缴费基数
个人缴
费比例

个人
缴费
金额

单位缴
费比例

单位缴费
金额

合计缴费金额
员工税前
实得工资

(1) (2) (3) (4)=(2
)*(3) (5) (6)=(2)*(5) (7)=（4）+（6） (8)=(1)-(4)

1895.75
社会保险 2697 10.5% 283.19 20% 539.40

1254.11 1396.81
住房公积金 2697 8% 215.76 8% 215.76



目录

第一部分：参保登记和申报缴费

第二部分：个人保障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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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社会化服务



个人保障待遇

Ø养老保险

Ø医疗保险

Ø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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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工伤保险

Ø失业保险

Ø生育保险

Ø住房保障

Ø转移及提取



一、政策要点

2 •退休员工，从审核退休的次月起，由中心委托银行等机构

•退休待遇领取地确认在园区的参保员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时，用人单位和本人均按规定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累

计满十五年的，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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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员工，从审核退休的次月起，由中心委托银行等机构
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

•基本养老金由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3 •园区的基本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

•园区基本养老金的调整按照省、市基本养老金调整标准同
步执行。
注：国家已连续十多年每年1月进行养老金调整，其中1-6月退休员工，在当
年7月，进行调整。



二、养老保险待遇

1.业务内容

n单位或参保人员应当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三个月，准备

相关退休审批材料，至中心申请退休资格，中心审核通过后

在退休当月办理养老待遇核定，从退休次月起每月发放养老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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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2.适用范围

n符合按月领取养老金条件的退休人员。



养老保险待遇——退休年龄

a §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退休年龄主要包括：

（1）男满60周岁，女干部满55周岁、女工人满

3.经办要点

二、养老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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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周岁（其中45周岁前在管理或技术岗位上工

作、45周岁后仍继续在管理或技术岗位上工作

过的女工人年满55周岁）；

（2）从事井下、高温等特殊工种工作，累计时

间符合国家规定的，男满55周岁，女满45周岁；



养老保险待遇——退休年龄

b

）

（3）男满50周岁，女满45周岁，因病或者非因

工致残，经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劳动能力鉴定等级为1-4级）

3.经办要点

二、养老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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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劳动能力鉴定等级为1-4级）

的；

（4）灵活就业女参保人员、保留养老保险关系

的女失业人员，年满55周岁。其中，灵活就业

女参保人员和保留养老保险关系的女失业人员，

凡属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前参加工作的原固定工

身份的，满50周岁。



养老保险待遇——待遇领取地

c §待遇领取地的确定原则：户籍地优先、从长、
从后。跨省参保以省为单位，只在省内参保以
各个统筹区为单位。

二、养老保险待遇

3.经办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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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基本养老关系符
合下述条件之一的可确定待遇领取地为园区：

（1）园区户籍，关系在园区的；

（2）非园区户籍，关系在园区，在园区累计缴
费年限满10年。



浙江杭州户籍张某，男，60岁，最后的社保关系在上海，缴纳了9年，
之前在依次在北京缴了7年，南京缴纳了3年、无锡缴纳了4年，园区缴纳了4
年。
案例分析:
原则：户籍地优先，从长，从后。

判断缴费年限满10年的参保地时以省为单位。

第一步：计算张某在各省参保缴费的时间。

案例1——待遇领取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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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计算张某在各省参保缴费的时间。
北京7年、江苏11年（南京3年+无锡4年+园区4年）、上海9年。

第二步：判断退休省份。
因为张某的基本养老关系在上海，而不在其户籍所在地浙江杭州，且在上海
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0年，所以需将其在上海的社保关系转回上一个缴费年限
满10年的参保地。又因为张某仅在江苏的缴费超过了10年，所以应在江苏办
理退休手续。

第三步：判断具体领取地点。
因为园区和无锡为张某在江苏的缴费时间最长的参保地，而且园区是张某在
江苏的最后参保地，所以张某应在园区办理退休手续。



养老保险待遇——按时足额缴纳的标准

d § 用人单位和员工按时足额缴纳的标准：

参保人员养老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基金达到基本养

老保险应计存款额，养老应计存款是保障参保人员退

二、养老保险待遇

3.经办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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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后的基本生活、按月领取养老金的主要来源。

§ 如果参保人员因动用普通专户存储余额或借用养老补

充账户、特殊补充账户基金购房，在办理退休待遇审

批手续时，其养老账户存款不足基本养老保险应计存

款额的，需由本人住房账户及普通专户存储余额或现

金补足后，方可办理退休审批手续。



养老应计存款额

养老应计存款额计算方法：

（1）新政实施前

公积金缴费部分应计存款

额= ∑（Xn×Cn）

式中：

Xn表示参保人员2011年7月1

时间段

苏州市养老比例

个人

账户

统筹

账户

合计

（Cn）

1996.01-1997.06 12 % 13 % 25 %
1997.07-1997.12 12 % 11 % 23 %
1998.01-1998.06 12 % 12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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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表示参保人员2011年7月1

日前参加园区公积金期间各月

的缴费基数；

Cn表示参保人员2011年7月1

日前参加园区公积金期间各月

对应的苏州市基本养老保险入

账比例。

1998.01-1998.06 12 % 12 % 24 %
1998.07-1998.12 11 % 13 % 24 %
1999.01-1999.09 11 % 14 % 25 %
1999.10-2001.06 11% 15% 26%
2001.07-2002.12 11% 16% 27%
2003.01-2006.06 11% 17% 28% 
2006.07-2011.06 8% 20% 28%



养老应计存款额

基本养老保险应计存款额计算方法：

（2）新政实施后

社会保险（公积金）缴费部分应计存款额 = ∑（Xn×Cn）

式中： Xn表示参保人员2011年7月1日后社会保险(公积金)各月的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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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基数；

Cn表示参保人员2011年7月1日后参加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

期间各月对应的养老个人账户及养老统筹账户入账比例 。



养老应计存款额

甲类

年度 个人账户 统筹账户 合计（ Cn）

养老个人 养老补充 特殊补充 养老统筹

2011.7-2013.6 2% 6% 14% 1% 23%

新政实施后各月养老个人账户及养老统筹账户入账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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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7-2014.6 2% 6% 12.5% 2.5% 23%

2014.7-2015.6 2% 6% 11% 4% 23%

2015.7- 2% 6% 9.5% 5.5% 23%

乙类

年度 养老个人账户 养老统筹账户 合计（ Cn）

2011-2015 8% 15% 23%



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金的组成

e
§基本养老金由统筹账户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组成。其中统筹账户养老金由基本养老保险社会

统筹基金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由基本养老保险

二、养老保险待遇

3.经办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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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账户储存额支付，个人账户储存额支付完后

由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支付。

§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基数，

省、市职工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

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个人缴费年限越长、

缴费基数越高，退休后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也

越高。



案例2——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补缴

一男性参保人员李某，2015年10月退休，缴费年限为20年，

则他需要补缴的医疗保险为：

2014年度苏州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当年度园区医疗统筹账

户入账比例*应补足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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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入账比例*应补足的年限

=5580* 2%* 12* （30-20）

=13392.00元
2015年度园区医疗统
筹账户入账比例



§享受退休医疗保险待遇的时间节点：

二、养老保险待遇

人员类型
医保卡

开通时间

享受医疗

待遇时间
冻结期间医疗待遇

不需补缴 审批完成次月 退休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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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补缴 审批完成次月 退休次月
享受退休医疗待遇，
按相关规定至中心
柜台报销

收到补缴通知
书1个月内补缴

审批完成次月 退休次月

收到补缴通知
书1个月后补缴

审批完成次月 补缴次月 不能享受退休医疗
保险待遇

不愿补缴 不开通 不享受



4.经办流程

二、养老保险待遇

单位或参保人员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的三个月，准备相关退休审
批材料，至中心申请退休资格审批

中心和园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国家和地方政策，根据参保员工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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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和园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国家和地方政策，根据参保员工
材料，认定该人员出生日期、视同缴费年限、特殊工种年限，结合
缴费信息，确定退休时间和退休类别

退休资格审批通过后，单位还需在参保员工达到退休年龄的当月为
其结清公积金款项，办理退工减少手续

3

由单位或参保人员凭单位介绍信或者参保员工有效证件，向中心申
请办理基本养老待遇核定手续。中心核定完成后当天返回结果

24



5.所需材料

二、养老保险待遇

办理退休资格审批（提前3个月进行）

11

•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户口本、《劳动手册》（就业登记证）

•原始档案（能证明参保人员工作履历、工作时间、连续工龄、工资演变情况、

特殊工种审批等的原始档案材料）

•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户口本、《劳动手册》（就业登记证）

•原始档案（能证明参保人员工作履历、工作时间、连续工龄、工资演变情况、

特殊工种审批等的原始档案材料）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应提供:《职工养老保险手册》

•因病或非因工伤致残的参保人员需提供:苏州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通知书原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应提供:《职工养老保险手册》

•因病或非因工伤致残的参保人员需提供:苏州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通知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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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园区企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医疗保险退休待遇资格审批表》

• 近期一寸证件照片一张

•《 园区企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医疗保险退休待遇资格审批表》

• 近期一寸证件照片一张

22

•因病或非因工伤致残的参保人员需提供:苏州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通知书原

件

•在失业期间未登记领取失业金的参保人员须提供：失业证明原件

•存在园区以外工作经历的，需先办理养老、医疗保险转入手续。如存在苏州大

市外转入的，还需提供原参保地社保部门出具的当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建账时

间、当地养老保险统筹开始时间证明及92年起的历年缴费基数。如有特殊工种

工作经历的，需提供原参保地社保部门出具的特殊工种证明。

•因病或非因工伤致残的参保人员需提供:苏州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通知书原

件

•在失业期间未登记领取失业金的参保人员须提供：失业证明原件

•存在园区以外工作经历的，需先办理养老、医疗保险转入手续。如存在苏州大

市外转入的，还需提供原参保地社保部门出具的当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建账时

间、当地养老保险统筹开始时间证明及92年起的历年缴费基数。如有特殊工种

工作经历的，需提供原参保地社保部门出具的特殊工种证明。



11 •单位介绍信原件或者参保人员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单位介绍信原件或者参保人员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5.所需材料

二、养老保险待遇

办理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退休当月现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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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干部、管理或技术岗位女工人达到50周岁继续缴费备案

1.业务内容

n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向中心提出继续缴费备案书面申请，

经中心备案后，继续缴费至55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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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女干部和45周岁前在管理或技术岗位上工作、45周岁后

仍继续在管理或技术岗位上工作过的女工人。



3.经办流程

参保人员填写《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参保人员继续缴费

备案申报表》并由用人单位按章确认，交至中心办理

1

三、女干部、管理或技术岗位女工人达到50周岁继续缴费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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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心备案后，参保人员继续缴费至55周岁

继续缴费备案手续

2



三、女干部、管理或技术岗位女工人达到50周岁继续缴费备案

4.提供材料

11 •《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参保人员继续缴费备案申报表》•《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参保人员继续缴费备案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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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

33
•劳动合同原件和复印件（45周岁前在管理或技术岗位上工作、45周

岁后仍继续在管理或技术岗位上工作）

•劳动合同原件和复印件（45周岁前在管理或技术岗位上工作、45周

岁后仍继续在管理或技术岗位上工作）

44 •职称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职称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三、女干部、管理或技术岗位女工人达到50周岁继续缴费备案

5.注意事项

为不影响管理或技术岗位女员工享受各项待遇，请用人单位在其到达50周岁前，

及时为其办理继续缴费备案手续。

管理或技术岗位工作女员工退休年龄的确认采用企业申报备案方式。用人单位和

员工本人确认其工作岗位为管理或技术岗位的，由单位填写《申报表》，携带相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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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到中心进行备案，由中心负责审核。对于未办理管理或技术岗位备案手续的女员工，

中心将在其50周岁时暂停其社保缴费。

已办理管理或技术岗位备案手续的女员工，在50周岁至55周岁期间失业或工作岗

位变化的，本人需要在失业或离开管理、技术岗位满两年后（或至55周岁时）方可办

理退休手续。

女员工为企业法人代表的，按规定至其55周岁时办理退休。

事业单位在编女员工退休年龄的确认仍由园区组织人事部门按原有规定处理。



1.业务内容

n符合一次性养老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员可申请办理养老个人

账户储存额和普通（A类）、特别（B、C类）专户余额一次性提取，

并按照本人1996年1月1日前的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每满一年发

给2个月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四、一次性养老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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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不含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账户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具有园区户
籍或待遇领取地为园区，不符合补缴条件，也不符合后延缴费条件，

同时员工本人不愿意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户籍地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参保人员。



3. 经办流程

参保人员达到退休年龄当月，由用人单位为其缴清当月

公积金并办理人员减少手续后，携相关材料到中心申请

1

四、一次性养老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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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审核无误后按规定办理待遇支付

退出工作岗位一次性提取

2



11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4.所需材料

四、一次性养老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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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园区企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待遇资格审批表》一式一份•《园区企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待遇资格审批表》一式一份



五、因病或非因工伤死亡待遇

1.业务内容

n参保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可发给丧葬补助金、抚恤金，

存在符合条件的供养直系亲属的，可享受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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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企业养老保险参保员工和企业退休人员，

不含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人员。



因病或非因工伤死亡待遇

§待遇标准：

（1）丧葬补助金：6000元，由基本养老保险

统筹基金列支；

3.经办要点

a

五、因病或非因工伤死亡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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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基金列支；

（2）抚恤金：16000元，由基本养老保险统

筹基金列支。



因病或非因工伤死亡待遇

§待遇标准：

（3）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
一次性救济费（缴费年限不满15年）：

3.经办要点

a

五、因病或非因工伤死亡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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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救济费（缴费年限不满15年）：
供养1人：计发基数×6，目前为2300 ×6 =13800；
供养2人：计发基数×9，目前为2300 ×9 =20700；
供养3人：计发基数×12，目前为2300 ×12 =27600；

定期救济费（缴费年限满15年） ：
供养1人：计发基数×20%，目前为2300 ×20%=460；
供养2人：计发基数×30%，目前为2300 ×30%=690；
供养3人：计发基数×40%，目前为2300 ×40%=920；

n 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先从养老个人账户列支，个人账户储存额

不敷支付的，改由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继续支付。



因病或非因工伤死亡待遇

§待遇标准：

n参保人员死亡时没有供养直系亲属的，如个人

3.经办要点

a

五、因病或非因工伤死亡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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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有余额，个人账户储存额结息至死亡当月，

其个人账户余额依法继承。



因病或非因工伤死亡待遇

§待遇标准：

§参保人员死亡时有供养直系亲属并领取一次性
救济费的（缴费不满15年），其个人账户储存

额累计本息减去供养直系亲属领取的一次性救

3.经办要点

a

五、因病或非因工伤死亡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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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累计本息减去供养直系亲属领取的一次性救

济费后的余额依法继承。

§参保人员死亡时有供养直系亲属并按月领取定
期救济费的（缴费满15年），如个人账户有余

额，其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本息在其供养直系

亲属失去供养条件前不予继承。个人账户储存

额不敷支付供养直系亲属定期救济费的，改由

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继续支付。



4.经办流程

亡故人员所在用人单位于其死亡当月月底前，至中心为其缴清社

会保险（公积金）款项，持死亡证明或户籍注销证明原件办理人

员减少手续

1

五、因病或非因工伤死亡待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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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故人员的法定继承人填写《因病或非因工伤死亡待遇申请表》、

并携带亡故人员的死亡证明或户籍注销证明等材料，报中心办理参

保员工死亡申报手续

2

中心审核无误后按规定发放亡故人员的丧葬费、直系亲属一次性抚

恤金以及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部分余额

2

3



22
•《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参加园区老社保的应提供）
•《劳动手册》（就业登记证）
•《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参加园区老社保的应提供）
•《劳动手册》（就业登记证）

11
•《苏州工业园区参保人员因病或非因工伤死亡待遇申请表》一式一
份

•《苏州工业园区参保人员因病或非因工伤死亡待遇申请表》一式一
份

5.所需材料

五、因病或非因工伤死亡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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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会保障·市民卡
• 参保人员的死亡证明或户籍注销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明确注明死亡
原因及死亡时间）

• 参保人员火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直系亲属本人的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 直系亲属与死亡参保人员的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公安部
门出具）

•社会保障·市民卡
• 参保人员的死亡证明或户籍注销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明确注明死亡
原因及死亡时间）

• 参保人员火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直系亲属本人的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 直系亲属与死亡参保人员的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公安部
门出具）

22 •《劳动手册》（就业登记证）•《劳动手册》（就业登记证）



案例4——基本养老金计发

退休时公积金专户情况：

参保人员：张某

§参加工作时间：1968年10月 退休时间：2011年12月
§合计缴费时间：43年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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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退休时公积金专户情况：

原公积金账户：养老专户：10886.38元
普通专户：191468元 医疗专户：6165.22元

新政后新账户：养老个人账户：2880元
医疗专户：1080元



张某的历年缴费基数表：

单位：元/年

时间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缴费 4100 5323 6673 7074 7813 14001 15996 15996 15996 20800

案例4——基本养老金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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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
4100 5323 6673 7074 7813 14001 15996 15996 15996 20800

时间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缴费
基数

20690 25981 45019 49092 53933 54552 55352 54552 63201 72158



n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 +个人账户养老金

n1、基础养老金 =（参保人员退休时全省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

平均工资×最低缴费系数+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

分析：

案例4——基本养老金计发

由养老统筹基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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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资×最低缴费系数+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

个人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之和×1%

张某的基础养老金

= （2991.00* 1+2991* 1.6834）÷2×43.17%

= 1732.42元



说明：

（1）最低缴费系数为参保人员从参加工作或参保至退休时各年

的缴费系数的平均值。其中：

①2006年6月30日前各年的缴费系数均按1.0确定；

案例4——基本养老金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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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2006年7月1日后，历年的实际缴费工资（当年缴费月数未满12

个月的，换算成年缴费工资）高于同期省公布的年缴费基准数

60%的，该年的最低缴费系数按1.0确定；低于的，则按该年其缴

费工资与缴费基准数60%的实际比值确定；

指省厅公布的历年全省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缴费工资下限



（2）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参保人员退休时全省上一年度在岗

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

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a1/A1+a2/A2+……+an-1/An-1+an/An）÷N
公式中：

①a1、a2……an-1、an为参保人员1992年至退休上一年各年的
缴费工资；

案例4——基本养老金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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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工资；

②A1、A2……An-1、An为1992年至参保人员退休上一年各年的
全省职工年平均工资（2001年起为全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③N为参保人员1992年1月1日至退休上一年年底的实际缴费年限
与视同缴费年限合计数；

④其中：对每年1月至6月退休的人员，An、An-1均取该年上上
年全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对每年7月至12月退休的人员，An取该年
上年全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n2、过渡性养老金 = 推算储存额本息÷计发月数

张某的过渡性养老金= 68611.79 ÷120= 571.76元

说明：

符合下列规定可推算基本养老金储存额的人员，再按推算储存额除以

120发给过渡性养老金（包含所有实际和视同缴费年限）。

案例4——基本养老金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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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发给过渡性养老金（包含所有实际和视同缴费年限）。

（1）1995年底前参加工作人员，按照本人1995年底前的缴费工资和缴

费年限，推算1995年底前全部缴费年限（含折算缴费年限）的储存额。

推算储存额=1995年省、市职工平均工资的平均数×缴费工资指数

×1995年底前缴费年限（含折算缴费年限）×12%+1996年以后按省劳动

保障厅公布的推算储存额利率计算的利息。



参保人员推算储存额的缴费工资指数按照下列方法确定：

①1992年至1995年期间各年的缴费工资指数=[∑（Xn÷Cn）]÷N
式中:Xn表示参保人员1992年至1995年间各年缴费工资；

Cn表示1992年至1995年间各年省、市职工平均工资的平均数；
N表示参保人员1992年至1995年间的实际缴费年限与视同缴费年限之和。

②1985年6月底前各年的缴费工资指数均按照1.0计算。

案例4——基本养老金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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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1985年6月底前各年的缴费工资指数均按照1.0计算。
③1985年7月—1991年底期间各年的缴费工资指数由1992年至1995年平均缴费工
资指数确定：

若1992年至1995年平均缴费工资指数低于1.0，1985年7月至1991年底各年缴
费工资指数按1.0计算；
若大于1.0的，按照1992年至1995年平均缴费工资指数计算。

参保人员1995年底前推算储存额的缴费工资指数 = (①+ ②+ ③) /1995年
底前参保人员的实际缴费年限与视同缴费年限的合计数



说明：

（2）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1996年1月1日后因在部

队服役或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有视同缴费年限或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的，根据上述年限期间按规定确定并

案例4——基本养老金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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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的，根据上述年限期间按规定确定并

记载的历年缴费工资、历年个人账户记账比例，推算储存额，

并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历年推算储存额利率按

“月积数法”计息。1996年后推算储存额与1995年底前推算储

存额合并，作为确定过度养老金的依据。



n3、个人账户养老金 = 96年后个人账户本息÷计发月数

张某的个人账户养老金= 59145.29 ÷139 = 425.51 元

说明：

个人账户养老金按照本人个人账户的累计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确定。计
发月数标准，根据本人退休年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如下表所示：

案例4——基本养老金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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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月数标准，根据本人退休年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如下表所示：

退休年龄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计发月数 233 230 226 223 220 216 212 208 204 199 195

退休年龄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计发月数 190 185 180 175 170 164 158 152 145 139

退休年龄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计发月数 132 125 117 109 101 93 84 75 65 56



退休年龄未满
40周岁的

n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月数，统一按40周岁的
标准确定

退休年龄与计发月数的关系：

案例4——基本养老金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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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龄超过
70周岁的

n其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月数，统一按70周岁
的标准确定

年龄超过上表
所列某整数的

n根据上表，按下一档计发月数确定



推算储存额注意事项

22
上述推算储存额，由社保经办机构于参保人员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上述推算储存额，由社保经办机构于参保人员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

11
计算参保人员推算储存额时，1995年底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满20年
的，其20年以上的缴费年限，可以按照每满1年不超过1%，一次性增加推算
的储存额，调整的总比例最多不超过20%的办法执行。

计算参保人员推算储存额时，1995年底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满20年
的，其20年以上的缴费年限，可以按照每满1年不超过1%，一次性增加推算
的储存额，调整的总比例最多不超过20%的办法执行。

案例4——基本养老金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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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推算储存额年利率为7.8%。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推算储存额年利率为7.8%。

22
办理退休、退职手续时计算，作为确定过渡性养老金的依据。办理退休、退职手续时计算，作为确定过渡性养老金的依据。

44
参保人员因各种原因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终止手续时，推算储存额不作

转移和申领。

参保人员因各种原因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终止手续时，推算储存额不作

转移和申领。



以上分析可知：张某的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 +过渡性养
老金 +个人账户养老金=1732.42+571.76+425.51 =2729.69元

张某退休时医疗专户和普通专户结存额情况如下：

案例4——基本养老金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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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前 应计存款额：144913.98元 医疗专户：6165.22元

新政后 应计存款额：8280元 医疗专户：1080元

该员工新政前的养老、普通账户存款额补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

剩余57440.40元可以一次性提取。

医疗专户余额7245.22元退休后可继续使用,同时享受退休年度医
疗打账950×3÷12=237.50元，医疗专户余额为7482.72元。



个人保障待遇

Ø养老保险

Ø医疗保险

Ø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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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工伤保险

Ø失业保险

Ø生育保险

Ø住房保障

Ø转移及提取



一、政策要点

保险类型 享受对象 享受待遇

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

基本医疗保险

在职员工

退休人员

灵活就业人员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

门诊、门诊补助、门诊特定

项目、大病住院及大病补充

2015年12月 第108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园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本材料不作具体展开）

城镇居民（含学生及少儿）

被征地居民

门诊、门诊补助、门诊特定

项目、大病住院

园区医疗救助
经民政部门认定资质的相关
参保人员

保费补助、实时救助



一、政策要点

•在职员工按规定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次月起，享有相应的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1

•参保员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自办理退休手续后的次月起，

1、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基本医疗保险

2015年12月 第109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2

3

•参保员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自办理退休手续后的次月起，
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

•员工患病时，须持规定的社会保障·市民卡、证及病历到园
区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就诊、配药，

按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中心将于每月的1

在职职工

正常缴纳的 从当月1日起可以享受医
疗待遇

名词解释——次月起享受待遇

2015年12月 第110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中心将于每月的1
日对员工上月缴

费进行判断 从当月1日起暂停员工医
保卡结算功能

未正常缴纳的

§重要提示：用人单位务必及时按月缴纳社会保险费(公积金) 。



名词解释——次月起享受待遇

退休人员

符合享受退休
医疗条件
的退休人员

u 在办理退休医疗审批手续期间在定点医疗单位发生的无法刷卡

结算的医疗费用，可按规定在退休医疗审批手续办理完成后，

持相关报销凭证至中心办理柜面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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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完成
医疗补缴的
退休人员

u 在收到补缴通知书一个月内完成补缴手续的，可从退休次月起

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u 如在收到补缴通知书一个月内未完成补缴手续的，其退休医疗

待遇将从完成补缴手续的次月起方可享受，在此之前不享受医

疗保险待遇。

未及时完成
医疗补缴的
退休人员



一、政策要点

待遇范围：

§门诊

§门诊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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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特定项目

§大病住院

§大病补充



一、政策要点－①门诊及门诊补助

支出
类型

人员类别 在职 退休

门诊

入账方式

按本人缴费
基数的3%

逐月入账

70周岁以下 70周岁（含）以上

1150元 1350元

结付比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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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列支渠道 医疗个人账户

门诊
补助

自负金额 600元 400元

补助限额 3500元 4000元

结付
比例

补助医院 60％ 70％

补助社区 80％ 90％

列支渠道 大病统筹基金

备注：每年社保年度初（4月初）根据苏州市医疗保险政策变化做同步调整。



§ 参保员工在2013年的4月和5月发生的医疗费用结付情况如下：

发生 账户

案例1-门诊及门诊补助

2013年4月，一在职员工医疗个人账户余额为100元，当月发生

可列入医保赔付的费用为500元；2013年5月，医疗个人账户入账金

额为100元，之后员工又发生可列入医保赔付的费用为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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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费用

账户

余额
账户结付 自负累计 门诊补助 现金结付

4月 500元 100元 100元 400元 0元 400元

5月 1000元 100元 100元
400+900＝
1300元

420元或
560元

480元或
340元

（1300－600）×60％＝420元------门诊补助定点医院

（1300－600）×80％＝560元------门诊补助定点社区



门诊医疗保险待遇

（1）在职员工医疗个人账户支用额度如有结

余的，可以结转累计使用。

（2）退休人员每个医保结算年度（每年的4月

a

一、政策要点－①门诊及门诊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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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休人员每个医保结算年度（每年的4月

1日至次年的3月31日）门诊医疗费用可支用

的额度于每个结算年度初定期公布，所需款

额从大病统筹基金中列支。年度支用额如有

结余的，可转结至下年度使用。



门诊医疗保险待遇

v凡养老金实行异地社会化发放、已办理长期

居外医疗手续的退休人员，中心将于每年4月

b

一、政策要点－①门诊及门诊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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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外医疗手续的退休人员，中心将于每年4月

一次性发放其当年预划医疗个人账户及往年

账户余额。



一、政策要点－②门诊特定项目

病种 限额 结付比例

血友病 60000元 90%

再生障碍性贫血 8000元 90%

精神病 3000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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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 3500元 90%

尿毒症透析、器官
移植后抗排异药物
治疗、肿瘤治疗期

4万元以内 90%

4万元以上
（无上限）

95%

肿瘤康复期 8000元 90%



案例2－门诊特定项目

分段 结付比例 结付金额 现金结付

n一在职员工因患尿毒症，需长期进行门诊血液透析治疗，其办

理门诊特定项目审批后，去苏大附一院进行门诊透析治疗，共发

生符合医疗保险结付范围的费用50000元，结付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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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 结付比例 结付金额 现金结付

1-4万元 90% 36000元 4000元

4-5万元 95% 9500元 500元

医疗保险结付金额：45500元
参保员工现金结付：4500元



一、政策要点－②门诊特定项目

门诊特定项目医疗保险待遇

§门诊特定项目需事先至中心办理申请手续后，

刷卡结算时方可按此类项目的结付规定享受

此待遇。未事先办理申请手续的参保员工发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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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待遇。未事先办理申请手续的参保员工发

生此类费用将仍按普通门诊进行结算。

§器官移植后抗排异药物治疗的费用须凭相关

凭证至中心柜面结算。



一、政策要点－③大病住院及大病补充

人员类别 在职 退休

起付
标准

三类医院 600元 500元

二类医院 500元 400元

基层医院 300元 200元

当年第二次 首次起付标准的50%

当年第三次及以上 统一为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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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第三次及以上 统一为100元

结付
比例

起付点以下 医疗个人账户余额足够的前提下全额支付

起付点至4万元 90%

95%4万元至10万元 95%

10万元以上（无上限） 95%

注：参保人员因精神病在精神病专科医院住院治疗不设起付点，住
院费用直接由大病统筹基金按比例结付。



案例3－大病住院及大病补充

级别 理付基数 理付比例 理付金额 列支渠道

第1级 0-600元
医疗个人账
户全额结付

200元 医疗个人账户

600元以上至 （40000-600）

一在职参保员工因病在园区九龙医院住院，医疗个人账户余额200元，发生医

疗费用共23万元，其中符合医疗保险范围的费用为20万元，结付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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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级
600元以上至

40000元
结付90%

（40000-600）
×90%=35460元

大病统筹

第3级
40000元以上至

100000元
结付95%

（100000-40000）×
95%=57000元

大病统筹

第4级 100000元以上 结付95%
（200000-100000）
×95%=95000元

大病补充

合计理付金额 187660元

医疗保险结付金额：187660元

参保员工现金结付：42340元（自费3万元＋起付点以下自负400元＋起付点以
上自负11940元）



保费补助 n符合规定的救助对象可免缴居民医疗保险费。

一、政策要点

2、园区医疗救助 救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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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人员、低保边缘人员、三无对象、五保人员、特
困职工在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时可享受实时救助待

遇。

实时救助



一、政策要点

1、低保人员：持有民政部门发放的《苏州市城市（镇）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救济（补助）金领取证》 人员

2、低保边缘人员：持有民政部门发放的《苏州市低保边缘困难

2、园区医疗救助 救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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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保边缘人员：持有民政部门发放的《苏州市低保边缘困难

人群生活救助金领取证》人员

3、三无对象：持有《苏州市三无对象救助证》的人员

4、五保人员：持有民政部门发放的《农村五保供养证书》人员

5、园区管委会确定的其他救助对象：特困职工、重症残疾人等



一、政策要点－实时救助

救助类别 普通救助人员

特殊救助人员

尿毒症透析
肿瘤放
化疗

器官移植
后抗排异
药物治疗

门诊自负医疗费用

救助
限额

2000元
救助
限额

无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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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自负医疗费用
救助标准 救助

比例
85%

救助
比例

95% 90% 85%

住院自负
医疗费用
救助标准

起付点
以上

救助
限额

无限额
救助
限额

无限额

救助
比例

85%
救助
比例

85%

起付点
以下

100%全额救助



二、持卡就医

1.业务内容

n参保员工持就医凭证至定点医疗单位就诊、配药进行刷卡

结算时，只需向定点医疗单位支付自负和自费部分，其他费

用由中心与定点医疗单位按规定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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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参加园区医疗保险的在职员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

及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人员。



持卡就医持卡就医

§已经领取社会保障·市民卡的参保员工在可

持卡就医的定点医疗单位就诊、配药必须刷

3.业务要点

二、持卡就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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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就医的定点医疗单位就诊、配药必须刷

卡结算，不能再到中心办理现金结算。



4. 经办流程

参保员工持本人社会保障·市民卡、病历等就医凭证至定

点医疗单位就医
2

1

二、持卡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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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结束后，参保员工直接刷卡结算医疗费用

定点医疗单位进行身份认定

2

3



11 •社会保障·市民卡•社会保障·市民卡

5.所需材料

二、持卡就医

2015年12月 第128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22 •《病历》•《病历》



三、柜面零星报销

1.业务内容

n参保人员发生符合柜面零星报销规定的门诊、门诊特定项

目、大病住院医疗费用的，可持相关报销材料至中心办理现

金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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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参加园区医疗保险的在职员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

及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人员。



§以下情况发生的医疗费用，参保员工需在三

个月内至到中心办理现金结算：

（1）按规定办理转外就医期间发生的医疗费

3.业务要点

a

三、柜面零星报销

柜面零星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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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规定办理转外就医期间发生的医疗费

用；

（2）因急诊、急救在非定点医疗单位发生的

医疗费用；

（3）在定点医院发生的门诊特定项目中器官

移植后抗排异药物治疗费用；



柜面零星报销

（4）因社会保障·市民卡损坏、遗失已经办理
挂失手续，并在申请补办期间在定点医疗单

位发生的医疗费用；

3.业务要点

b

三、柜面零星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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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发生的医疗费用；

（5）社会保障·市民卡因计算机网络系统故障
期间在定点医疗单位发生的医疗费用；

（6）首次参保，按规定可享基本医疗待遇之

日起至领取到社会保障·市民卡期间在定点医
疗单位发生的医疗费用；

（7）退休人员按规定及时办理退休医疗审批

手续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



4.经办流程

办理符合柜面零星报销条件的费用报销时，参保员工填

写《医疗（生育）保险费用结算申请表》或《门诊费用

结算申请表》，持医疗相关凭证报中心

2

1

三、柜面零星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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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审核费用，确定医疗保险理付范围

2

中心按规定进行结算，并在参保员工办结业务的五个工作

日后，将结付金额发放至员工社会保障·市民卡

3



•发票原件、处方或病历记录原件及复印件•发票原件、处方或病历记录原件及复印件

11
•《园区医疗（生育）保险费用结算申请表》一式二份
•《园区医疗保险门诊费用结算申请表》一式二份
•《园区医疗（生育）保险费用结算申请表》一式二份
•《园区医疗保险门诊费用结算申请表》一式二份

5.所需材料

三、柜面零星报销

2015年12月 第133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33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

22
•发票原件、处方或病历记录原件及复印件

•住院期间费用清单、发票、出院记录原件及复印件

•发票原件、处方或病历记录原件及复印件

•住院期间费用清单、发票、出院记录原件及复印件



四、医疗审批及规定-①门诊特定项目资格申请

1.业务内容

n患有门诊特定项目病种的参保员工申请门诊特定项目资格

通过以后，可以享受门诊特定项目医疗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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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参加园区医疗保险的在职员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

及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人员。



3.经办流程

参保员工填写《门诊特定项目申请表》经定点医院诊断

认定后，报中心备案

2

1

四、医疗审批及规定-①门诊特定项目资格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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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按照规定审核门诊特定项目申请资格

3

审核通过后，中心为参保员工建立相应的医疗档案



11 •《园区医疗保险门诊特定项目申请表》一式二份•《园区医疗保险门诊特定项目申请表》一式二份

4.所需材料

四、医疗审批及规定-①门诊特定项目资格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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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相关就诊记录、检查报告单原件•相关就诊记录、检查报告单原件

22 •本人身份证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



1.业务内容

n参保员工因病经苏州市市级医院或市级专科医院会诊仍未

确诊的疑难病症，或市级医院因限于技术和设备条件不能诊

治的疾病，可以申请转外医疗。

四、医疗审批及规定-②转外医疗资格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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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参加园区医疗保险的在职员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

及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人员。



转外医疗转外医疗

§审批：必须经中心事先申请备案，未事先办妥
转外医疗的一律不予结付。

§地点：原则上可转上海、南京、北京的当地三

3.业务要点

四、医疗审批及规定-②转外医疗资格申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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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原则上可转上海、南京、北京的当地三
级以上医保定点医院住院治疗。

§时间：时间一般不超过30天，最长为3个月，超

过3个月的，需申请办理延续手续。

备注：转外医疗手续一次有效，再次转外医疗需

重新审批。因同一病种转外医疗且两次住院间隔不

超过90天的，无需重新办理转外医疗手续。



4.经办流程

参保员工须在转外医疗前，填写《转外医疗申请表》，

经定点医院盖章确认后报中心申请备案

1

四、医疗审批及规定-②转外医疗资格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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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审核病情是否符合转外医疗规定

2

审核通过后，中心为参保员工建立转外医疗档案

3



11 •《园区医疗保险转外医疗申请表》一式二份•《园区医疗保险转外医疗申请表》一式二份

5.所需材料

四、医疗审批及规定-②转外医疗资格申请

2015年12月 第140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33 •定点医院就诊记录原件•定点医院就诊记录原件

22 •本人身份证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



四、医疗审批及规定-③居外医疗资格申请

1.业务内容

n长期（60天以上）居住在苏州市城区以外的异地安置居住

的退休人员、长驻外地工作的在职员工，可申请居外医疗。

2015年12月 第141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2.适用范围

n参加园区医疗保险的在职员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

及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人员。



居外医疗

§审批：参保员工居外医疗必须经中心事先申请备案，
未事先申请的中心一律不予结付。

§医疗机构：参保员工可选择居住地1家定点社区卫生

3.业务要点

四、医疗审批及规定-③居外医疗资格申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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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参保员工可选择居住地1家定点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和2家定点医院作为本人居外医疗指

定医疗机构。



如金螳螂建筑装饰的各地工程、顺丰速运各地分公司、各类银行的各地

分行。以上列举单位员工一旦被派驻到全国各地，员工总公司即可为此

类员工到中心办理居外医疗资格申请手续，以确保此类员工在派驻地医

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能及时享受到相关医疗保险待遇。

案例4 - 居外医疗资格申请

1、长驻外地工作的在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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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在园区单位退休的参保人员，其子女在昆山工作，该退休人员长期

居住在子女家（昆山），便可办理居外医疗资格申请手续，申请2家当

地医院、1家当地社区卫生服务站作为居外医疗机构，办妥手续后，其

在约定的3家昆山医疗机构就医配药便可享受相关医疗保险待遇。

2、长期居住在苏州城区以外的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4.经办流程

参保员工须在居外或驻外就医前，填写《居外医疗申请

表》，经当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及用人单位盖章确认后

报中心申请备案

1

四、医疗审批及规定-③居外医疗资格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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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审核通过后，为参保员工建立居外或驻外就医档案

报中心申请备案

2



11 •《园区医疗保险居外医疗申请表》一式二份；•《园区医疗保险居外医疗申请表》一式二份；

5.所需材料

四、医疗审批及规定-③居外医疗资格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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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长期居住证明或劳动合同信息报送表复印件•长期居住证明或劳动合同信息报送表复印件

22 •本人身份证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



四、医疗审批及规定-④实时救助资格申请

1.业务内容

n符合民政部门认定的可享受实时救助资格待遇的参保员工

向中心申请办理实时救助资格认定以后，在园区救助定点医

疗机构就诊时，可享受医疗实时救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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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经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人员、低保边缘人员、三无对象、

五保人员以及患有重病的特困职工参加园区医疗保险期间可

申请医疗实时救助待遇。



3.经办流程

参保员工携带申请医疗救助材料报中心

2

1

四、医疗审批及规定-④实时救助资格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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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审核医疗实时救助申请资格

审核通过后，中心为参保员工开通医疗实时救助待遇

3



11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所需材料

四、医疗审批及规定-④实时救助资格申请

2015年12月 第148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33 •救助证原件及复印件•救助证原件及复印件

22 •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个人保障待遇

Ø养老保险

Ø医疗保险

Ø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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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工伤保险

Ø失业保险

Ø生育保险

Ø住房保障

Ø转移及提取



1
员工因工作原因受伤、患病、致残，暂时或永久丧失劳
动能力的经工伤认定后，可按规定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停工留薪待遇、辅助器具配置待遇、生活护理费、伤残
待遇、工亡待遇、工伤康复等工伤保险待遇（详见待遇
一览表）。

一、政策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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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员工自工伤发生到各项待遇落实主要有以下步骤：工伤
认定 工伤治疗 劳动能力鉴定 工伤保险待遇申请

一览表）。



支付内容 待遇标准 支付时间

工
伤
保

工伤治疗费用 符合工伤目录的，均全额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治疗结束并
完成劳动能
力鉴定后支

工伤康复费用及辅
助器具配置费用

康复对象在定点康复机构发生的康复性治疗费用及配置辅
助器具，符合相关目录范围的。

(住院期间)伙食补
助费

每人每天20元。

经工伤认定的员工（包括不达级和无需鉴定的），均享受以下待遇：

一、政策要点——工伤待遇一览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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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基
金
支
付

付 。

先由用人单
位垫付，后
由工伤统筹
基金结付。

助费

转外就医
交通费

应选择普通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伤情特殊需要选择非普通
交通方式的需报经办机构同意后按实支付。

转外就医
食宿费用

经中心同意，到市外就医所需食宿费，标准为每人每天
150元。

劳动能力
鉴定费用

市劳动能力鉴定400元/人；省再次劳动能力鉴定800元/人
（变更结论的予以报销）。

企
业
支
付

停工留薪期内的工
资福利待遇

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
在停工留薪
期内

工伤员工需要护理
的费用

合理的护理费用。
需要护理的
停工留薪期



支付内容 待遇标准 支付时间

工伤

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

级数 1 2 3 4 医疗结束且
劳动能力鉴
定完成标准（个月本人工资） 27 25 23 21

一至四级工伤员工（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除表1的
待遇外仍可享受以下待遇：

一、政策要点——一至四级工伤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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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
保险
基金
支付

伤残
津贴

1至4级分别为员工本人工资的90%、85%、80%
、75% 劳动能力

鉴定完成
次月起生活护

理费

根据完全不能自理、大部分不能自理与部分
不能自理三个等级，分别为苏州市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的50%、40%、30%

企业
和
个人

缴交基本
医疗保险
费

以伤残津贴为基数，个人和单位共同缴纳
（2015年度缴费比例为5%）

定期伤残津
贴发放时



支付内容 待遇标准 支付时间

工
伤
保
险
基
金
支

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

级数 5 6 7 8 9 10
医疗结束且劳动
能力鉴定完成标准（个月本人工资）

18 16 13 11 9 7

一次性工伤
以苏州市出台的实施细则为准

与单位解除或终

一、政策要点——五至十级工伤待遇

五至十级工伤员工，除表1的待遇外仍可享受以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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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付

一次性工伤
医疗补助金

与单位解除或终
止劳动关系时

企
业
支
付

伤残津贴

5级 本人工资的70% 用人单位安排工作，无法安排的
支付伤残津贴。伤残津贴实际金
额低于园区最低工资标准的，由
用人单位补足差额。

劳动能力鉴定
完成次月起6级 本人工资的60%

社会保险费
按照规定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

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

以苏州市出台的实施细则为准
与单位解除或终
止劳动关系时



1、工伤或工亡前12个月的缴费基数（不满12个月，按实际月份平均）
2、计发工伤保险待遇时，与苏州市上年职工平均工资相比较：
（1）高于市上年职工平均工资300%的，按市上年职工平均工资300%执行。
（2）低于市上年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市上年职工平均工资60%执行。

一、政策要点——相关参数界定

§本人工资

§苏州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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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
2013年7月1日—2014年6月30日，苏州市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按照4802元执行。

2014年7月1日—2015年6月30日，苏州市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按照5118元执行。

2015年7月1日—2016年6月30日，苏州市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按照5580元执行。

§上年度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5年度按照28844元执行。



工
伤
保

支付内容 待遇标准 支付时间

一次性工亡
补助金

20倍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工伤认定
完成后6个月苏州市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

一、政策要点——工亡待遇

工亡员工，除表1的待遇外仍可享受以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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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基
金
支
付

完成后
丧葬补助金

6个月苏州市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

供养亲属

抚恤金

配偶、孤寡 本人工资40% 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
和不应高于死亡职工生
前的工资。

工亡次月
起发放其他亲属 本人工资30%



案例1

§ 案情简述：园区A公司员工赵某（1985年8月5日出生），于2012年8月至
2013年9月在该公司无尘车间工作，接触某化学品，经苏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2014年1月10日诊断为职业性慢性轻度某化学品中毒。2014年5月9
日被认定为工伤。2014年9月12日被鉴定为伤残等级10级。该员工提出再
次劳动能力鉴定，经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2014年11月13日鉴定为伤残等
级9级。该员工于2015年10月25日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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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基本情况：受伤时赵某平均缴费基数为2500元。发生医疗费2832元，市劳
动能力鉴定费400元，省劳动能力鉴定费800元。因工伤需接受治疗而休假50天、
未住院。

参考数据：
2013年7月1日—2014年6月30日，苏州市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按照4802元执行。
2014年7月1日—2015年6月30日，苏州市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按照5118元执行。
诊断为职业病的，以职业病诊断日期作为工伤日期，故该员工受伤日期为2014
年1月10日。



案例1

分析：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9×2881.2=25930.8元

* 由于该员工受伤时本人平均缴费基数为2500元，低于市上年职工月平均
工资的60%，即4802×60%=2881.2元，故本人工资按2881.2元执行(下同)。

核准工伤医疗费：2618元
*按规定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该工伤员工发生医疗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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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该工伤员工发生医疗费共
计2832元，其中核准工伤医疗费2618元。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以苏州市出台的实施细则为准。



案例1

劳动能力鉴定费：400+800=1200元
*该员工申请再次劳动能力鉴定并改变鉴定结论，根据政策，劳动能力鉴
定费用400元和再次劳动能力鉴定费用：800元，应由工伤基金予以支付。合
计支付：400元+800元=1200元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苏州市出台的实施细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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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苏州市出台的实施细则为准。

见相关因工伤需接受治疗而休假期间原工资福利待遇：由单位按实支
付50天工资待遇。



案例2

§ 案情简述：园区B公司员工李某（1970年10月3日出生），于2014年7月1日
工作（排除设备故障）时不慎被卷入机器，单位紧急送至苏大附一院救治。
经苏大附一院住院治疗10天后因病情需要发生转外就医的情况，报中心审
批，前往上海华山医院住院治疗30天，返回苏大附一院继续治疗35天，因
工伤需接受治疗共计需休假50天。2014年8月6日认定为工伤。2014年11月
28日鉴定为伤残等级：3级；护理等级：生活部分不能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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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基本情况：受伤时李某工伤发生前12个月平均缴费基数为13600元 ，单
位聘请护工发生费用6700元，在上海治疗期间发生交通费用270元。发生医
疗费136421元，劳动能力鉴定费400元。住院时间共计55天，因工伤前往上
海住院时间30天

参考数据： 苏州市2013.7—2014.6年度平均工资4802元。
苏州市2014.7—2015.6年度平均工资5118元。



案例2

分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23*13600=312800元
由于该员工受伤时本人平均缴费基数为13600元，不高于市上年职

工月平均工资的300%，即5118×300%=15354元，故本人工资按13600执行。

核准工伤医疗费：131852元
*按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该工伤员工发生医疗费共计136421

元，其中核准工伤医疗费1318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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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核准工伤医疗费131852元。

伙食补助费：20×55=1100元
*按规定由工伤基金支付，标准按照每人每天20元发放，该职工住

院55天，合计支付：20×55=1100元

转外就医食宿费用：30×150=4500元
*按规定由工伤基金支付，标准按照每人每天150元发放，该员工

在上海治疗30天，合计支付30×150=4500元。



案例2

转外就医交通费：230
*按规定，工伤员工应选择普通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伤情特殊需要选

择非普通交通方式的需报中心同意后按实支付，该工伤员工发生交通费共
计270元，其中核准230元。

伤残津贴：13600×80%=10880元
*按规定，员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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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工作岗位，工伤保险基金自12月起按月支付伤残津贴，三级伤残标准
为本人工资的80%，即13600*80%=10880元

生活护理费：1536元
*按规定，经鉴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自12月起，由工伤保险基金按

月支付生活护理费。护理等级为“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按照苏州市上
年度平均工资的30%发放，即1536元。

劳动能力鉴定费：400元



案例2

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护工费用：6700元

*按规定由用人单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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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和个人还需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10880×5%=544元

*按规定，由用人单位和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自12月起按月缴纳园区基

本医疗保险费，即10880×5%=544元。



案例2

列支渠道 支付内容 支付金额 支付时间

工伤保险基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312800元

治疗结束且鉴定
完成后在申请时
支付

工伤医疗费 131852元

伙食补助费 1100元

转外就医食宿费用 4500元

综上，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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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

支付

劳动能力鉴定费 400元

转外就医交通费 230元

伤残津贴 10880元
每月支付

生活护理费 1536元

企业支付

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
的护工费用

6700元

因工伤需接受治疗而休假期间原工资福利

企业和个人 医疗保险费 544元 每月支付



案例3

§ 案情简述：园区D公司员工徐某(1975年6月7日出生)骑电瓶车于2014年8月5日
上班途中与逆向行驶的汽车相撞，由于车速过快且头部着地，经九龙医院抢
救无效当日死亡。经交警到场勘查情况后，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判定对方
全责。2014年9月10日被认定为工伤（认定条件：1.上下班途中；2.非本人主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机动车非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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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基本情况：工伤发生时徐某前12个月平均缴费基数为3500。发生医疗费
3470元。该员工系家中独子，父母双亡，妻子梅某双目失明，无收入来源
（1976年3月2日出生），有一女儿（2005年1月1日出生）。

参考数据：苏州市上年度平均工资5118元；
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



案例3

分析：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20×28844=576880元
*按规定，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即
576880元。
核准工伤医疗费：3470元
*按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该工伤员工发生医疗费均符合支付范围，予以
支付，即3470元。
丧葬补助金：6×5118=307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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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补助金：6×5118=30708元
*按规定，标准为6个月的苏州市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即30708元。

供养亲属抚恤金：梅某：3500×40%=1400元/月（发放至死亡）
女儿：3500×30%=1050元/月（发放至18周岁）
共计：2450元/月

*按规定，对材料进行审核，妻子梅某经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与女儿符合
享受条件，工伤基金自9月起按月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
结论：工伤认定完成后申请一次性支付607588元，定期支付供养亲属抚
恤金2450元/月，均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二、工伤认定

1.业务内容

n在法律上确定员工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后能否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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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申请时限

§用人单位应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被鉴定为职业病之
30日内，向中心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如遇重大事故的，需在发生事故当日24小时内至

2.经办要点

二、工伤认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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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重大事故的，需在发生事故当日24小时内至

中心登记。

§用人单位未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员工或者
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1年内，可以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

超过30日内提

交工伤认定申

请，在此期间

发生的有关费

用由用人单位

负担



3. 经办流程

用人单位携相关证明材料向中心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2

1

二、工伤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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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15至60日内作出工伤认

定的决定，并于作出认定之日起20天内送达

2



11
•《工伤认定申请表》

•《工伤申报证据清单》

•《工伤认定申请表》

•《工伤申报证据清单》

4.所需材料

二、工伤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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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伤员工与用人单位签定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工伤员工身份证复印件

•工伤员工与用人单位签定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工伤员工身份证复印件

22
•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害后原始诊断病历、首诊病历、出院小结、相
关检查报告单或《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害后原始诊断病历、首诊病历、出院小结、相
关检查报告单或《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三、工伤治疗

1.业务内容

n工伤员工工治疗工伤应当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其中急诊

可就近诊疗，待生命体征稳定后再转往定点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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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经认定为工伤后影响劳动能力，对具有恢复潜力和康复价

值的人员进行康复治疗。



对有康复价值的，由用人单位、工伤员工或其直系亲属向中心提出
工伤康复申请

2.经办流程

工伤员工至定点医疗机构就诊

2

1

三、工伤治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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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康复机构进行康复评估，由康复机构出具《苏州市工伤员工康复
筛查评估表》

3

定点康复机构收治康复对象、对其进行康复检查后，制定康复治疗
计划，进行康复治疗

中心根据提交材料确认是否符合康复条件，出具《工伤康复对象确
认告知单》，并送达

5

4



工伤治疗工伤治疗

n工伤员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医疗费用由单位

垫支（不得使用医保卡支付）后，按规定至中心

柜面报销。其中以下情况不予报销:

3.经办要点

三、工伤治疗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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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面报销。其中以下情况不予报销:

1.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生的工伤治疗费用；

2.一次性生活用品的费用；

3.治疗非工伤疾病及其并发症的费用；

4.超出工伤保险药品目录范围的费用；

5.经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康复无效的费用

（此类费用由定点康复机构承担）；

6.医疗事故导致的费用；

7.其他不符合规定的费用 。



工伤员工辅助器具配置

n工伤员工需要配置辅助器具的，依据劳动能

力鉴定结论，由参保单位或工伤员工填写

3.经办要点

三、工伤治疗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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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鉴定结论，由参保单位或工伤员工填写

《工伤员工辅助器具配置申请表》，由中心

按规定核准后，到协议辅助器具配置机构配

置。



四、劳动能力鉴定

1.业务内容

n员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

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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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劳动能力鉴定

n劳动能力鉴定包括以下类别：

1.劳动能力及护理依赖程度确定：

2.经办要点

四、劳动能力鉴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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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能力鉴定分为十个等级，最重的为一级，

最轻的为十级，另增加鉴定结论不达级；

（2）护理依赖程度分为三个等级：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和生活部分不能自理；

2．员工超过12个月以上的工伤医疗期的确定；

3．工伤员工旧伤复发仍需治疗的确认；

4．工亡员工供养直系亲属劳动能力鉴定。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人及申请时间

n申请人：用人单位或员工本人及法定监护人

n申请时间

2.经办要点

四、劳动能力鉴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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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或医疗期需超过12个月的；

2．工伤认定书生效后（收到工伤认定书6个月后）。



劳动能力鉴定机构

n劳动能力鉴定机构：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

2.经办要点

四、劳动能力鉴定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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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申请地点：体育场路4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n联系电话：65235873；

n收费标准：400元人/次（先由单位垫付，后由

工伤基金报销）。



申请劳动能力再次鉴定

n用人单位或个人可在收到“苏州市劳动能力

鉴定结论通知”15日内至中心领取再次鉴定

2.经办要点

四、劳动能力鉴定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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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结论通知”15日内至中心领取再次鉴定

申请表，审核通过后，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办理再次鉴定手续。

§以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为

最终结论。



3. 经办流程

用人单位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登记，市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出具“体检预约通知单”告知鉴定时间、地点

1

四、劳动能力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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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及个人凭“体检预约通知单”携相关材料至指定医疗机

构进行鉴定

员会出具“体检预约通知单”告知鉴定时间、地点

2

中心代为送达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3



•工伤员工完整连续的原始病历、诊断结论等有关材料复印件•工伤员工完整连续的原始病历、诊断结论等有关材料复印件

11

•《苏州市职工因工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中心出具的参保证明

•伤残员工身份证复印件和近期1寸照片一张

•《苏州市职工因工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中心出具的参保证明

•伤残员工身份证复印件和近期1寸照片一张

4.所需材料 （交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四、劳动能力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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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亡员工供养直系亲属劳动能力鉴定，需提供公安机关出具被鉴定人与工
亡员工之间直系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

•工亡员工供养直系亲属劳动能力鉴定，需提供公安机关出具被鉴定人与工
亡员工之间直系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

22
•工伤员工完整连续的原始病历、诊断结论等有关材料复印件

•工伤认定书，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工伤员工完整连续的原始病历、诊断结论等有关材料复印件

•工伤认定书，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1.业务内容

n认定为工伤(包括未达级)的员工，按规定享受各种待遇

五、工伤保险待遇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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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项目

§治疗工伤的医疗费、劳动能力鉴定费用、康复

费用

2.经办要点

五、工伤保险待遇申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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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食宿费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

§因工死亡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

§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费用



企业支付项目

§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福利待遇(原工资福利

待遇不变)

五、工伤保险待遇申请

b

2.经办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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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不变)

§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员工在停工留薪期需

要护理的费用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员工解除、终止

劳动关系时支付）



3.经办流程

用人单位携相关材料报中心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的给付

1

五、工伤保险待遇申请

2015年12月 第184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中心对递交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在20个工作日内

办理工伤保险待遇的给付并将金额社会化发放至单位账户

2



11
•《苏州市劳动鉴定结论通知书》或工亡证明复印件

•《工伤认定决定书》复印件

•《苏州市劳动鉴定结论通知书》或工亡证明复印件

•《工伤认定决定书》复印件

4.所需材料

五、工伤保险待遇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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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伤治疗费用发票原件
•病历、出院记录、费用明细清单原件及复印件
•属于交通事故的，需提供明确赔偿责任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或人民法
院的判决书、调解书（附调解笔录）

•工伤治疗费用发票原件
•病历、出院记录、费用明细清单原件及复印件
•属于交通事故的，需提供明确赔偿责任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或人民法
院的判决书、调解书（附调解笔录）



个人保障待遇

Ø养老保险

Ø医疗保险

Ø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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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工伤保险

Ø失业保险

Ø生育保险

Ø住房保障

Ø转移及提取



一、政策要点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且在失业前已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

年的参保员工，可申请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

1

2 •领取期限按其累计缴费年限核定，缴费每满一年可领取2

个月，最长期限不超过24个月；领取标准按其失业前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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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月，最长期限不超过24个月；领取标准按其失业前累计

缴费年限及缴费基数确定。

•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基本医

疗保险费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个人不缴纳。



一、政策要点——失业保险待遇表

待遇名称 待遇标准 享受期限

失业
保险金

累计缴费年限
失业金（按失业前12个
月月平均缴费基数）

最高标准 最低标准

缴费每满一
年领取2个月
，最长领取
期限≤24个月

<10年 40％ 1680元/月 975元/月

10年≤缴费＜20年 45％
说明：当计算结果大于1680元或小于
975元时，按照最高标准或最低标准

≥20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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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元时，按照最高标准或最低标准
执行。

≥20年 50％

医疗
待遇

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医疗保险费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个人不缴纳。

领取失业金
期间

生育
待遇

女失业人员：享受除生育津贴以外的其他生育待遇（具体待遇介绍详见生育保险
培训部分）
男失业人员：配偶生育享受一次性生育补贴

领取失业金
期间

死亡
待遇

标准不变
领取失业金
期间

注：失业金最高和最低标准以当年度最新文件公布为准。



案例1

该参保员工的社会保险缴费信息如下：

§ 1、某参保员工与某单位属无固定长期合同。2012年9月该单位因经营不善
被迫倒闭，只能与该员工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至此该员工已按规定缴纳失
业保险费12年。单位为参保员工办理完离职手续以后，将相关材料转交给
参保员工本人。参保员工持申请材料至中心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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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待遇如下：

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12×2=24（个月）

失业保险金领取金额：2010×45%=904.5（元）——计算结果

低于975元，因此每月失业保险金为975元。

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医疗待遇按正常在职员工待遇享受。

缴费年限 失业前12个月平均缴费基数

12年 2010元



参保员工的社会保险缴费信息如下：

案例2

§ 2、参保员工与单位在2009年12月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2012年
8月，单位与该员工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单位为参保员工办理完离职手续以
后，将相关材料转交给参保员工本人。参保员工持申请材料至中心办理失
业保险金申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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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待遇如下：

失业保险金领取时期限：2×2=4（个月）

失业保险金领取金额：4000×40%=1600（元） ——计算结果为1680

元/月和975元/月之间，因此按照1600元/月的标准享受。

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医疗待遇按正常在职员工待遇享受。

缴费年限 失业前12个月平均缴费基数

2年9个月 4000元



二、申领失业保险金

1.业务内容

n参保员工失业后，符合领取失业金条件的，在办理失业保

险金申领手续后，可以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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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在法定劳动年龄内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且在失业前用人

单位和本人已经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参保员工。



申领失业保险金申领失业保险金

§非因员工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是指：

（1）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劳动合同的；

3.业务要点

二、申领失业保险金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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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

（3）被用人单位开除、除名的；

（4）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即离职原因为：合同期满、协商解除（单位提出）、
单位解除、除名。



申领失业保险金申领失业保险金

§ 累计缴费年限的确定：
参加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前已参加失业保险的实际

缴费年限及符合国家、省市规定的连续工龄，均可作为

视同缴费年限，可以与园区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3.业务要点

二、申领失业保险金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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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同缴费年限，可以与园区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 领取期限的确定：
（1）失业人员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

算，领取期限可与前次未领取完的期限合并计算，但最

长不超过24个月。

（2）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重新就业后缴费不

满一年再次失业的，不能核定新的享受失业保险金期限，

但可以继续领取前次失业未领取完的失业保险金。



申领失业保险金申领失业保险金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创业人员符合条件可申

请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一次性领取失业保

险金后，将不再享受医疗、生育等相关失业待

3.业务要点

c

二、申领失业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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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金后，将不再享受医疗、生育等相关失业待

遇。



申领失业保险金申领失业保险金

§针对只在园区缴纳过社保，首次申请失业金的

参保人员，中心新增了失业金自助申请渠道：

1、中心网站：登录网站个人业务后，选择

3.业务要点

d

二、申领失业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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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心网站：登录网站个人业务后，选择

“失业待遇申请”，按照提示进行操作。

2、自助服务终端（触摸屏）：选择“失业待

遇申请”，按照提示进行操作。

3、手机客户端：登录后进入“个人中心”，

选择“失业金申请”，按照提示进行操作。



申领失业保险金申领失业保险金

§以下情况还需至中心和各办事处柜面办理失业

金申请：

1、非首次在园区申请失业金；

3.业务要点

e

二、申领失业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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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首次在园区申请失业金；

2、在园区以外地区有缴纳过失业保险并未享受失业

待遇，或有未享受完的失业待遇，需先至柜面办理失

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后方可申请失业金。

除以上两种情况以外，请优先选择自助办理失业金

申请业务。



4.网站申请失业保险金流程

2

1

二、申领失业保险金

1、登录公积金中心网站www.sipspf.org.cn

2、点击个人业务登录——个人业务：输入“编号”（可在网站点击个人

编号查询）和“公积金密码”（可携带身份证至公积金中心及各办事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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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置），进入网站；

3、点击“失业待遇申请”，进入待遇申请界面；

4、仔细阅读注意事项，若在园区外缴纳过失业保险未享受待遇或在园区

外有未享受完的待遇的，请至公积金中心柜面办理。若只有园区缴费，请点

击“我同意”，进入信息确认界面；

5、请确认个人离职原因和园区缴费明细，输入“手机号码”，若确认无

误，点击“以上信息确认无误，继续下一步”，进入失业待遇确认界面；

http://www.sipspf.org.cn


4.网站申请失业保险金流程

2

1

二、申领失业保险金

6、请仔细确认园区缴费月数、平均缴费基数、可享受月数、失业金标准，确
认无误后点击“以上信息无误，确认申请”，进入失业待遇申请成功界面；

7、仔细阅读界面提醒内容后，点击“立即进行本月失业金登记”，进入失业
自助登记界面；

8、确认您的开户银行和银行卡号（若为苏州银行市民卡，无卡号，显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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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确认您的开户银行和银行卡号（若为苏州银行市民卡，无卡号，显示市民
卡），点击“确认无误”，进入银行账号校验界面；

9、校验成功后，选择支出月份，点击“支出”，支出成功后，界面会提示
“五个工作日到账，请至银行网点查询”；

10、自失业待遇申请的次月起，每月任意一天登录中心网站或者手机客户端
“园区公积金”，点击“失业自助登记”进行失业金登记。

备注（1）您支出成功后可登陆中心网站个人业务，点击“失业待遇计划查
询”，查询个人失业计划和失业金发放情况。

（2）若您在领取失业金期间就业的，可登陆中心网站个人业务，点击“失业
待遇计划终止”，自助终止失业金计划。



5.手机app申请失业保险金流程

2

1

二、申领失业保险金

1、苹果手机或者安卓手机可通过搜索“园区公积金”下载手机客户端

2、打开园区公积金，点击“个人中心”，进入用户登录界面

3、输入“编号”和“公积金密码”，点击“登录”；

4、向右滑动屏幕至第二页，点击“失业待遇申请”，进入提示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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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向右滑动屏幕至第二页，点击“失业待遇申请”，进入提示信息界面

5、认真阅读提示信息后，若符合客户端办理条件，点击“我同意”，进

入信息确认界面

6、仔细核对个人基本信息和园区缴费明细，若确认无误后，输入“手机

号码”，点击“以上信息确认无误，继续下一步”，进入失业待遇申请界面

7、确认园区缴费月数、缴费基数、可享受月数以及失业金标准等信息，

确认无误后，点击“以上信息无误,确定申请”，进入失业待遇申请结果界面



5.手机app申请失业保险金流程

2

1

二、申领失业保险金

8、认真阅读提示信息，点击“立即进行本月失业金登记”，进入失业金登记界

面；

9、仔细核对开户银行，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无误”，进入失业金支出界面；

10、点击“支出”，支出成功后，提示信息为：支出成功，五个工作日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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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点击“支出”，支出成功后，提示信息为：支出成功，五个工作日到账；

11、自失业待遇申请的次月起，每月任意一天登录中心网站或者手机客户端“园

区公积金”，点击“失业自助登记”进行失业金登记。

备注：1、您支出成功后可登陆手机客户端个人中心，点击“失业待遇计划查

询”，查询个人失业计划和失业金发放情况。

2、若您在领取失业金期间就业的，可登陆手机客户端个人中心，点击“失业待

遇计划终止”，自助终止失业金计划。



三、延长发放失业保险金

1.业务内容

n失业保险金领取人员符合一定条件的，可于失业保险金领

取期满的当月起，到本人户籍所在社区、街道劳动保障机构

提交延长享受失业保险金申请后至中心核定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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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苏州城区户籍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男满58岁、

女满48岁，在苏州城区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满10年，非本人

原因无法就业的，可申请延长领取失业保险金。



延长发放失业保险金延长发放失业保险金

a §失业人员延长享受失业保险金期限最长不超过

24个月；期间达到退休年龄即停止发放；

3.业务要点

三、延长发放失业保险金

2015年12月 第202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24个月；期间达到退休年龄即停止发放；

§延长发放失业保险金标准按当地同期最低标准

（目前最低标准为975元）执行，并按规定享

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答：1、该人员可在2015年7月携带办理材料至中心核定延长发放失业

案例3

§一男参保员工于2013年10月被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失业保险
规定核定其失业保险金标准为900元/月，领取期限为20个月（2013年
11月至2015年6月）。2015年7月，该失业人员达到59周岁，可否申请
延长发放失业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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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该人员可在2015年7月携带办理材料至中心核定延长发放失业

金待遇。

2、领取期限：从2015年7月起享受，该失业人员2016年7月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从2016年8月起将终止此项待遇，因此其领取期限为12个月。

3、领取标准：按照同期失业保险金最低标准执行(目前为975元/月)。



4.经办流程

失业人员填写《园区延长享受失业保险金期限申请表》，

携带相关申请材料报中心

1

三、延长发放失业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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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审核通过后，在劳动手册上登记延长发放失业保险
金相关信息

携带相关申请材料报中心
2



22 l劳动手册l劳动手册

11 l本人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与社会保障·市民卡l本人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与社会保障·市民卡

5.所需材料

三、延长发放失业保险金

2015年12月 第205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33 l养老手册l养老手册

22 l劳动手册l劳动手册

44 l《园区延长享受失业保险金期限申请表》一式三份l《园区延长享受失业保险金期限申请表》一式三份



四、终止失业保险金

1.业务内容

n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人员按规定需终止失业保险金的，

需至中心及时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终止手续。

2015年12月 第206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2.适用范围

n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或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

间重新就业等其他情况。



终止失业保险金终止失业保险金

a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将停止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1.重新就业的；

3.业务要点

四、终止失业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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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新就业的；

2.应征服兵役的；

3.移居境外的；

4.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5.其他情形。



终止失业保险金终止失业保险金

b
§失业终止操作渠道：

1.中心网站；

2.触摸屏；

3.业务要点

四、终止失业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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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触摸屏；

3.手机客户端；

4.中心及各办事处柜面 。



个人保障待遇

Ø养老保险

Ø医疗保险

Ø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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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工伤保险

Ø失业保险

Ø生育保险

Ø住房保障

Ø转移及提取



一、政策要点

•参保员工在生育或计划生育手术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规定且
所在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2 •参保员工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的医疗费用、计划生育
的医疗费用、一次性产前检查补贴、一次性营养补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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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育津贴和一次性生育补贴。

•参保员工须用人单位连续缴费满10个月，方可享受生育津

贴和一次性营养补助。

4 •参保员工产前检查的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按定额标
准以一次性产前检查补贴的方式发放给个人 。



一、政策要点

5 •参保员工生育或妊娠满7个月引产的，由生育保险基金发给

一次性营业补助，标准为苏州市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

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具体标准按照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确定的标准同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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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保女员工发生生育或计划生育手术的，在定点医院直接
刷卡结付。出院时只需支付自费部分的费用，剩余部分由中

心与定点医院直接按定额标准结付。

6 •中心将按规定根据用人单位实际缴费情况计算津贴额度，将
生育津贴发放至用人单位。



一、政策要点——生育保险待遇一览表
享受对象 享受类型 享受待遇 待遇标准 结付对象

在职女员工

生育

生育的医疗费用 定额结付

员工本人一次性产检补贴 1000元

一次性营养补助
7月前1229元
7月后1340元

生育津贴 详见后表
员工发生生育费用时所

在单位

生育并发症 生育并发症费用 按实结付 员工本人

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 定额结付 员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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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手术

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 定额结付 员工本人

生育津贴 详见后表
员工发生计划生育费用

时所在单位

在职男员工

未就业配偶生育 按类型定额补助 详见后表
员工本人

计划生育手术

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 定额结付

生育津贴 详见后表
员工发生计划生育费用

时所在单位

失业女员工
生育

生育的医疗费、一次性产
检补贴和一次性营养补助 同在职女员工 员工本人

生育并发症 生育并发症费用

失业男员工 未就业配偶生育 按类型定额补助 同在职男员工 员工本人



一、政策要点——生育医疗费用定额结付标准

病 种 项 目 内 涵 单位
医院等级

三类 二类 一类

宫内节育器放置术 含常规药品费及普通节育器费 次 100 100 100

宫内节育器取出术 含常规药品费 次 80 80 80

输卵管绝育术 含麻醉及常规药品费 次 300 300 300

输精管结扎术 含麻醉及常规药品费 次 300 300 300

避孕药皮下埋植术 含麻醉及常规药品费 次 100 100 100

避孕药皮下埋植取
出术

含麻醉及常规药品费 次 100 100 100

药物性流产术 含药流全过程的体检、药品费、留观、耗材及清宫费用 次 300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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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性流产术 含药流全过程的体检、药品费、留观、耗材及清宫费用 次 300 300 300

人工流产
含宫颈扩张及常规检查、药品费。无痛人流所涉及的麻醉操作、麻醉监
护、麻醉药品及麻醉材料等费用生育保险基金不予结付

次 300 300 300

中期门诊引产
含水囊引产和催产素滴注引产及观察宫缩、产程常规药品费与医疗费及
中期病理性流产

次 600 500 400

中期住院引产 含水囊引产和催产素滴注引产及观察宫缩、产程与住院医疗费用。 次 1700 1400 1000

顺产接生
包括正常顺产、头（臀）位顺产。含产程观察、阴道或肛门检查，胎心
监测及脐带处理，会阴裂伤修补及侧切及住院医疗费用

次 3000 2500 2000

难产接生
包括臀位助产、臀位牵引、胎头吸引、胎头旋转、产钳助产。含产程观
察、阴道或肛门检查，胎心监测及脐带处理，会阴裂伤修补及侧切及住
院医疗费用

次 3000 2500 2000

剖宫产术
含剖宫产术及住院费，包括古典式、子宫下段及腹膜外剖宫取胎术的住
院医疗费用

次 4500 4000 3000

输卵管吻合 含住院检查、治疗与药品费 次 2000 2000 /

输精管吻合 含住院检查、治疗与药品费 次 1200 1200 /



一、政策要点——生育津贴

生育津贴：职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休
假期间获得的工资性补偿，生育津贴与产假工资不重复享受。

备注 ：生育津贴以参保员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指上一自然年度，即每年的
1.1-12.31）的员工月平均缴费基数/30为计发基数。

生育津贴由中心转账至单位补贴发放账户，单位需及时进行补贴发放账户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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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产假或者休假期间，享受的生育津贴低于其产假或者休假前的工资标准的，
由用人单位补足；高于其产假或者休假前工资的标准的，用人单位不得截留。

生育津贴由中心转账至单位补贴发放账户，单位需及时进行补贴发放账户维护。



一、政策要点——生育津贴计发标准

待遇类型 生育类型 计发天数

顺产 98天

难产、剖宫产 113天

多胞胎生育 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15天

晚育 符合计生规定晚育标准的，增加30天

妊娠不满2个月流产 20天

妊娠2个月不满3个月流产 30天

妊娠3个月不满7个月流产、引产 4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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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津贴

妊娠3个月不满7个月流产、引产 42天

妊娠满7个月引产 98天

输卵管节育术 21天

输精管节扎术 7天

输卵管复通 21天

输精管复通 14天

宫内节育器放置术 2天

宫内节育器取出术 2天

避孕药皮下埋植 3天

避孕药皮下埋植取出 2天

男员工按规定享受护理假 10天



一、政策要点——一次性产前检查补贴

产前检查的医疗费用按定额标准一次性补贴给职工个人，并将妊
娠3-7个月流产、引产人员列入支付对象范围。

生育类型 结付标准 发放对象

顺产 1,000.00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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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产 1,000.00 个人

剖宫产 1,000.00 个人

多胞胎 1,000.00 个人

妊娠满7个月引产 1,000.00 个人

妊娠3个月不满7个月流产、
引产

700.00 个人



一、政策要点——参保男员工未就业配偶生育待遇

参保男员工未就业配偶按照职工生育的医疗费用三级医疗机构标准的
50%享受一次性定额生育医疗费用补助。除此之外，不再享受生育保
险其他待遇。

生育项目 定额标准

妊娠3个月内流产的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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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男员工未就业配
偶病理原因流产

妊娠3个月内流产的 200

妊娠3-7个月流产、引产 1,100.00

参保男员工未就业配偶顺产 2,000.00

参保男员工未就业配偶难产、剖宫产或多胞胎生育 2,750.00



案例

§ 女员工王某，社会保险（公积金）乙类员工，2015年1月开始缴费，2015年6月在九龙医院顺

产分娩一足月男婴，发生住院生育费用5000元，其中符合生育保险结付规定的费用4000元，

单位上年度所有员工月平均缴费基数为3000元，王某在医院刷卡结算医疗费用，可享受哪些

生育待遇？

§ 女员工王某，社会保险（公积金）乙类员工，2015年1月开始缴费，2015年6月在九龙医院顺

产分娩一足月男婴，发生住院生育费用5000元，其中符合生育保险结付规定的费用4000元，

单位上年度所有员工月平均缴费基数为3000元，王某在医院刷卡结算医疗费用，可享受哪些

生育待遇？

王某可享受如下生育待遇：

1、生育医疗费：符合范围的4000元由中心按定额与医院结付，个人自费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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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次性产检补贴：由中心直接发放至参保人员的医保卡附设的银行账户中。

缴费满10个月后，还可享受：

3、一次性营养补助：由中心直接发放至参保人员的医保卡附设的银行账户中。

4、生育津贴：若王某符合计划生育晚育规定，可享受12800元（3000÷30×128）

若王某不符合晚育规定，可享受9800元（ 3000÷30×98）

由中心转账至单位补贴发放账户。



二、参保女员工生育待遇

1.业务内容

n参保女员工符合规定的生育或计划生育手术费持社会保

障·市民卡（简称“市民卡”）、生育保险联系单（或节育手

术服务联系单 ）至园区生育保险定点单位刷卡定额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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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和法定生育条件，参加生育保

险并按时足额缴费。



参保女员工生育待遇

n参保女员工到外地分娩或因紧急情况在非定

点医院发生的费用，由本人现金结付后持相

关材料至中心办理结付手续。符合范围的医

3.经办要点

二、参保女员工生育待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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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材料至中心办理结付手续。符合范围的医

疗费用高于定额的按定额结付，低于定额的

按实结付。

n参保女员工因疾病、宫外孕、葡萄胎终止妊

娠所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在定点医院根据

医疗保险相关规定按比例刷卡结付，不能从

生育保险基金全额结付。



4.经办流程

参保人员凭《身份证》、《结婚证》、户籍证明及《职工婚育证明》（流
动人口婚育证明）或《职工节育手术证明》）等材料至居住地（吴江区以
外的苏州市区）所在地街道社区或社工委工作站 《生育保险联系单》或
《节育手术服务联系单》

参保人员至用人单位开具《职工婚育证明》或《职工节育手术证明》

二、参保女员工生育待遇

2

1刷卡结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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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育手术服务联系单》

参保人员持本人市民卡、《生
育保险联系单》（或《节育手
术服务联系单》）到生育保险
定点医院住院处进行住院登记。
住院处工作人员确认其符合享
受生育保险待遇的资格

参保人员持本人市民卡至生育保
险定点医院门诊挂号后，到产科
或计划生育科就诊，选择计划生
育手术具体项目（包括计划内因
病理原因流产、引产）

3.1 住院治疗 门诊治疗 3.2



4.经办流程

二、参保女员工生育待遇

参保人员住院生育、流产或实
施计划生育手术

参保人员持本人市民卡、《节育
手术服务联系单》（或《生育保
险联系单》）到门诊收费窗口，
由门诊收费员确认其享受生育保

4.1

刷卡结付流程

住院治疗 门诊治疗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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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待遇资格，按照生育保险规定
进行结账

出院结账。自费费用由个人现
金支付；符合生育保险结付规
定和医疗保险用药范围与医疗
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结付范围的
医疗费用，由中心与生育保险
定点医疗机构定额结付

5.1

参保人员到产科或计划生育科
做计划生育手术（包括计划内
因病理原因流产、引产）

5.2



4.经办流程

二、参保女员工生育待遇

刷卡结付流程

6

定点医疗机构凭《生育保险联系单》、《节育手术服务联系单》及月度
费用汇总表等材料，于次月与中心定额结算生育保险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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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参保人员出院后次月底，将生育津贴拨付至用人单位

7



4.经办流程

中心审核费用，确定生育报销类型及生育保险理付范围

参保女员工填写《园区医疗（生育）保险费用结算申请表》，
携带相关生育报销凭证报中心

二、参保女员工生育待遇

2

1柜面报销流程

2015年12月 第224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中心审核费用，确定生育报销类型及生育保险理付范围

审核通过后，中心按规定进行结算

中心于五个工作日后将生育
结付金额及产检补贴、营养
补助发放至员工市民卡银行
账户

中心将生育津贴发放至参保女
员工发生生育费用当月所属单
位的补贴发放账户

3

4.1 4.2



22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

11 •《园区医疗（生育）保险费用结算申请表》（表C2）•《园区医疗（生育）保险费用结算申请表》（表C2）

二、参保女员工生育待遇

5.所需材料 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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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住院期间费用清单、发票、出院记录原件及复印件•住院期间费用清单、发票、出院记录原件及复印件

44
•居住地（吴江区以外的苏州市区）所在地街道社区或社工委工作站

开具的《生育保险联系单》原件

•居住地（吴江区以外的苏州市区）所在地街道社区或社工委工作站

开具的《生育保险联系单》原件

55 •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2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

11 •《园区医疗（生育）保险费用结算申请表》（表C2）•《园区医疗（生育）保险费用结算申请表》（表C2）

二、参保女员工生育待遇

5.所需材料 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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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门诊治疗需提供：就诊记录（病历卡）原件及复印件门诊发票原件

•住院治疗需提供：出院记录、费用发票、费用明细清单原件

•门诊治疗需提供：就诊记录（病历卡）原件及复印件门诊发票原件

•住院治疗需提供：出院记录、费用发票、费用明细清单原件

22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

44
•居住地（吴江区以外的苏州市区）所在地街道社区或社工委工作站
开具的《生育保险联系单》或《节育手术服务联系单》原件
•居住地（吴江区以外的苏州市区）所在地街道社区或社工委工作站
开具的《生育保险联系单》或《节育手术服务联系单》原件



22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

11 •《园区医疗（生育）保险费用结算申请表》（表C2）•《园区医疗（生育）保险费用结算申请表》（表C2）

二、参保女员工生育待遇

5.所需材料 计划生育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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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门诊治疗需提供：就诊记录（病历卡）原件及复印件门诊发票原件

•住院治疗需提供：出院记录、费用发票、费用明细清单原件

•门诊治疗需提供：就诊记录（病历卡）原件及复印件门诊发票原件

•住院治疗需提供：出院记录、费用发票、费用明细清单原件

22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

44
•居住地（吴江区以外的苏州市区）所在地街道社区或社工委工作站
开具的《节育手术服务联系单》原件
•居住地（吴江区以外的苏州市区）所在地街道社区或社工委工作站
开具的《节育手术服务联系单》原件



22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

11 •《园区医疗（生育）保险费用结算申请表》（表C2）•《园区医疗（生育）保险费用结算申请表》（表C2）

二、参保女员工生育待遇

5.所需材料 生育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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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门诊治疗需提供：就诊记录（病历卡）原件及复印件门诊发票原件

•住院治疗需提供：出院记录、费用发票、费用明细清单原件

•门诊治疗需提供：就诊记录（病历卡）原件及复印件门诊发票原件

•住院治疗需提供：出院记录、费用发票、费用明细清单原件

22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

44
•居住地（吴江区以外的苏州市区）所在地街道社区或社工委工作站
开具的《生育保险联系单》原件
•居住地（吴江区以外的苏州市区）所在地街道社区或社工委工作站
开具的《生育保险联系单》原件



三、参保男员工未就业配偶生育

n参保男员工配偶生育，可享受一次性生育补贴。

1.业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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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配偶生育或因病理原因流产时，参保男员工参加生育保险

且按时足额缴费。

n参保男员工的配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和法定生育

条件，且未列入生育保险范围、未享受生育保险有关待遇。



3.经办流程

三、参保男员工未就业配偶生育

参保男员工携带相关生育报销凭证报中心

中心审核生育类型（流产、顺产、难产或多胞胎）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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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审核生育类型（流产、顺产、难产或多胞胎）

审核通过后，中心按规定进行结算

中心五个工作日后，将一次性生育补贴发放至员工社会

保障·市民卡银行账户

3

4



33 •住院期间费用清单、发票、出院记录原件及复印件•住院期间费用清单、发票、出院记录原件及复印件

22 •本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社会保障·市民卡

11 •《园区医疗（生育）保险费用结算申请表》（表C2）•《园区医疗（生育）保险费用结算申请表》（表C2）

三、参保男员工未就业配偶生育

4.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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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居住地（吴江区以外的苏州市区）所在地街道社区或社工委工作站

开具的《生育状况证明》或《生育保险联系单》(WORD打印版)

•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居住地（吴江区以外的苏州市区）所在地街道社区或社工委工作站

开具的《生育状况证明》或《生育保险联系单》(WORD打印版)

•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4 •参保男员工配偶按政策不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证明原件•参保男员工配偶按政策不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证明原件

66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参保男员工配偶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参保男员工配偶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四、护理假津贴

n参保男员工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护理假的，可享受

10天的护理假津贴。

1.业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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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配偶生育时，参保男员工参加生育保险、按时足额缴费且

连续缴费满10个月以上。

n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和法定生育条件，且符合晚育

条件。



3.经办流程

配偶生育时参保男员工所在用人单位汇总申报信息，并携
带相关材料报中心

中心审核材料及申领资格（是否符合计生晚育规定）

2

1

四、护理假津贴

2015年12月 第233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审核通过后，中心按规定进行结算

中心于申报次月将护理假津贴拨付至配偶生育时参保男
员工所在所在用人单位账户

3

4



33 •结婚证、参保男员工配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结婚证、参保男员工配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2 •住院期间费用清单、发票、出院记录原件及复印件•住院期间费用清单、发票、出院记录原件及复印件

11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社会保障·市民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社会保障·市民卡

4.所需材料

四、护理假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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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居住地（吴江区以外的苏州市区）所在地街道社区或社工委工作站

开具的《生育状况证明》或《生育保险联系单》(WORD打印版) 

•居住地（吴江区以外的苏州市区）所在地街道社区或社工委工作站

开具的《生育状况证明》或《生育保险联系单》(WORD打印版) 

55 •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66 •《园区护理假津贴结算申请表》（表C13）原件及电子档•《园区护理假津贴结算申请表》（表C13）原件及电子档



个人保障待遇

Ø养老保险

Ø医疗保险

Ø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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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工伤保险

Ø失业保险

Ø生育保险

Ø住房保障

Ø转移及提取



一、政策要点——账户设置

年龄(周岁) 普通专户

35以下(含35) 36%
35至45 (含45) 35%

45以上 34%

2011年7月1日前
A类计划

存量账户-普通专户

住房账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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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账户 16%

住房账户浮动 0%-8%
养老补充账户-可借用 6%
特殊补充账户-可借用 9.5%

2015年度7月1日起
甲类计划入账比例

住房公积金账户 16%

住房公积金账户
浮动

0%-8%

2011年度7月1日起
住房公积金
入账比例



n 还贷委托提取

(房源为苏州大市范围内)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偿还购房贷款本息

n 在发票一年有

效期内

•购房一次性提取•购房一次性提取

一、政策要点——动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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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源为苏州大市范围内)

n 还贷一年两次提取

(房源为苏州大市范围外)

效期内



关键词
购房
时间

房源
范围

备注

甲类计划
首次或第二次
大市范围内

2011年
7月1日
之后

大市内
①按规定年龄留足最低存款后，可购房一次性提取普通专户和住房账户
②可按规定使用住房账户、普通专户、借用养老补充账户和特殊补充账户的入账基金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 ——(可借用)

2011年
7月1日
之前

园区内 同上①、 ②

园区外
苏州大

2011年7月1日
后申请购房一
次性提取

符合原区外购房普通
专户动用条件

同上①

不符合原区外购房普
通专户动用条件

本人住房账户及普通专户在留足养老应计
存款额后，可购房一次性提取上述账户的
余额

一、政策要点——动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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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范围内
正常缴费

之前 苏州大
市内

通专户动用条件
余额

2011年7月1日
后申请偿还购
房贷款

本人住房账户及普通专户在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使用上述账
户的余额偿还购房贷款本息

2011年7月1日之前
已办理公积金还贷，
目前仍需继续还贷
的员工（同套房）

同上②，并可按规定申请偿还购房贷款总额度调整

甲类计划
其他情形

— —
本人住房账户(住房公积金账户)及普通专户在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使用上述账
户的余额购房一次性提取和偿还购房贷款本息乙类计划

参加住房公积金

灵活就业人员

— —
本人住房账户(住房公积金账户)及普通专户在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使用上述账
户的余额购房一次性提取乙类计划

不参加住房公积金



一、政策要点

•甲类员工及参加住房公积金的乙类员工在全国范围内(除港澳

台)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以下简称“购房”)时，

可按规定动用公积金相应账户存储额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和偿

还购房贷款本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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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类员工及参加住房公积金的乙类员工在苏州大市范围内购房
的，可按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2



•员工2011年7月1日之后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内住房，甲类员工正

常缴费期间，首次或第二次动用公积金(包括2011年6月30日前

已动用公积金购房次数，下同)，可按规定借用养老补充账户

和特殊补充账户基金偿还购房贷款。

3

一、政策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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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2011年7月1日之前购买园区内住房，甲类员工正常缴费期

间，首次或第二次动用公积金，可按规定借用养老补充账户和

特殊补充账户基金偿还购房贷款。

4



5
•甲类员工(含原A类)转为乙类后不参加住房公积金的，或转为

灵活就业的，购房后可按规定申请一次性提取相应账户留足养

老应计存款额后的余额。

一、政策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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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租房提取

甲类员工和参加住房公积金的乙类员工，在工作所在地无

自有住房、需租用住房解决住宿的，可按规定动用公积金相

应账户存储额支付房租。



二、购房一次性提取

1.业务内容

n员工购房后，按规定申请一次性提取本人相应账户存储余
额。

2.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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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甲类员工或参加住房公积金的乙类员工。

n曾参加甲类计划（或原A类）的乙类员工或灵活就业人员。

备注：提取人为买受人（含配偶）及合同上未署名但与任一

买受人在同一户口本上的直系亲属。



a §提取原则

1.员工二次及以上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需满足以下条件：

⑴目前不在使用园区公积金偿还购房贷款；

3.业务要点

二、购房一次性提取

购房一次性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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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目前不在使用园区公积金偿还购房贷款；

⑵已还清前套住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2.员工三次及以上、购苏州大市外住房、非正常缴费状态，

只能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住房账户(住房公积金账户)及

普通专户在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余额。

3.同一员工购同套房只可提取一次。

4.员工已申请动用公积金偿还购房贷款的，不得再以该套

房办理购房一次性提取。



b §提取时限：自发票开具的一年内，逾期不予受理。

§提取账户：存量账户——普通专户；

3.业务要点

二、购房一次性提取

购房一次性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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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账户：存量账户——普通专户；
新增账户——住房账户或住房公积金账户

§提取金额：员工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的金额，不得
超过有效期内的已付房款发票金额。



4.经办流程

业务柜面审核申请人申请条件及材料是否符合要求
2

二、购房一次性提取

申请人带齐材料至业务柜面（指中心或银行“园区公积金专柜”，

详见第 328-330页“特别提醒”，下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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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柜面将信息录入系统，出具《购房一次性提取明

细表》，申请人确认签字

3

业务柜面进行系统核对，中心即时进行社会化发放
4

申请人凭社会保障·市民卡于申请核准的次日（工作
日）可至银行网点办理支取手续

5



5.所需材料

二、购房一次性提取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存量成套住房、拆迁安置住房

11
•《园区购房一次性提取申请表》（表H1）一份
•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园区购房一次性提取申请表》（表H1）一份
•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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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甲类计划参保人员申请动用住房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且未留足个人基
本养老保险应计存款额的，如有多个共同买受人，需提供所有买受人的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以及与任一买受人的关系证明：
①夫妻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②父母（含夫妻双方父母）、子女，需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或公安
〈公证〉部门出具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以证明直系亲属关系。

•甲类计划参保人员申请动用住房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且未留足个人基
本养老保险应计存款额的，如有多个共同买受人，需提供所有买受人的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以及与任一买受人的关系证明：
①夫妻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②父母（含夫妻双方父母）、子女，需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或公安
〈公证〉部门出具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以证明直系亲属关系。



5.所需材料

二、购房一次性提取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存量成套住房、拆迁安置住房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的需提供：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支付首期房

款的不动产销售发票原件及复印件二份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的需提供：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支付首期房

款的不动产销售发票原件及复印件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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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存量成套住房的需提供：存量房买卖合同、契税完税凭证、房产证

、土地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不动产销售发票原件及复印件二份

•购买拆迁安置住房的需提供：拆迁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或《定销

房安置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拆迁部门开具的不动产销售发票（

或专用收款收据）原件及复印件二份

•购买存量成套住房的需提供：存量房买卖合同、契税完税凭证、房产证

、土地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不动产销售发票原件及复印件二份

•购买拆迁安置住房的需提供：拆迁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或《定销

房安置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拆迁部门开具的不动产销售发票（

或专用收款收据）原件及复印件二份



5.所需材料

二、购房一次性提取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存量成套住房、拆迁安置住房

44

•拆迁协议中载明的被拆迁人与定销安置房购买人不一致的，如满足：
①定销安置房购买人为被拆迁人的配偶、父母（含公、婆或岳父、母）
或子女（含配偶）。
②已对《定销商品房准购证》中权益的转让情况以及拆迁货币补偿分配
情况进行公证，并办理公证书。
符合以上条件的定销安置房购买人需携公证书、《苏州市房屋拆迁货币

•拆迁协议中载明的被拆迁人与定销安置房购买人不一致的，如满足：
①定销安置房购买人为被拆迁人的配偶、父母（含公、婆或岳父、母）
或子女（含配偶）。
②已对《定销商品房准购证》中权益的转让情况以及拆迁货币补偿分配
情况进行公证，并办理公证书。
符合以上条件的定销安置房购买人需携公证书、《苏州市房屋拆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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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符合以上条件的定销安置房购买人需携公证书、《苏州市房屋拆迁货币
补偿协议书》、《商品房买卖合同》或《定销房安置合同》、被拆迁人
和定销安置房购买人的身份证和关系证明、其他共有人的身份证和关系
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以及不动产销售发票（或专用收款收据）
原件及复印件二份。

符合以上条件的定销安置房购买人需携公证书、《苏州市房屋拆迁货币
补偿协议书》、《商品房买卖合同》或《定销房安置合同》、被拆迁人
和定销安置房购买人的身份证和关系证明、其他共有人的身份证和关系
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以及不动产销售发票（或专用收款收据）
原件及复印件二份。

55

•买受人配偶提取的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夫妻双方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买受人同一户口簿的直系亲属提取的需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提取
人与买受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买受人配偶提取的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夫妻双方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买受人同一户口簿的直系亲属提取的需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提取
人与买受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5.所需材料

二、购房一次性提取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存量成套住房、拆迁安置住房

66

•再次购房动用的需提供：前次动用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及复印件
各一份，前次动用房屋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含组合贷款）还需提供银
行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如前次动用房屋已出售的，仅需提供产权交易
中心出具的易主证明原件一份

•再次购房动用的需提供：前次动用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及复印件
各一份，前次动用房屋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含组合贷款）还需提供银
行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如前次动用房屋已出售的，仅需提供产权交易
中心出具的易主证明原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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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配偶代办的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双方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各一份

•配偶代办的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双方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各一份

88

•2011年7月1日前购买园区外苏州市城区范围内住房且未动用过公积金的
员工、夫妻双方一方在园区工作一方在市区工作、按原规定申请一次性

提取本人住房账户及普通专户存储额的，需提供：申请人配偶的《区外

工作证明》等材料

•2011年7月1日前购买园区外苏州市城区范围内住房且未动用过公积金的
员工、夫妻双方一方在园区工作一方在市区工作、按原规定申请一次性

提取本人住房账户及普通专户存储额的，需提供：申请人配偶的《区外

工作证明》等材料



5.所需材料

二、购房一次性提取

11
•《园区购房一次性提取申请表》（表H1）一份

•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园区购房一次性提取申请表》（表H1）一份

•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购买公有住房、公有住房使用权及自建、翻建、大修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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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甲类计划参保人员申请动用住房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且未留足个人基
本养老保险应计存款额的，如有多个共同买受人，需提供所有买受人的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以及与任一买受人的关系证明：
①夫妻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②父母（含夫妻双方父母）、子女，需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或公安
〈公证〉部门出具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以证明直系亲属关系。

•甲类计划参保人员申请动用住房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且未留足个人基
本养老保险应计存款额的，如有多个共同买受人，需提供所有买受人的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以及与任一买受人的关系证明：
①夫妻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②父母（含夫妻双方父母）、子女，需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或公安
〈公证〉部门出具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以证明直系亲属关系。



5.所需材料

二、购房一次性提取

•购买公有住房的需提供：买卖契约（张家港、吴中区为房改售房审批材
料）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单位房改售房专用现金解款单原件及复印件二
份

•购买公有住房使用权的需提供：房产交易管理部门出具的《使用权转让

•购买公有住房的需提供：买卖契约（张家港、吴中区为房改售房审批材
料）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单位房改售房专用现金解款单原件及复印件二
份

•购买公有住房使用权的需提供：房产交易管理部门出具的《使用权转让

购买公有住房、公有住房使用权及自建、翻建、大修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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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公有住房使用权的需提供：房产交易管理部门出具的《使用权转让
变更通知书》和变更后的《苏州市直管公有住房租赁证》原件及复印件
各一份、申请人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自建、翻建及大修住房的需提供：镇级以上城市建设规划部门的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或相应的规范文本、建造（翻建）后的房屋所有权证原件
及复印件一份、建造发票原件及复印件二份

•购买公有住房使用权的需提供：房产交易管理部门出具的《使用权转让
变更通知书》和变更后的《苏州市直管公有住房租赁证》原件及复印件
各一份、申请人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自建、翻建及大修住房的需提供：镇级以上城市建设规划部门的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或相应的规范文本、建造（翻建）后的房屋所有权证原件
及复印件一份、建造发票原件及复印件二份



5.所需材料

二、购房一次性提取

44

•买受人配偶提取的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夫妻双方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买受人同一户口簿的直系亲属提取的需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提取
人与买受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买受人配偶提取的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夫妻双方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买受人同一户口簿的直系亲属提取的需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提取
人与买受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购买公有住房、公有住房使用权及自建、翻建、大修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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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再次购房动用的需提供：前次动用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及复印件
各一份，前次动用房屋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含组合贷款）还需提供银
行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如前次动用房屋已出售的，仅需提供产权交易
中心出具的易主证明原件一份

•再次购房动用的需提供：前次动用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及复印件
各一份，前次动用房屋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含组合贷款）还需提供银
行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如前次动用房屋已出售的，仅需提供产权交易
中心出具的易主证明原件一份

66
•配偶代办的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双方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各一份

•配偶代办的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双方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各一份



1.业务内容

n员工购房后，可按规定申请使用相应账户存储余额偿还购

房贷款本息。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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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甲类员工

n参加住房公积金的乙类员工。

备注：除借款人本人、配偶及与借款人为同一户口本的直系亲属外，

其他房产共有人若无住房借款的，不得办理动用公积金偿还购房贷

款业务。

2.适用范围



a §还贷方式

1.员工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内自住住房，一律采

用还贷委托提取 (报销制)。

3.业务要点

三、偿还购房贷款

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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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还贷委托提取 (报销制)。

2.员工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外自住住房，一律采

用一年两次提取。



a §还贷委托提取

即还贷报销制，指员工委托中心和贷款银行，

在其按月偿还住房贷款后，根据其按月偿还

3.业务要点

三、偿还购房贷款

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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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按月偿还住房贷款后，根据其按月偿还

贷款情况提取公积金，直接划转到指定扣款

还贷的个人银行账户。



还贷委托提取

三、偿还购房贷款

员工

授权中心按月提取公
积金账户可用部分

授权银行按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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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银行

积金账户可用部分还贷信息给中心

银行按月提供还贷信
息给中心

中心将提取资金及
清单提供给银行

银行将资金存
入员工指定账户



还贷委托提取

三、偿还购房贷款

中心业务于每月5日（遇节假日提前）发起每月还贷查询
1

银行通过接口取得每月还贷查询名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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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业务于每月19日（遇节假日提前）进行每月还贷操作
4

银行进行每月还贷信息查询，并及时通过接口将上月实际还
款额等信息返回中心

3



n中心提取时间

中心在每月十九日（遇法定节假日提前）进行提取操作。

还贷委托提取业务要点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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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每月十九日（遇法定节假日提前）进行提取操作。

n提取款项到账时间

银行在五个工作日内将所提取的公积金划转至员工指定扣

款还贷的个人银行账户。



n提取金额计算

1、员工按规定用于偿还住房贷款的公积金可用金额大于或

还贷委托提取业务要点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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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员工按规定用于偿还住房贷款的公积金可用金额大于或

等于上月实际还款额的，按上月实际还款额提取；小于上

月实际还款额的，按可用金额提取。

2、如多人共同申请同一套住房的还贷委托提取，扣款顺序

按录入中心系统的先后顺序为准（员工可登录中心网站申

请扣款顺序变更），提取总额不超过上月实际还贷额。



n提取期限

1、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且不借用的，其最大年月可到贷款

还贷委托提取业务要点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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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且不借用的，其最大年月可到贷款

还款结束。

2、未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或借用的，其最大年月为男53周

岁、女43周岁。



n注意事项

1、还贷委托提取期间，员工如出现公积金账户按规定被冻

还贷委托提取业务要点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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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还贷委托提取期间，员工如出现公积金账户按规定被冻

结的情况，中心自动停止为该人办理还贷委托提取。

2、还贷委托提取期间，员工应关注其还贷的个人银行账户，

在还贷资金不足时应及时补足。

3、还贷委托提取期间，员工如需调整每月还贷额，直接至

贷款银行办理相关手续即可。



b §还贷账户
存量账户——普通专户

新增账户——住房账户或住房公积金账户

3.业务要点

三、偿还购房贷款

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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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账户——住房账户或住房公积金账户

借用账户——养老补充账户和特殊补充账户

§账户基金使用顺序
住房账户（或住房公积金账户）、普通专户、养老补充

账户、特殊补充账户



c §还贷留存额

1.采用还贷委托提取(报销制)的，个人住房账户

或住房公积金账户需保留1个月的缴存额，每

3.业务要点

偿还购房贷款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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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住房公积金账户需保留1个月的缴存额，每

月提取金额不得超过上月实际还贷金额。

2.采用一年两次提取的，个人住房账户或住房公

积金账户需保留10个月的缴存额。



d §重要提示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员工，不可以借用

3.业务要点

偿还购房贷款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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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补充账户和特殊补充账户基金偿还购

房贷款。



e §目前可动用公积金还贷的银行名单：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

3.业务要点

偿还购房贷款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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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

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

邮政储蓄、江苏银行、上海银行、

恒丰银行、苏州银行、广发银行、

南京银行、渤海银行

(如有增加，将在中心网站上公布，敬请关注)



业务柜面审核申请人申请条件及材料符合要求后，将信息录
2

申请人带齐材料至业务柜面（指中心或银行“园区公积金专柜”，

详见第 328-330页“特别提醒”，下同）办理申请手续

1

4.经办流程
还贷委托提取—苏州大市范围内购房

(2011年7月1日后申请还贷的新增员工办理及签订协议)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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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柜面审核申请人申请条件及材料符合要求后，将信息录
入系统，出具《还贷委托提取资格审核表》，并与申请人签订
《偿还购房贷款委托提取公积金协议》（中心部分）

申请人携带与业务柜面签订的协议等材料至贷款银行指定网点，
贷款银行指定网点核准后与其签订《偿还购房贷款委托提取公
积金协议》（银行部分）

3

中心按协议约定执行还贷委托提取
4



4.经办流程

申请人带齐材料至贷款银行指定网点办理申请手续
2

中心将预签的《偿还住房贷款委托提取公积金协议》
委托贷款银行管理

1

还贷委托提取—苏州大市范围内购房
(2011年7月1日前已申请还贷、目前仍在继续还贷的存量人员的协议补签)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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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带齐材料至贷款银行指定网点办理申请手续

贷款银行指定网点审核申请人申请条件及材料符合要

求后，与申请人签订《偿还住房贷款委托提取公积金协议》

3

中心按协议约定执行还贷委托提取
4



4.经办流程

中心审核申请人申请条件及材料符合要求后，将

2

申请人带齐材料至中心办理申请手续

1

还贷一年两次提取—苏州大市范围外购房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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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审核申请人申请条件及材料符合要求后，将
信息录入系统，出具《一年两次提取偿还住房贷款
支出表》及付款凭证

申请人凭材料至中心财务办理支出手续

3



11
•《园区还贷委托提取资格申请表》（表H2）一份

•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园区还贷委托提取资格申请表》（表H2）一份

•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5.所需材料
还贷委托提取—苏州大市范围内购房

(2011年7月1日后申请还贷的新增员工办理及签订协议)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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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的需提供：购房合同、不动产销售发票原件及复
印件各一份
•购买存量成套住房的需提供：存量房买卖合同、不动产销售发票、
契税完税凭证、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的需提供：购房合同、不动产销售发票原件及复
印件各一份
•购买存量成套住房的需提供：存量房买卖合同、不动产销售发票、
契税完税凭证、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22

•银行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银行盖章的最新的贷款月还款计划及余额清单原件一份（一个月内有效）

•银行盖章的《园区住房贷款情况表》（表H4）原件一份（一个月内有效）

•银行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银行盖章的最新的贷款月还款计划及余额清单原件一份（一个月内有效）

•银行盖章的《园区住房贷款情况表》（表H4）原件一份（一个月内有效）



•甲类参保人员申请动用住房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且未留足个人基本养

老保险应计存款额的，如有多个共同买受人，需提供所有买受人的身份

•甲类参保人员申请动用住房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且未留足个人基本养

老保险应计存款额的，如有多个共同买受人，需提供所有买受人的身份

5.所需材料
还贷委托提取—苏州大市范围内购房

(2011年7月1日后的申请还贷的新增员工办理及签订协议)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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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以及与任一买受人的关系证明：

①夫妻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②父母（含夫妻双方父母）、子女，需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或公安

〈公证〉部门出具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以证明直系亲属关系

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以及与任一买受人的关系证明：

①夫妻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②父母（含夫妻双方父母）、子女，需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或公安

〈公证〉部门出具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以证明直系亲属关系



55

•借款人配偶申请还贷委托提取的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

）、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借款人同一户口簿的直系亲属申请还贷委托提取的需提供：同一户号的

•借款人配偶申请还贷委托提取的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

）、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借款人同一户口簿的直系亲属申请还贷委托提取的需提供：同一户号的

5.所需材料
还贷委托提取—苏州大市范围内购房

(2011年7月1日后的申请还贷的新增员工办理及签订协议)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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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再次购房动用的需提供：前次动用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及复

印件各一份、前次动用房屋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含组合贷款）还

需提供银行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如将前次动用房屋出售的，需提

供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易主证明原件一份

•再次购房动用的需提供：前次动用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及复

印件各一份、前次动用房屋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含组合贷款）还

需提供银行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如将前次动用房屋出售的，需提

供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易主证明原件一份

户口簿、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户口簿、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22 •银行借款合同或对账单原件•银行借款合同或对账单原件

11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5.所需材料
还贷委托提取—苏州大市范围内购房

(2011年7月1日前已申请还贷、目前仍在继续还贷的存量人员的协议补签)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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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委托代办的（代办人仅限共同还款人）提供：《代办委托书》及直系亲
属关系证明（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或公安〈公证〉部门出具的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注：在园区参保的共同还款人需一同办理协议补签申请手续。

•委托代办的（代办人仅限共同还款人）提供：《代办委托书》及直系亲
属关系证明（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或公安〈公证〉部门出具的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注：在园区参保的共同还款人需一同办理协议补签申请手续。

22 •银行借款合同或对账单原件•银行借款合同或对账单原件



•银行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份•银行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11
•《园区一年两次提取偿还购房贷款资格申请表》（表H3）一份

•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园区一年两次提取偿还购房贷款资格申请表》（表H3）一份

•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5.所需材料 还贷一年两次提取——首次申请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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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的需提供：购房合同、不动产销售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各一份
•购买存量成套住房的需提供：存量房买卖合同、不动产销售发票、契税
完税凭证、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的需提供：购房合同、不动产销售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各一份
•购买存量成套住房的需提供：存量房买卖合同、不动产销售发票、契税
完税凭证、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22

•银行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银行盖章的贷款还款明细及贷款余额清单（应包括从上个申请日（或放

款日）至今的所有还款记录）原件一份

•银行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银行盖章的贷款还款明细及贷款余额清单（应包括从上个申请日（或放

款日）至今的所有还款记录）原件一份



5.所需材料 还贷一年两次提取——首次申请

三、偿还购房贷款

44

•借款人配偶申请提取的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

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借款人同一户口簿的直系亲属申请提取的需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

簿、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借款人配偶申请提取的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

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借款人同一户口簿的直系亲属申请提取的需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

簿、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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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再次购房动用的需提供：前次动用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及复

印件各一份、前次动用房屋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含组合贷款）还

需提供银行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如将前次动用房屋出售的，需提

供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易主证明原件一份

•再次购房动用的需提供：前次动用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及复

印件各一份、前次动用房屋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含组合贷款）还

需提供银行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如将前次动用房屋出售的，需提

供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易主证明原件一份

55
•配偶代办的需提供：双方身份证、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

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配偶代办的需提供：双方身份证、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

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簿、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簿、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借款人配偶申请提取的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借款人配偶申请提取的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

11
•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最新的贷款月还款计划及余额清单(银行盖章)

•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最新的贷款月还款计划及余额清单(银行盖章)

5.所需材料 还贷一年两次提取——正常提取

三、偿还购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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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备注：同套房多人提取的，必须同时向中心申请，不得单个申请•备注：同套房多人提取的，必须同时向中心申请，不得单个申请

22

•借款人配偶申请提取的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

及复印件各一份

•借款人直系亲属申请提取的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各一份

•借款人配偶申请提取的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

及复印件各一份

•借款人直系亲属申请提取的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各一份

•注：员工购房申请还贷一年两次提取的，需先至中心办理首次申请。



1.业务内容

n员工在原首次核定的公积金可用额度用完后，可按规定申
请调整偿还购房贷款的可用总额度。

n经核定的调整偿还购房贷款计划，一律从调整额度后的次
月起执行。

四、偿还购房贷款——可用总额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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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执行。

n 2011年7月1日之前已办理公积金按月偿还购房贷款，2011

年7月1日后仍需继续偿还该套房屋贷款的甲类员工。

2.适用范围



3.办理时限

n偿还购房贷款期间（需在原核定的最后一次公积金偿还购
房贷款支出后申请办理）

四、偿还购房贷款——可用总额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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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员工可在中心网站通过“个人业务登录→个人信息查询”

页面查询偿还购房贷款计划起讫时间。

4.获知偿还购房贷款起讫时间的途径



5.申请条件
n 1、甲类员工在2011年7月1日之前已办理公积金按月偿还购房贷款，

2011年7月1日后仍需继续偿还该套房屋贷款，并已全部用完原核定
限额；

n 2、按规定正常缴纳公积金期间；

n 3、满足社会保险（公积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最低存款规定条

四、偿还购房贷款——可用总额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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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3、满足社会保险（公积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最低存款规定条
件：

男40周岁、女35周岁（含40周岁、35周岁）以上，男50周岁、女40
周岁以下员工，住房账户及普通专户留足当年度社会保险（公积金）
基本养老、医疗保险最低存款额的一半；

男50周岁、女40周岁（含50周岁、40周岁）以上员工，普通专户内
留足当年度社会保险（公积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最低存款额。



5.申请条件

n 4、该套房未办理过“偿还购房贷款总额度调整”业务；

n 5、符合原公积金会员动用公积金支付购房款限额和摊还购房贷款

四、偿还购房贷款——可用总额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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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5、符合原公积金会员动用公积金支付购房款限额和摊还购房贷款
期限的规定。



6.注意事项

n 1、申请人贷款类型为纯商业贷款、或纯园区住房公积金贷款、
或商业贷款和园区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的，应在偿还购房贷
款计划终止前，至贷款银行指定网点签订《偿还住房贷款委
托提取公积金协议》。

四、偿还购房贷款——可用总额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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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提取公积金协议》。

n 2、请员工在偿还购房贷款计划终止后及时自筹现金还贷，以
免影响信用记录。



a §偿还年限
按《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存量基金使用管理

规定》进行调整，详见下表。

7.调整依据

四、偿还购房贷款——可用总额度调整

可用年限、额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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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进行调整，详见下表。

§偿还限额
按《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存量基金使用管理

规定》进行调整，详见下表。



§动用公积金偿还购房贷款期限限定表

四、偿还购房贷款——可用总额度调整

缴费

基数

动用公积金偿还购房贷款截止年龄(周岁)

男40、女35以下
男40(含40)-50
女35(含35)-40

男50(含50)
女40(含40)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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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600元及以下 40 35 50 40 55 45

1601-2500元 45 35 50 40 55 45

2501-6000元 50 40 55 45 58 48

6000元以上 55 45 55 45 58 48



§动用公积金支付购房款限额表

四、偿还购房贷款——可用总额度调整

序号 缴费基数(元) 限额(元) 序号 缴费基数(元) 限额(元)

1 1100及以下 45000 14 2301－2400 146000

2 1101－1200 51000 15 2401－2500 154000
3 1201－1300 58000 16 2501－2600 160000
4 1301－1400 66000 17 2601－2700 1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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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301－1400 66000 17 2601－2700 167000
5 1401－1500 74000 18 2701－2800 173000
6 1501－1600 82000 19 2801－2900 179000
7 1601－1700 90000 20 2901－3000 186000
8 1701－1800 98000 21 3001－4000 220000
9 1801－1900 106000 22 4001－5000 283000
10 1901－2000 114000 23 5001－6000 346000
11 2001－2100 122000 24 6001-7000 409000
12 2101－2200 130000 25 7001-8000 472000
13 2201－2300 138000 26 8001以上 504000



申请人带齐材料至中心办理申请手续

1

四、偿还购房贷款——可用总额度调整

8.经办流程

中心审核申请人申请条件及材料符合要求后，
将信息录入系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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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息录入系统

中心从次月起执行还贷计划

3



•银行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银行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11
•贷款银行已盖章的《园区偿还购房贷款总额度调整申请表》（表H5）一份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贷款银行已盖章的《园区偿还购房贷款总额度调整申请表》（表H5）一份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9.所需材料

四、偿还购房贷款——可用总额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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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银行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最新的贷款月还款计划及余额清单（银行盖章）原件一份

•银行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最新的贷款月还款计划及余额清单（银行盖章）原件一份

33
•夫妻双方共同购买的（含借款人配偶加入摊还的）或配偶代办的提供：
双方身份证、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夫妻双方共同购买的（含借款人配偶加入摊还的）或配偶代办的提供：
双方身份证、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五、租房提取

1.业务内容

n员工租房后按规定提取相应账户存储余额。

2.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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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需租房解决住宿的甲类员工和参加住房公积金的乙类员工。

n员工及配偶在工作所在地无自有住房，原则上需就近租赁

住房自住的。

2.适用范围



a §提取原则
员工可以提取住房账户或住房公积金账户以
及普通专户在留足本人养老应计存款额之后

3.经办要点

五、租房提取

租房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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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余额。

§提取账户
存量账户——普通专户

新增账户——住房账户或住房公积金账户



b §提取时效
在有效的租赁协议期内。

§提取金额

3.经办要点

五、租房提取

租房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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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金额
j月租金乘以支付月数（只能提取当前月以
前的月份）
k公积金相应账户余额
可提额度为j与k比较，取低。

§提取方式
1.个人租房：一年两次提取。
2.集体租房：按月提取。



c §注意事项

多人合租住房的，须在租房协议中列明合租

3.经办要点

五、租房提取

租房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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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合租住房的，须在租房协议中列明合租

人名单及各自支付的租金额。



银行“园区公积金专柜”审核申请人是否具有提取公积金

租房资格

2

申请人带齐相关证明材料至银行“园区公积金专柜”办理
申请手续

1

五、租房提取

个人租房4.经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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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资格

对具有提取公积金租房资格的人员，银行“园区公积金专柜”
审核其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提取要求

3

符合提取要求的，银行“园区公积金专柜”将相关信息录
入系统，核准支出金额，中心即时进行社会化发放

4

申请人凭社会保障·市民卡于申请核准的次日（工作日）可至
银行网点办理支取手续

5



中心审核其单位自有宿舍相关资质或出租方出租
资质，确定该单位是否具有提取公积金租房资格

2

单位经办人带齐相关材料至中心办理申请手续
1

五、租房提取

集体租房4.经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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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确定该单位是否具有提取公积金租房资格

中心审核其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中心将相关
信息录入系统，核准支出金额，开具付款凭证

3

单位经办人凭材料至中心财务办理租房支出手续
4



•单位盖章的《苏州工业园区个人租房申请表》（须盖单位公章或人•单位盖章的《苏州工业园区个人租房申请表》（须盖单位公章或人

11 •申请人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申请人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五、租房提取

5.所需材料 个人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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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效期内的租赁双方签订的租房协议原件（协议上应写明出租人姓
名及身份证号，合同不得涂改，租房合同相关要素不得缺失，多人
合租住房的须在租房协议中列明合租人名单及各自支付的租金额）
及复印件各一份

•有效期内的租赁双方签订的租房协议原件（协议上应写明出租人姓
名及身份证号，合同不得涂改，租房合同相关要素不得缺失，多人
合租住房的须在租房协议中列明合租人名单及各自支付的租金额）
及复印件各一份

22
•单位盖章的《苏州工业园区个人租房申请表》（须盖单位公章或人

事章）

•单位盖章的《苏州工业园区个人租房申请表》（须盖单位公章或人

事章）



44
•当地税务部门开具的房屋租赁纳税发票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发票必须

包含出租房详细地址、租房期限，且发票租房期限在租房合同期限内）

•当地税务部门开具的房屋租赁纳税发票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发票必须

包含出租房详细地址、租房期限，且发票租房期限在租房合同期限内）

五、租房提取

5.所需材料 个人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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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出租房所在社区开具的相关证明（非本市户籍人员居住证与出租房
详细地址完全一致的，可用居住证代替）
•出租房所在社区开具的相关证明（非本市户籍人员居住证与出租房
详细地址完全一致的，可用居住证代替）

55
•房产证复印件一份

•与房产证姓名一致的出租人（房东）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房产证复印件一份

•与房产证姓名一致的出租人（房东）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五、租房提取

5.所需材料 个人租房

77
•本市户籍人员在户籍所在地租房的，需提供当地产权管理中心出具
的无住房证明
•本市户籍人员在户籍所在地租房的，需提供当地产权管理中心出具
的无住房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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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注意事项：
（1）多人合租住房的，须在租房协议中列明合租人名单及各自支付
的租金额
（2）租房提取如配偶代办的，需携带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或
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如提取人因病卧、出市（境）等特殊情况，
确需委托他人代为提取的，代为提取人应为提取人的直系亲属，并
持关系证明及提取人、代为提取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提取人签
署的委托书代为提取

•注意事项：
（1）多人合租住房的，须在租房协议中列明合租人名单及各自支付
的租金额
（2）租房提取如配偶代办的，需携带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或
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如提取人因病卧、出市（境）等特殊情况，
确需委托他人代为提取的，代为提取人应为提取人的直系亲属，并
持关系证明及提取人、代为提取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提取人签
署的委托书代为提取



•《园区集体租房申请汇总表》（表H8）一式三份（单位盖章）及电子档•《园区集体租房申请汇总表》（表H8）一式三份（单位盖章）及电子档

11
•书面申请(单位盖章)

•出租方的准租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书面申请(单位盖章)

•出租方的准租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五、租房提取

5.所需材料 集体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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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租金发票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租赁单位自有集体宿舍的，单位需提供拥有房屋产权的相关证明，
并提供相关租赁人员名单，交中心审批

•租金发票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租赁单位自有集体宿舍的，单位需提供拥有房屋产权的相关证明，
并提供相关租赁人员名单，交中心审批

22
•《园区集体租房申请汇总表》（表H8）一式三份（单位盖章）及电子档

• 合法有效的租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园区集体租房申请汇总表》（表H8）一式三份（单位盖章）及电子档

• 合法有效的租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44
•单位经办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单位介绍信及租房材料办理
注：首次至中心办理申请时需提供材料中的（1）和（2）项。

•单位经办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单位介绍信及租房材料办理
注：首次至中心办理申请时需提供材料中的（1）和（2）项。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1.业务内容

n员工在2011年7月1日后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内住房，可按规

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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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参加住房公积金的乙类员工；

n甲类员工。

2.适用范围



a

3.业务要点

§房源认定

⑴已经园区公积金中心审核备案的一手房房源（独

栋别墅除外），可列入住房公积金贷款房源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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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别墅除外），可列入住房公积金贷款房源

⑵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

的成套存量住房可列入住房公积金贷款房源；

备注：员工购买经认定的指定房源可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



b §申请条件：

1.员工申请贷款当月之前已连续按期足额缴存住房

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

3.业务要点

住房公积金贷款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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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

注：1、员工申请贷款时须为正常缴费状态；

2、甲类员工和乙类员工共同申请贷款的，按主借款人参加社

会保险（公积金）综合保障计划的类型确定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

额度和年限。



b §申请条件：

2.自有资金支付房款不低于以下规定比例：

3.业务要点

住房公积金贷款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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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有资金支付房款不低于以下规定比例：

首套房

新建普通住房

不低于房价的20%
存量成套住房

保障性住房

二套房 不低于房价的20%



c

3.业务要点

§申请条件
3.目前不在使用公积金相应账户偿还房贷

4.所有共有人均没有住房公积金债务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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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所有共有人均没有住房公积金债务

5.本次贷款前已留足或补足本人及配偶养老
应计存款额

6.能够落实贷款担保

7.信用良好

§申请地点： 员工在缴存地办理
。



3.业务要点 贷款额度计算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甲类计划和乙类计划参保人员贷款额度均可按以下两种方
法计算后，由借款申请人自主选择：

• ①个人可贷额度=借款申请人（含共同借款申请人）缴存
社会保险（公积金）的缴费基数×35%（规定比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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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公积金）的缴费基数×35%（规定比例）×12
（月）×贷款期限（年）

• ②个人可贷额度=借款申请人（含共同借款申请人）住房
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1万元的，按1万元计算）×10（倍
）；按账户余额倍数计算可贷额度的，贷款年限按照月还
款额度不应超过月缴存基数的50%确定。



3.业务要点 贷款额度计算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 注：“甲类计划人员”和“乙类且曾经参加甲类计划或原公积
金A类计划的人员”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为本人住房账
户（或住房公积金账户）及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足申请贷
款时本人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余额；其他人员均以申请时

2015年12月 第302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款时本人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余额；其他人员均以申请时
的住房公积金余额为准。

• 共同申请贷款的，按主借款人参加社会保险（公积金）综
合保障计划的类型确定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额度和年限
。

• 中等偏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购买保障性住房申请贷款的，
其贷款额度可适当上浮，最多不超过3万。



3.业务要点 园区最高贷款额度介绍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房屋类型 房屋情况 人数
最高贷款额
度

首次住贷 面积
≤90㎡且房价 1人及以上符合

条件
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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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普通住房或
存量成套住房

≤90
≤110万元 条件

88

其他

1人符合条件 45万元

2人及以上符合
条件

70万元

注：实际贷款额度为可贷款额度与最高贷款额度相比，取低。



3.业务要点 园区最高贷款年限介绍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的，贷款年限最长不超过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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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二手房、自（翻）建住房的，贷款年限最长不超过
20年。

借款申请人的借款年限可在法定退休年龄上延长5年。



d §贷款利率（2015年08月26日数据）

1年期至5年期，年利率2.75%；

5年期以上，年利率3.25%。

3.业务要点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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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期以上，年利率3.25%。



e §委托放贷银行：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农业银行

苏州分行、工商银行苏州分行、中国银行苏州

分行、交通银行苏州分行等银行

3.业务要点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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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交通银行苏州分行等银行

注：开展委托放贷的具体银行，敬请关注公积

金网站。

§ 注意事项：1.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员工(包括共有人)

不得再以该套住房申请借用养老补充账户和特殊补充账

户基金

§ 2.购房合同上的买受人应为直系亲属关系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4.经办流程

2

申请人持相关证明材料，至中心提出贷款申请

1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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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审核申请人申请条件及材料是否符合要求
2

中心当场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将信息录入系统，出具《住房

公积金贷款审批表》并交担保公司

3

申请人携相关材料至贷款银行查询征信报告

4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4.经办流程

申请人持担保公司出具的《园区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承诺书》
6

申请人持《审批表》及相关证明材料，至担保公司签订《个人

住房抵押（反担保）合同》

5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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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持担保公司出具的《园区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承诺书》

及相关证明材料取Ｉ号至柜面办理担保录入手续

申请人持《同意园区住房公积金贷款放贷通知书》及相关证明

材料至贷款银行，签订《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

7

银行将借款资金划入售房单位账户或托管的专用账户

8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4.经办流程

2

申请人持相关证明材料，至中心提出贷款申请

1

购买存量房（二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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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审核申请人申请条件及材料是否符合要求
2

中心当场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将信息录入系统，出具《住房

公积金贷款审批表》并交担保公司

3

申请人携相关材料至贷款银行查询征信报告

4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4.经办流程

申请人持《审批表》及相关证明材料，至担保公司签订《个人住房抵

押（反担保）合同》。
员工若购买无资金托管地区二手房，则需买卖双方本人及共有人持《申请表》及相关

证明材料，至担保公司签署《房屋买卖中介服务协议》，并签订《个人住房抵押（反

担保）合同》

5
购买存量房（二手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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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持担保公司出具的《园区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承诺书》

及相关证明材料取Ｉ号至柜面办理担保录入手续

6

申请人持《同意园区住房公积金贷款放贷通知书》及相关证明材料至

贷款银行，签订《借款及保证担保合同》

7

银行将借款资金划入售房单位账户或托管的专用账户。
员工若购买无资金托管地区二手房，① 担保公司向贷款银行出具待放款通知书，

待员工执抵押材料至所购二手房归属地房产交易中心办理他项权证，出证后交付

担保公司收执；② 担保公司开具放款通知书至贷款银行，银行放款至卖方个人账户

8



以下情况需5个工作日完成审批：

1、中低收入人员、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审批；

2、普通参保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有下列情形：

① 主借款人在园区参保，共有人在苏州大市内园区外缴纳住房公积金并

出具参保证明，在园区合并计算额度贷款的。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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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合并计算额度的借款人中，有需要与区外转入缴费月合并计算方满足

最近6个月连续正常缴费的；

③ 借款人在还贷期间，因离婚后其中一方再次购房申请贷款且申请人能

证明原有住房产权、住房公积金贷款债务均归另一方所有及偿还的。

④ 购定销房、保障性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申请人未在购房合

同中载明的。



22
•《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贷款银行留存”文本；（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 支付首付的不动产销售发票（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贷款银行留存”文本；（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 支付首付的不动产销售发票（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11 •《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表》一份•《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表》一份

5.所需材料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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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申请人及共同买受人身份证（含配偶）（原件各一份、复印件各一份〈需正、

反面复印〉）

•婚姻关系证明（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如有其他共同买受人的，应提供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户口本复

印件含户号页>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曾经同户家庭关系证明）（原件一份、复印件各

一份）

•申请人及共同买受人身份证（含配偶）（原件各一份、复印件各一份〈需正、

反面复印〉）

•婚姻关系证明（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如有其他共同买受人的，应提供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户口本复

印件含户号页>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曾经同户家庭关系证明）（原件一份、复印件各

一份）

• 支付首付的不动产销售发票（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支付首付的不动产销售发票（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44
•如申请人或其他共同买受人为单身的，应在办理贷款时当场签具单身声明（女
满20周岁，男满22周岁）
•如申请人或其他共同买受人为单身的，应在办理贷款时当场签具单身声明（女
满20周岁，男满22周岁）



5.所需材料

55

•如申请人的其他共有人在苏州大市范围内园区以外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且需与

申请人合并计算额度的，需提供共有人在当地缴费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具

的相关缴费、贷款情况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证明原件（盖章）一份

•如申请人的其他共有人在苏州大市范围内园区以外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且需与

申请人合并计算额度的，需提供共有人在当地缴费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具

的相关缴费、贷款情况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证明原件（盖章）一份

购买新建普通住房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注：合同上所有的买受方及买受方配偶，凡为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均需本人•注：合同上所有的买受方及买受方配偶，凡为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均需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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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注：如申请住房公积金与商业组合贷款的，需先至贷款银行和担保机构确认额度

，并填写《组合贷款商贷部分申请条件调查表》。如申请纯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需先至担保机构确认房源信息并填写《纯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调查表》。

•注：如申请住房公积金与商业组合贷款的，需先至贷款银行和担保机构确认额度

，并填写《组合贷款商贷部分申请条件调查表》。如申请纯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需先至担保机构确认房源信息并填写《纯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调查表》。

88

•注：如申请住房公积金与商业组合贷款的，需买受方（共有人）所在单位出具的

个人收入证明和工资银行卡（折）最近连续六个月明细清单或个人所得税完税证

明（贷款银行要求提供）

•注：如申请住房公积金与商业组合贷款的，需买受方（共有人）所在单位出具的

个人收入证明和工资银行卡（折）最近连续六个月明细清单或个人所得税完税证

明（贷款银行要求提供）

66
•注：合同上所有的买受方及买受方配偶，凡为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均需本人

到场签字

•注：合同上所有的买受方及买受方配偶，凡为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均需本人

到场签字



22

•存量房买卖合同（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不动产销售发票(员工购买无资金托管地区二手房的需提供)

•原《房屋所有权证》和原《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各一份、复印件各一份）

•存量房买卖合同（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不动产销售发票(员工购买无资金托管地区二手房的需提供)

•原《房屋所有权证》和原《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各一份、复印件各一份）

11 •《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表》一份•《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表》一份

5.所需材料 购买存量成套住房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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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员工购买无资金托管

地区二手房的则无需提供）

•《苏州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存款凭证》（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员工购买

无资金托管地区二手房的则无需提供）

•住房成交（评估、认定）价格证明（由担保公司或房屋置换中心出具）(员工购

买无资金托管地区二手房的需提供，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员工购买无资金托管

地区二手房的则无需提供）

•《苏州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存款凭证》（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员工购买

无资金托管地区二手房的则无需提供）

•住房成交（评估、认定）价格证明（由担保公司或房屋置换中心出具）(员工购

买无资金托管地区二手房的需提供，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原《房屋所有权证》和原《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各一份、复印件各一份）•原《房屋所有权证》和原《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各一份、复印件各一份）



44

•申请人及共同买受人身份证（含配偶）（原件各一份、复印件各四份〈需正、

反面复印〉）

•婚姻关系证明（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如有其他共同买受人的，应提供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户口本复

•申请人及共同买受人身份证（含配偶）（原件各一份、复印件各四份〈需正、

反面复印〉）

•婚姻关系证明（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如有其他共同买受人的，应提供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户口本复

5.所需材料 购买存量成套住房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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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含户号页>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曾经同户家庭关系证明）（原件一份、复印件各

一份）

印件含户号页>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曾经同户家庭关系证明）（原件一份、复印件各

一份）

66

•如申请人的其他共有人在苏州大市范围内园区以外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且需与
申请人合并计算额度的，需提供共有人在当地缴费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具
的相关缴费、贷款情况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证明原件（盖章）一份

•如申请人的其他共有人在苏州大市范围内园区以外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且需与
申请人合并计算额度的，需提供共有人在当地缴费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具
的相关缴费、贷款情况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证明原件（盖章）一份

55
•如申请人或其他共同买受人为单身的，应在办理贷款时当场签具单身声明（女
满20周岁，男满22周岁）
•如申请人或其他共同买受人为单身的，应在办理贷款时当场签具单身声明（女
满20周岁，男满22周岁）



5.所需材料

•注：如申请住房公积金与商业组合贷款的，需先至贷款银行和担保机构确认额度•注：如申请住房公积金与商业组合贷款的，需先至贷款银行和担保机构确认额度

购买存量成套住房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77
•注：合同上所有的买受方及买受方配偶，凡为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均需本人

到场签字

•注：合同上所有的买受方及买受方配偶，凡为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均需本人

到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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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注：如申请住房公积金与商业组合贷款的，需先至贷款银行和担保机构确认额度
，并填写《组合贷款商贷部分申请条件调查表》
•注：如申请住房公积金与商业组合贷款的，需先至贷款银行和担保机构确认额度
，并填写《组合贷款商贷部分申请条件调查表》

99

•注：如申请住房公积金与商业组合贷款的，需买受方（共有人）所在单位出具的
个人收入证明和工资银行卡（折）最近连续六个月明细清单或个人所得税完税证
明（贷款银行要求提供）

•注：如申请住房公积金与商业组合贷款的，需买受方（共有人）所在单位出具的
个人收入证明和工资银行卡（折）最近连续六个月明细清单或个人所得税完税证
明（贷款银行要求提供）



•建造、翻建自住住房需提供区规划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大修自住住房需提供区房地产部门颁发的批准文件(原件一份、复印件

•建造、翻建自住住房需提供区规划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大修自住住房需提供区房地产部门颁发的批准文件(原件一份、复印件

11 •《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表》一份•《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表》一份

5.所需材料 自建、翻建及大修住房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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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工程合同、施工单位营

业执照或资质证明》(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工程合同、施工单位营

业执照或资质证明》(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22
•大修自住住房需提供区房地产部门颁发的批准文件(原件一份、复印件
一份)
•翻建、大修自住住房需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大修自住住房需提供区房地产部门颁发的批准文件(原件一份、复印件
一份)
•翻建、大修自住住房需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5.所需材料 自建、翻建及大修住房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44

•申请人及共同买受人身份证（含配偶）（原件各一份、复印件各一份〈需正、

反面复印〉）

•婚姻关系证明（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如有其他共同买受人的，应提供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户口本复

•申请人及共同买受人身份证（含配偶）（原件各一份、复印件各一份〈需正、

反面复印〉）

•婚姻关系证明（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如有其他共同买受人的，应提供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同一户号的户口簿<户口本复

2015年12月 第318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66
•注：合同上所有的买受方及买受方配偶，凡为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均需本人

到场签字

•注：合同上所有的买受方及买受方配偶，凡为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均需本人

到场签字

印件含户号页>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曾经同户家庭关系证明）（原件一份、复印件各

一份）

印件含户号页>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曾经同户家庭关系证明）（原件一份、复印件各

一份）

55
•如申请人或其他共同买受人为单身的，应在办理贷款时当场签具单身声明（女
满20周岁，男满22周岁）
•如申请人或其他共同买受人为单身的，应在办理贷款时当场签具单身声明（女
满20周岁，男满22周岁）



5.所需材料 自建、翻建及大修住房

77

•如申请人的其他共有人在苏州大市范围内园区以外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且需与
申请人合并计算额度的，需提供共有人在当地缴费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具
的相关缴费、贷款情况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证明原件（盖章）一份

•如申请人的其他共有人在苏州大市范围内园区以外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且需与
申请人合并计算额度的，需提供共有人在当地缴费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具
的相关缴费、贷款情况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证明原件（盖章）一份

六、住房公积金贷款

2015年12月 第319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88
•注：如申请住房公积金与商业组合贷款的，需先至贷款银行和担保机构确认额度
，并填写《组合贷款商贷部分申请条件调查表》
•注：如申请住房公积金与商业组合贷款的，需先至贷款银行和担保机构确认额度
，并填写《组合贷款商贷部分申请条件调查表》

99

•注：如申请住房公积金与商业组合贷款的，需买受方（共有人）所在单位出具的
个人收入证明和工资银行卡（折）最近连续六个月明细清单或个人所得税完税证
明（贷款银行要求提供）

•注：如申请住房公积金与商业组合贷款的，需买受方（共有人）所在单位出具的
个人收入证明和工资银行卡（折）最近连续六个月明细清单或个人所得税完税证
明（贷款银行要求提供）



七、退房

1.业务内容

n员工购买新建住房后又办理了退房手续的，若退房前已办

理过公积金动用的，应及时到中心办理公积金退房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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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办流程

中心审核申请人申请条件及材料是否符合要求
2

申请人带齐材料至中心办理申请手续
1

3

七、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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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将相关退房人员的摊还或委托还贷计划终止
3

中心核算退房金额后告知员工并向其提供财务解款账号
4

申请人至银行解款后将银行进账单及银行退还贷款金额的凭证

当天交至中心柜面

5

中心确认相关凭证及退款金额无误后即时入系统操作

6



22
•所有退房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结婚证或其他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所有退房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结婚证或其他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所需材料

七、退房

11 •《园区退房申请表》（表H6）一式一份•《园区退房申请表》（表H6）一式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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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银行进账单

•贷款结清证明（若该套房已发生摊还的提供）

•银行进账单

•贷款结清证明（若该套房已发生摊还的提供）

33
•房产公司的退房协议原件(加盖公章)及相关退房财务凭证复印件（

加盖财务章）各一份

•房产公司的退房协议原件(加盖公章)及相关退房财务凭证复印件（

加盖财务章）各一份

•结婚证或其他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结婚证或其他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八、非住房提取

n男满50周岁、女满40周岁人员失业且社会保险（公积金）账
户封存满两年的(下称“4050人员”)；

n经有权部门认定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保边缘困难救助对
象和特困职工救助对象的(下称“特困、低保人员”)；

1.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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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内容

n 4050人员、特困、低保人员、患五种重大疾病的参保人员

及其配偶或直系亲属，按规定可提取相应账户存储余额。

象和特困职工救助对象的(下称“特困、低保人员”)；

n患有癌症、白血病、尿毒症、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器官移植
五种重大疾病的。



a §提取原则
（1）4050人员、特困、低保人员：可一次性提取住房

账户或住房公积金账户以及普通专户在留(补)足本人

3.经办要点

非住房提取

八、非住房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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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应计存款额之后的余额。

（2）患五种重大疾病的：可一年两次提取住房账户或

住房公积金账户以及普通专户在留(补)足本人养老应

计存款额之后的余额。

§提取账户
存量账户——普通专户

新增账户——住房账户或住房公积金账户



4.经办流程

中心审核申请人是否具有提取资格
2

申请人带齐相关证明材料至中心办理申请手续
1

3

八、非住房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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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有提取资格的人员，中心将相关信息录入

系统，核准支出金额、开具付款凭证

3

申请人凭材料至中心财务办理支出手续
4



11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社会保障·市民卡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社会保障·市民卡

5.所需材料

八、非住房提取

•男满50周岁、女满40周岁人员失业且公积金账户封存满两年的，需•男满50周岁、女满40周岁人员失业且公积金账户封存满两年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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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男满50周岁、女满40周岁人员失业且公积金账户封存满两年的，需
提供：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证明或劳动部门出具的有效的下
岗、失业证明

•男满50周岁、女满40周岁人员失业且公积金账户封存满两年的，需
提供：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证明或劳动部门出具的有效的下
岗、失业证明

33

•经有权部门认定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保边缘困难救助对象和特
困职工救助对象的，需提供下列证件之一：当地民政部门发放的有
效的《城市（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补助）金领取证》、有
效的《低保边缘困难人群生活救助金领取证》、当地总工会发放的
有效的《特困职工救助证》

•经有权部门认定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保边缘困难救助对象和特
困职工救助对象的，需提供下列证件之一：当地民政部门发放的有
效的《城市（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补助）金领取证》、有
效的《低保边缘困难人群生活救助金领取证》、当地总工会发放的
有效的《特困职工救助证》



患五种重大疾病提取的需提供：
•园区医保定点医院（限区级以上医院）出具的病情诊断证明（出院
记录、检查报告单原件或复印件）；如为配偶或直系亲属患病的，
病情诊断证明可由区外同等级别医院开具。（首次提取需提供）

患五种重大疾病提取的需提供：
•园区医保定点医院（限区级以上医院）出具的病情诊断证明（出院
记录、检查报告单原件或复印件）；如为配偶或直系亲属患病的，
病情诊断证明可由区外同等级别医院开具。（首次提取需提供）

5.所需材料

八、非住房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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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病情诊断证明可由区外同等级别医院开具。（首次提取需提供）
•医院开具的治疗费用凭证：发票原件或发票复印件（需医院或社保
机构盖章）
•非职工本人患病提取的，另需提供患病者的身份证原件及与患病者
的关系证明原件（户口本或结婚证或公安部门开具的证明），并提
供复印件

注：一人患重病涉及多人提取的，提取人必须同时至中心申请提取，
不得单个申请

病情诊断证明可由区外同等级别医院开具。（首次提取需提供）
•医院开具的治疗费用凭证：发票原件或发票复印件（需医院或社保
机构盖章）
•非职工本人患病提取的，另需提供患病者的身份证原件及与患病者
的关系证明原件（户口本或结婚证或公安部门开具的证明），并提
供复印件

注：一人患重病涉及多人提取的，提取人必须同时至中心申请提取，
不得单个申请



特别提醒

ü 从2013年5月2日起，“中心”的部分住房保障业务调整至银行
“园区公积金专柜”办理。

ü 银行“园区公积金专柜”办理业务如下（最新业务范围敬请关注
公积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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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网站）：

购房一次性提取 银行

1、房源范围：
购买的普通商品住房，包括一手房（含定销房）、二手房；
2、购房次数：
首次动用公积金的(除本套房以外，未使用过公积金的）；
3、购房时间：
在2011年7月1日后购房的（按购房合同签订时间）；



特别提醒

ü 银行“园区公积金专柜”办理业务如下(最新业务范围敬请关注

公积金网站） ：

每月还贷申请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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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源范围：
①购买的普通商品住房，包括一手房（含定销房）、二手房；
②苏州大市内房源；
2、购房次数：
首次动用公积金的(除本套房以外，未使用过公积金的）；
3、购房时间：
在2011年7月1日后购房的（按购房合同签订时间）



特别提醒

ü 银行“园区公积金专柜”办理业务如下(最新业务范围敬请关注

公积金网站） ：

个人租房提取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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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出租住房最近半年内租房提取不超过3人次，可直接至银
行“园区公积金专柜”办理提取；
2、该出租住房最近半年内租房提取超过3人次，或员工本人
（含配偶）申请过购房动用且所购住房为苏州大市范围内的，
如确需个人租房而办理租房提取，可至银行“园区公积金专柜”
提交租房提取申请。银行工作人员经过初审，将符合业务办理
的租房申请提交“中心”审核后，申请人再至银行“园区公积
金专柜”办理租房提取。



九、案例——原A类会员新政后转甲类

2011年7月1日后购房并动用公积金的

Ø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内住房
选择一：可根据原规定选择提取普通专户和住房账户存储额或按月偿
还购房贷款，并可动用住房账户以及借用养老补充账户和特殊补充账
户按月偿还购房贷款。(限首次或二次动用公积金)

ü举例：员工小张，年龄30岁，缴费基数5000元，普通专户余额4万元，住房账户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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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举例：员工小张，年龄30岁，缴费基数5000元，普通专户余额4万元，住房账户余额
2000元。2013年8月在市区购房，房价90万元，首付款发票金额30万元，商业贷款60万元，
贷款20年，还款方式等额本息，每月还款4580元。

答：普通专户无需保留，可全额提取，并可选择借用。

一次性提取

普通专户 40000元

住房账户 2000-800=1200元
（申请还贷需保留1个月缴存额）

合计 41200元

按月偿还购房贷款

住房账户 5000×16%=800元

养老补充账户(借用) 5000×6%=300元

特殊补充账户(借用) 5000×12.5%=625元

合计 1725元



九、案例——原A类会员新政后转甲类

2011年7月1日后购房并动用公积金的

Ø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内住房
选择二：本人住房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补)足本次动用前的本
人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按规定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和按月偿还购房
贷款，并可按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ü举例：员工小张，年龄30岁，缴费基数5000元，普通专户留足本人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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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举例：员工小张，年龄30岁，缴费基数5000元，普通专户留足本人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
余额为11667元，住房账户2000元。2013年8月在市区购房 ，房价90万元，首付款发票金
额30万元。

答：小张普通专户可提取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余额11667元，住房账户保留一个月缴
存额后的余额1200元；每月可用住房账户800元偿还购房贷款。小张如符合住房公积金贷
款申请条件，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后，不可以选择借用。

一次性提取

普通专户 11667元

住房账户 2000-800=1200元
（申请还贷需保留1个月缴存额）

合计 12867元

按月偿还购房贷款 住房账户 5000×16%=800元



九、案例——原A类会员新政后转甲类

2011年7月1日后购房并动用公积金的

Ø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外住房
本人住房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补)足本次动用前的本人养老
应计存款额后，可按规定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和采用一年两次提取
方式偿还购房贷款。

ü举例：员工小王，年龄35岁，缴费基数12000元，普通专户留足本人养老应计存款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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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举例：员工小王，年龄35岁，缴费基数12000元，普通专户留足本人养老应计存款额后
的余额为115230元，住房账户余额1920元。2013年8月在上海购房，房价180万元，首付
款发票金额80万元 。

答：小王普通专户可提取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余额115230元，住房账户余额1920元；
可申请一年两次提取偿还购房贷款。不可以选择借用，不可以选择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一次性提取

普通专户 115230元

住房账户 1920元

合计 117150元

一年两次提取 住房账户 提取金额不得超过已还款金额
（需保留10个月缴存额）



2011年7月1日前已动用公积金购买园区外苏州市区内住房，
2011年7月1日后该套住房购房贷款未还清的

Ø本人住房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补)足本次动用前的本人

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按规定申请按月偿还购房贷款。

九、案例——原A类会员新政后转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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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举例：员工小朱，年龄38岁已婚，夫妻双方一方在市区工作，一方在园区工作。
2011年1月在市区购房，3月已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1.6万元。目前缴费基数5000
元，普通专户余额7200元，住房账户余额1600元。8月申请还贷时，普通专户本
人养老应计存款额16656元。

答：小朱在补足本人养老应计存款额7856元后，每月可用住房账户800元偿还购
房贷款（申请还贷时住房账户需保留1个月缴存额） 。

申请还款时需补足金额 16656-7200-1600=7856元

按月偿还住房贷款 5000×16%=800元



3、2011年7月1日前购房，7月1日后动用公积金相应账户

Ø购买园区范围内住房
ü首次或两次动用：可根据原规定提取普通专户和住房账户存
储额，并使用住房账户以及借用养老补充账户和特殊补充账户

按月偿还购房贷款。

九、案例——原A类会员新政后转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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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月偿还购房贷款。

(该情形案例可参照2011年7月1日之后购苏州大市范围内住房)

ü两次以上动用：本人住房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补)足

本次动用前的本人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按规定申请购房一次

性提取和按月偿还购房贷款。

(该情形案例可参照2011年7月1日之后购苏州大市范围外住房)



2011年7月1日前购房，7月1日后动用公积金相应账户

Ø购买园区外苏州大市范围内住房
符合原公积金政策动用规定的：可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本人住房账户及
普通专户存储额 ；本人住房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补)足本次动用
前的本人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按规定申请按月偿还购房贷款。

九、案例——原A类会员新政后转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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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本人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按规定申请按月偿还购房贷款。

ü举例：员工小李，年龄30岁2010年结婚，妻子在市区工作。 2011年1月在市区购房，房价
100万元，首付发票金额40万元。小李符合原区外房提取条件。目前缴费基数5000元，普通
专户余额57200元，住房账户余额1600元，普通专户需留足个人基本养老应计存款额40516
元。8月首次申请动用公积金。

答：小李动用公积金有两种选择：
选择一：可一次性提取普通专户余额57200元，住房账户余额1600元；普通专户补足养

老应计存款额40516元后，每月用住房账户800元偿还购房贷款（申请还贷时住房账户需保
留1个月缴存额）。

选择二：提取普通专户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余额16684元，住房账户保留1个月缴
存额后的余额800元；每月用住房账户800元偿还购房贷款。



2011年7月1日前购房，7月1日后动用公积金相应账户

Ø购买园区外苏州大市范围内住房
不符合原公积金政策动用规定的：本人住房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

(补)足本次动用前的本人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按规定申请购房一次性

提取和按月偿还购房贷款。

九、案例——原A类会员新政后转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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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和按月偿还购房贷款。

ü 举例：员工小李，年龄27岁，至今单身，2011年1月在市区购房，房价100万元，首付发
票金额40万元。小李在7月1日前不符合原区外房提取条件。目前缴费基数5000元，普通
专户余额57200元，住房账户余额1600元，普通专户需补足个人基本养老应计存款额
40516元。8月申请动用公积金。

答：小李普通专户能提取留足养老应计
存款额后的余额16684元，住房账户提取
保留1个月缴存额后的余额800元；每月用
住房账户800元偿还购房贷款。

一次性提取

普通专户 16684元

住房账户 1600-800=800元
（申请还贷需保留1个月缴存额）

合计 17484元

按月偿还
住房贷款

住房账户 5000×16%=800元



2011年7月1日前购房，7月1日后动用公积金相应账户

Ø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外住房
本人住房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补)足本次动用前的本人养老应计

存款额后，可按规定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和采用一年两次提取方式偿还

购房贷款。

九、案例——原A类会员新政后转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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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贷款。
ü 举例：员工小李，年龄27岁，2011年1月在上海购房，房价200万元，首付发票金额80万
元，缴费基数12000元，普通专户余额57200元，住房账户余额1600元，普通专户需补足
个人基本养老应计存款额40516元。8月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和还贷。

答：7月1日前购大市范围外住房，所以
普通专户能提取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
余额16684元，住房账户提取1600元；
偿还购房贷款期间可一年两次提取住房账
户金额，提取金额不得超过实际已还款金额。

一次性提取

普通专户 16684元

住房账户 1600元

合计 18284元

一年两次提取 住房账户
提取金额不得超过
已还款金额（需保
留10个月缴存额）



ü举例：员工小张，年龄30岁，2011年8月在市区购房，房价100万元，首付款发票40万元，

2011年7月1日后购房，7月1日前未动用公积金购房

九、案例——原A类会员新政后转乙(缴纳住房公积金的)

Ø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内住房
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补)足本次动用前的本人养
老应计存款额后，可按规定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和按月偿还购房贷款，
并可按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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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举例：员工小张，年龄30岁，2011年8月在市区购房，房价100万元，首付款发票40万元，
缴费基数5000元，普通专户余额4万元，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1600元，普通专户需留足养老
应计存款额28333元。9月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和还贷。

答：小张普通专户能提取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余额11667元，住房账户提取保留1个月
缴存额后的余额800元；每月可用住房公积金账户800元偿还购房贷款。

一次性提取

普通专户 40000-28333=11667元

住房公积金账户 1600-800=800元
（申请还贷需保留1个月缴存额）

合计 12467元

按月偿还住房贷款 住房公积金账户 5000×16%=800元



2011年7月1日后购房，7月1日前未动用公积金购房

九、案例——原A类会员新政后转乙(缴纳住房公积金的)

Ø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外住房
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补)足本次动用前的本人

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按规定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和采用一年两次提

取方式偿还购房贷款。

ü举例：员工小张，年龄30岁，2011年8月在上海购房，房价200万元，首付款发票80

2015年12月 第340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一次性提取

普通专户 40000-28333=11667元

住房公积金账户 1600元

合计 13267元

一年两次提取 住房公积金账户
提取金额不得超过已还款金额
（需保留10个月缴存额）

ü举例：员工小张，年龄30岁，2011年8月在上海购房，房价200万元，首付款发票80
万元，缴费基数5000元，普通专户余额4万元，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1600元，普通专户
需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28333元。9月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和还贷。

答：小张普通专户能提取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余额13267元，住房账户1600元；可

申请一年两次提取偿还购房贷款本息。



九、案例——原A类会员新政后转乙(缴纳住房公积金的)

2011年7月1日后购房，7月1日前已动用公积金购房

Ø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补)足本次动用前的本人

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按规定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和偿还购房贷款，

如购苏州大市内住房可按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ü 举例：员工小李，年龄38岁，新政前已动用公积金普通专户1.6万元，缴费基数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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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举例：员工小李，年龄38岁，新政前已动用公积金普通专户1.6万元，缴费基数5000元，
普通专户余额7200元，住房账户1600元。普通专户本人养老应计存款额16656元。2011年
7月在市区购房，房价100万元，首付款发票40万元。8月申请提取和还贷。

答：小李在补足养老应计存款额7856元后，每月可用住房公积金账户偿还购房贷款（申
请还贷时住房账户需保留1个月缴存额） 。

申请时需补足金额 16656-7200-1600=7856元

按月偿还住房贷款 5000×16%=800元



甲转乙(未缴纳住房公积金)或灵活就业

Ø甲类(或原A类)员工转为乙类后不参加住房公积金的，或转为灵活就

业的，购买自住住房，在本人住房账户和普通专户存储额在留(补)

足本次动用前的本人养老应计存款额后，可在发票开具的一年有效

期内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

九、案例——甲转乙(未缴纳住房公积金)或灵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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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申请购房一次性提取。

ü 举例：员工小王，年龄30岁，2011年1月在市区购房，9月由甲类计划转为乙类计划(未参
加住房公积金)。缴费基数5000元，普通专户余额40000元，住房账户1600元，普通专户
需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28333元。

答：小王在发票开具的一年有效期内，可申请提取普通专户留足养老应计存款额后的余额
11667元，住房账户余额1600元。

一次性提取

普通专户 40000-28333=11667元

住房账户 1600元

合计 13267元



2011年7月1日后新参保员工：乙类计划(缴纳住房公积金)

Ø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内住房
可动用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购房一次性提取和按月偿还购房贷款，

并可按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九、案例——7月1日后新参保员工

ü举例：员工小张，年龄30岁，2011年7月参保缴费。2011年12月在市区购房，房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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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万元，首付款发票40万元。缴费基数5000元，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4800元。2012年1月
申请提取和还贷。

答：小张能申请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保留1个月缴存额后的余额4000元；每月能
用住房公积金账户800元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此外，该套房购房时间在2011年7月1日后，
且在苏州大市范围内，小张如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一次性提取 住房公积金账户 4800-800=4000元
（申请还贷需保留1个月缴存额）

按月偿还住房贷款 住房公积金账户 5000×16%=800元



7月1日后新参保员工：乙类计划(缴纳住房公积金)

Ø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外住房
可动用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购房一次性提取和采用一年两次提取方式

偿还购房贷款。

九、案例——7月1日后新参保员工

ü举例：员工小王，年龄30岁，2011年7月参保缴费。2011年12月在上海购房，房价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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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万元，首付款发票80万元。缴费基数5000元，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4800元。2012年1月
申请提取和还贷。

答：小张能申请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4800元，可申请一年两次提取偿还购
房贷款本息。此外，该套房虽然购房时间在2011年7月1日之后，但不是苏州大市范围
内住房，所以不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

一次性提取 住房公积金账户 4800元

一年两次提取 住房公积金账户
提取金额不得超过已还款金额
（需保留10个月缴存额）



个人保障待遇

Ø养老保险

Ø医疗保险

Ø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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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工伤保险

Ø失业保险

Ø生育保险

Ø住房保障

Ø转移及提取



一、政策要点

•参保员工跨统筹地区流动就业的，其社会保险关系按国家和省市社会
保险法律、法规规定办理转移接续。

1

2
•参保员工跨统筹区域转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同时，需按规定转移基
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和统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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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员工因动用普通专户存款或借用养老补充账户和特殊补充账户基
金购房，在办理跨统筹地区基本养老、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时，其养老
账户存储额不足转移所需基金的，需补足后，方可办理转移手续。

3

2011年6月30日前缴纳的原园区公积金个人账户储存额，继续维持“可
转可提”，提取比例不变 ； 2011年7月1日后新缴纳的社会保险（公积
金）部分，基本养老保险按规定进行转移，个人账户不允许提前支取。



二、社保关系区内转移

1.业务内容

n参保员工在园区内用人单位之间就业流动的，其社会保险

关系应当办理转移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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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区内转移主要包括两类人员： ①中断缴费后被园区内的

用人单位重新录用的人员； ②园区灵活就业参保人员重新

被用人单位录用的。



区内转移

a §转移金额：

（1）参保员工办理园区内关系转移接续时，2011年7

3.业务要点

二、社保关系区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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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前缴存的原公积金各账户存储余额予以保留；

（2）2011年7月1日后缴存的社会保险（公积金）各

账户存储余额按账户类别分别结转累计。其中员工

从甲类转为乙类的，其甲类养老补充账户存储额计

入乙类计划的养老个人账户；甲类计划的住房账户

存储余额转入其住房公积金账户。



4. 经办流程

单位在规定的缴费日期前3个工作日（年申报单位应于每月

1-10号），办理员工合同报送，并完成员工转移手续

2

1

二、社保关系区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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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存在异常的，单位需填写《统筹区内转移申请表》等
材料报中心办理人员转移手续

2

确认相应手续已成功办理后，即可办理员工的社会保险
（公积金）缴费手续

3



11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统筹区内转移申请表》一式二份

（5人或5人以上需提供电子文档）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统筹区内转移申请表》一式二份

（5人或5人以上需提供电子文档）

二、社保关系区内转移

5.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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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园区用人单位劳动合同信息报送表》• 《园区用人单位劳动合同信息报送表》



三、社保关系区外转入

1.业务内容

n当参保员工跨统筹范围流动就业时，用人单位在办理员工

新参保登记手续后，由本人或用人单位至中心办理养老、

医疗、住房等转入接续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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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从园区外用人单位向园区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流动的（不

含开设临时账户的员工）参保员工。



名词解释

临时账户是指：男性年满50周岁、女性年满40周岁的非
园区户籍人员，流动到园区就业参保时，其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保留在原参保地，并在园区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账户；首次参保的，园区也应为其建立临时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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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员工再次跨统筹区就业参保或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
将园区临时账户中的全部缴费本息归集到原参保地或待
遇领取地。



区外转入区外转入

a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
（1）参保员工的养老个人账户储存额和统筹基金全部转入中心，其

中，个人账户储存额由中心记入其本人社会保险（公积金）养老个

人账户内，但金额不与园区缴费部分累加，办理退休或再次转出手

3.业务要点

三、社保关系区外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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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账户内，但金额不与园区缴费部分累加，办理退休或再次转出手

续时进行计算；统筹基金计入园区养老统筹基金；缴费年限累计计

算。

（2）对原已参加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的职工，省内流动只转移养老保

险关系，跨省流动按规定转移基金（个人缴费部分），转出地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提供历年实际缴费基数。

（3）自2012年1月1日起，一般账户参保员工省内跨地区流动办理基

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只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档案，

不再转移个人账户储存额和统筹基金。



区外转入

b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入：参保员工的基本医疗保
险个人账户余额可转入中心，由中心记入其本人

社会保险（公积金）医疗个人账户内，与园区缴

3.业务要点

三、社保关系区外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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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公积金）医疗个人账户内，与园区缴

费部分累加，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住房公积金转入：参保员工的住房公积金根据转
出地住房公积金转移有关政策的规定转入中心。



4.经办流程

员工本人或单位经办人填写《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申请表》，附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开具的《基本养
老（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凭证》，交至中心

2

1

三、社保关系区外转入

养老和医疗保险转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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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对相关材料予以审核，符合转移条件的在受理之日起15

个工作日内，向转出社保机构发出《基本养老（医疗）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

中心在收到《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参保
人员医疗保险类型变更信息表》和转移基金后的15个工作日
内，完成接续手续

3



原住房公积金经办机构按有关政策的规定，将员工原住房公积

4.经办流程

参保员工至中心开具《住房公积金转入联系表》，交至原参保
地住房公积金经办机构办理住房公积金转出

2

1

三、社保关系区外转入

住房公积金转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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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房公积金经办机构按有关政策的规定，将员工原住房公积
金转入中心的指定银行专户，同时开具《住房公积金销户通知
书》，由参保员工交至中心财务科

中心财务科收取《住房公积金销户通知书》后统一汇总至转移
接续科办理转入基金业务，记入其住房个人账户内，与园区缴
费部分累加

3



11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一份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一份

5.所需材料

三、社保关系区外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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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苏州工业园区住房公积金转入联系表》一份•《苏州工业园区住房公积金转入联系表》一份

22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凭证》一份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一份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凭证》一份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一份



四、社保关系转出

1.业务内容

n当参保员工向园区外用人单位流动时，由本人或用人单位

至中心办理养老、医疗等社保关系及住房公积金转出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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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心办理养老、医疗等社保关系及住房公积金转出手续。

2.适用范围

n从园区用人单位向园区外用人单位流动的参保员工。



社保关系转出

a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出

参保员工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园区外

3.业务要点

四、社保关系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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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中心为参保员工开具全国统一格式的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办理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转出，同时按省市规定的基金

转出规模办理养老保险基金转出。



社保关系转出

b
§基金转出金额如下：

（1）1998年1月1日之前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

分累计本息。

3.业务要点

四、社保关系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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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8年1月1日起记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

全部储存额。

（3）1998年1月1日后各参保年度的统筹基金（按各

参保年度缴费基数总和的12%计算）

备注：2010年1月1日后开设临时账户的参保员工转移

时需将账户全部缴费本息转出，转出比例为：

(1)2010.1.1-2011.6.30：28% (2)2011.7.1至今：23%



社保关系转出

§开具参保缴费凭证前，应审核参保员工相关情况：
①缴清社会保险（公积金）无欠费；若存在欠费的，须对欠费处
理结束后（补缴或放弃）方可开具参保缴费凭证；

②通过联动办理减少手续；

3.业务要点

c

四、社保关系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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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通过联动办理减少手续；

③缴费记录数据完整；

④无重复；

⑤由于缴费按日计算致使缴费基数低于下限的情况，需由本人选
择与上月基数合并或现金补足至缴费基数下限。

备注：参保员工开具参保缴费凭证后，其原公积金账户将转
变成社保账户结构，如果参保员工没有在区外就业参保，再
次回到园区的，视同于再次转入园区，其现有的社保账户不
再恢复到原公积金账户状态。



社保关系转出

§重要提示：因动用普通专户存款或借用养老补

充账户和特殊补充账户基金购房的，转移时，

3.业务要点

d

四、社保关系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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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账户和特殊补充账户基金购房的，转移时，

其养老账户（含养老个人、养老补充、养老统

筹、特殊补充账户）存储额不足转移所需基金

的，需由本人住房账户及普通专户存储余额或

现金补足后，方可办理转移手续。



社保关系转出

§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出：

由中心为其开具《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并办

理医疗个人账户存储余额转移手续。

3.业务要点

e

四、社保关系转出

2015年12月 第363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备注：原公积金缴费部分，转移时，需从其本人普通专户
或特别专户存款中扣除相应的失业统筹基金。

失业统筹基金=各年度缴费工资*苏州市失业保险单位缴费
比例



住房公积金转出住房公积金转出

§住房公积金转出：参保员工将住房公积金基

金转移到园区外的，由中心为其开具住房公

3.业务要点

f

四、社保关系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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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转移到园区外的，由中心为其开具住房公

积金转移通知书。其住房账户存储余额按规

定全额转出或提取，普通专户在留足养老应

计存款后按规定转出或提取。



四、社保关系转出

保障项目

（35周岁以下）

A计划 B计划 C计划（%）

44.2% 36.2% 28.2%

养老 20%（转出） 20%（转出）

§对2011年7月1日前缴纳的原公积金转移计算，以35周岁以下人员
为例，转出时各账户计算比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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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统筹） 8%（统筹） 20%（转出）

8.2%（统筹
的养老、失
业、工伤、
大病保险）

医疗 2%（余额部分转出） 2.5%（余额部分转出）

失业 2%（统筹） 2%（统筹）

工伤 0.2%（统筹） 0.2%（统筹）

大病（生育） 1.5%（统筹） 2.5%（统筹）

住房（特别） 10.5%（可提可转） 1%（提取）



四、社保关系转出

§对于2011年7月1日后甲类的转移计算，转移前的入账和转出时各
账户计算比例见下表：

个人账户 统筹账户

账户类型
养老
个人

养老
补充

医疗
个人

住
房

特殊

补充

养老
统筹

医疗
统筹

失业
统筹

生育
统筹

工伤
统筹

转移前的入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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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
类型

转移
转移或
提取

统筹

养老

个人

养老

补充

养老

统筹

医疗
个人

住房
特殊
补充

养老
统筹

医疗
统筹

失业
统筹

生育
统筹

工伤
统筹

甲类 2% 6% 12% 3% 16% 3% 0% 2% 1% 0.5% 1%

转出时的各账户比例

甲类 2% 6% 3% 16% 9.5% 5.5% 2% 1% 0.5% 1%

注：以上比例，自2015年7月起开始执行，以具体政策为准。



四、社保关系转出

§对于2011年7月后乙类的转移计算，转移前的入账和转出时各账
户计算比例见下表：

转移前的入账比例

个人账户 统筹账户

账户类型 养老 医疗 养老 医疗 失业 生育 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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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时的各账户比例

乙类 8% 3% 15% 2% 1% 0.5% 1%

转出 统筹

账户类型
养老
个人

养老

统筹

医疗

个人

养老

统筹

医疗
统筹

失业 生育 工伤

乙类 8% 12% 3% 3% 2% 1% 0.5% 1%

注：以上比例，自2015年7月起开始执行，以具体政策为准。



缴费年月 缴费基数

个人专户（元）

普通专户 养老专户 医疗专户

案例1 —社保关系转出

§ 1、原公积金A类会员李某30岁，每月缴费基数为3000元，没有动用
过普通和医疗专户，2011年6月开始缴费，2011年7月后转为乙类，8
月离职去上海就业，缴费入账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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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 (2%)
2011.6 3000 1078 60 57.5

缴费年月 缴费基数

个人账户（元） 统筹账户（元）

养老

8%
医疗

3%
养老

15%
医疗

2%
失业

1%
生育

1%
工伤

1%
2011.7 3000 240 87.5 450 60 30 30 30

注：以上缴费入账比例以当时实际情况为准。普通专户需每月扣除2元家庭保障保费，医疗个人账户每月需扣除2.5元大病
补充保险保费。



（1）转出时2011年6月的原公积金账户计算如下：

①转出养老个人账户储存额：3000×8%=240元（转出时含利息）

转出养老统筹基金： 3000×12%=360元（缴费基数12%的部分）

②医疗个人账户余额=57.5元（假设没有使用过）

③住房公积金转移

转出住房公积金：3000×(44.2%-养老应计-失业统筹-大病统筹-工伤统

案例1 —社保关系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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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住房公积金：3000×(44.2%-养老应计-失业统筹-大病统筹-工伤统

筹-医疗个人)=3000×（44.2%-28%-2%-1.5%-0.2%-2%）=3000×10.5%=315元

该员工转出金额共计：240+360+57.5+315=972.5元

（2）转出时2011年7月的社会保险账户计算如下：

①转出养老个人账户储存额=240元（转移时含利息）

转出养老统筹基金：3000×12%=360元（缴费基数12%的部分）

②医疗个人账户余额=87.5元（假设没有使用过）

该员工转出金额共计：240+360+87.5=687.5元



（1）2011年7月1日前公积金老账户入账情况：
缴费年月 缴费基数 缴费金额 普通专户 养老账户 医疗账户 社会统筹

2011.4 8000 3536 2878 160 157.5 200

2011.5 8000 3536 2878 160 157.5 200

§2、某参保员工，30岁，原为A类账户，已缴纳3个月，其普通账户的入账金额全都
用于购房摊还，2011年7月1日后参加甲类计划，继续用其住房账户摊还，并借用养
老补充账户和特殊补充账户的全额摊还，现在该员工在2011年8月离开园区。

案例2 —社保关系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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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 8000 3536 2878 160 157.5 200

2011.6 8000 3536 2878 160 157.5 200

（2）2011年7月1日后社会保险（公积金）新账户入账情况如下：
个人账户（元） 统筹账户（元）

缴费基数 养老
个人

养老
补充

医疗 住房 特殊 养老 失业 医疗 生育 工伤

（元） 2% 6% 3% 16% 14% 1% 1% 2% 1% 1%

8000 160 480 237.5 1280 1120 80 80 160 80 80
注：以上缴费入账比例以当时实际情况为准。普通专户需每月扣除2元家庭保障保费，医疗个人账户每月需扣除2.5元大病
补充保险保费。



各账户转移和补足情况如下：

1、2011年7月1日前公积金老账户补足和转出情况：

转出前，扣除了大病（生育）的1.5%，工伤0.2%，社会统筹2.5%中的2%的失业统筹
后，其账户余额如下：
（1）养老个人账户=3×8000×2%=480
（2）医疗个人账户=3×8000×2%-2.5×3=472.5 （假设没有使用过）
（3）普通账户=0

案例2 —社保关系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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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时的账户计算如下：
（1）需计算的养老应计存款部分：3×8000×8%（ 养老个人）+3×8000×20%（养老
统筹）=6720元
（2）医疗账户472.5元转出
（3）需现金补足的金额为=养老应计-转出前养老个人-转出前社会统筹=6720-480-
120=6120元（3×8000×25.5%）
（4）养老应计存款部分的6720元，其中，4800元（3×8000×8%）（养老个人）
+3×8000×12%）部分转移至对方社保机构，1920元（3×8000×8%）的部分留在园区
统筹基金

（3）普通账户=0
（4）社会统筹=3×8000×0.5%=120



2、2011年7月1日后新账户补足和转出情况：

转出前的个人账户情况：
养老个人=160元
养老补充=0元
医疗个人=237.5元（假设没有使用过）
住房账户=0元

案例2 —社保关系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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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时的账户计算如下：
（1）转出养老部分=养老个人160+养老补充480+养老统筹960（8000×12%）
=1600元
（2）医疗个人账户237.5元

转出时需现金补足账户情况：
养老补充=480元
特殊补充=1120元



4.经办流程

单位为参保员工缴清最后一个月的社会保险费并办理

2
1

四、社保关系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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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参保员工缴清最后一个月的社会保险费并办理

退工手续，参保员工填写《社会保险关系转出申请

表》，中心按以下流程进行养老、医疗等社保关系及

住房公积金转出。



参保员工向转入地社保经办机构提出转入申请，出示参

2
3

中心审核相关材料后，为参保员工开具《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缴费凭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凭证》

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转移 2

四、社保关系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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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员工向转入地社保经办机构提出转入申请，出示参
保缴费凭证，填写《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申请表》

经转入地社保经办机构审核，符合条件的，15个工作日内
生成《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并
通过邮寄或网上平台发至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中心（行政区划代码为320540）

2
4



中心收到联系函后，15个工作日内生成《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参保人员医疗保险类型变更

信息表》，并通过邮寄或网上平台发至转入地社保经办

2
5

四、社保关系转出

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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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同时划出基金，终止其园区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关

系，并将信息做好备份

转入地社保经办机构在收到信息表及基金后，15个工作

日内接续好其个人账户，并将办结情况通知参保员工所

在的转入地用人单位

2
6



中心为参保员工办理社保关系转移的同时，办理住房公积金转
移或提取手续

转至苏州大市外的：中心为其办理住房账户余额一次性提取手

住房公积金转移
1

四、社保关系转出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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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至苏州大市外的：中心为其办理住房账户余额一次性提取手
续，如参保员工要求转移住房公积金基金的，出具住房公积金
联系函，中心为其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的转出

转至苏州大市内的：出具《苏州市区住房公积金转入联系表》
的，中心为其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的转出。如转入地尚无
转入账户的，则其住房公积金账户结存在园区，按照结存额相
关规定操作



11
•参保员工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关系转出申请表》一份
•参保员工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关系转出申请表》一份

5.所需材料

四、社保关系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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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保员工如需委托他人办理，则需填写中心统一格式的委托书，并

提供受托人、委托人双方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参保员工如需委托他人办理，则需填写中心统一格式的委托书，并

提供受托人、委托人双方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22

• 参保员工需将住房公积金跨市转移的，则需提供转入地住房经办机

构开具的住房公积金联系函

•如果转移至苏州大市范围内，则需提供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

开具的《苏州市区住房公积金转入联系表》

• 参保员工需将住房公积金跨市转移的，则需提供转入地住房经办机

构开具的住房公积金联系函

•如果转移至苏州大市范围内，则需提供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

开具的《苏州市区住房公积金转入联系表》



五、结存额提取

1.业务内容

n参保员工已办理社会保险关系向区外转移且住房公积金基

金未转出的，符合规定的，可申请一次性提取个人社会保

险（公积金）住房账户或普通专户结存额以及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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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公积金）住房账户或普通专户结存额以及住房公积金

账户余额的本息。

n参保员工办理社会保险关系向区外统筹区域转移手续后，

可一次性提取原园区公积金B、C类综合保障计划在转移后

的结存额。



结存额提取结存额提取

a
§参保员工办理住房结存额提取需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

①离退休；

2.业务要点

五、结存额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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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离退休；

②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

③丧失劳动能力；

④出国定居；

⑤外地户籍员工社会保险（公积金）关系转移到

园区外统筹区域；



结存额提取结存额提取

b ⑥苏州市户籍员工社会保险（公积金）关系

转移到苏州大市以外统筹区域；

2.业务要点

五、结存额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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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社会保险（公积金）关系转出后购房；

⑧男满50周岁、女满40周岁下岗失业且社会

保险（公积金）账户封存满二年；

⑨低保、低保边缘和特困职工；

⑩其他特殊原因。



3.经办流程

参保员工携带相关材料至中心

2
1

五、结存额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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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审核后，按规定办理提取手续，并于5个工作日内将

相关款项划转至参保员工的社会保障·市民卡内，参保员

工自行至银行领取

2



11
•参保员工身份证、社会保障·市民卡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办理社保关系转出时中心开具的结存单

•参保员工身份证、社会保障·市民卡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办理社保关系转出时中心开具的结存单

五、结存额提取

4.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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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其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离退休员工办理结存额提取的，还需提供
离（退）休证

•死亡的，还需提供死亡证明、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代
为领取人身份证

•其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离退休员工办理结存额提取的，还需提供
离（退）休证

•死亡的，还需提供死亡证明、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代
为领取人身份证



4.所需材料

33

•丧失劳动能力的，还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出国定居的，还需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或境外永久居留

证件或境外身份证

•丧失劳动能力的，还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出国定居的，还需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或境外永久居留

证件或境外身份证

五、结存额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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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外地户籍员工社会保险关系转出园区外的，还需外地户口簿或外地

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证明；户籍迁移至外地的，还需提供户口迁移证

明

•外地户籍员工社会保险关系转出园区外的，还需外地户口簿或外地

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证明；户籍迁移至外地的，还需提供户口迁移证

明



55

•苏州市户籍员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到苏州大市以外统筹区域的，还

需提供与外地（不含大市范围）单位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或当地社

保部门出具的社保缴存证明

•苏州市户籍员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到苏州大市以外统筹区域的，还

需提供与外地（不含大市范围）单位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或当地社

保部门出具的社保缴存证明

4.所需材料

五、结存额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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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社会保险关系转出后购房的，还需提供结婚证、购房合同、不动产

发票、银行开具的每月还贷证明，二手房需提供房产证、土地证、

契税完税发票

•社会保险关系转出后购房的，还需提供结婚证、购房合同、不动产

发票、银行开具的每月还贷证明，二手房需提供房产证、土地证、

契税完税发票



4.所需材料

77

•男满50周岁、女满40周岁下岗失业且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账户

封存满二年的，还需提供户口簿、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或劳动部门出

具的下岗、失业证明

•男满50周岁、女满40周岁下岗失业且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账户

封存满二年的，还需提供户口簿、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或劳动部门出

具的下岗、失业证明

五、结存额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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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低保特困对象的，还需提供民政部门发放的《城市（镇）居民最低

保障救济（补助）金领取证》或《低保边缘困难人群生活救助金领取

证》或总工会发放的《特困职工救助证》

•低保特困对象的，还需提供民政部门发放的《城市（镇）居民最低

保障救济（补助）金领取证》或《低保边缘困难人群生活救助金领取

证》或总工会发放的《特困职工救助证》



1.业务内容

n外地农村户籍回乡务农的参保员工，可按规定办理原公积

金存量基金个人账户储存额和社会保险（公积金）、医疗

和住房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提取手续

六、一次性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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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住房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提取手续

2.适用范围

n非苏州市农村户籍的参保员工



一次性提取一次性提取

a §回乡务农一次性提取：

（1） 2011年6月30日前缴纳的原公积金个人账户储存额，

继续维持“可转可提”，提取比例不变 ，如未使用过

3.业务要点

六、一次性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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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维持“可转可提”，提取比例不变 ，如未使用过

医疗专户和普通专户的，A类约为27.5%，B类约为20.5%，

C类约为15%；

（2） 2011年7月1日后新缴纳的社会保险（公积金）部

分，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按规定进行转移，个

人账户不允许提前支取，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住房账户

的储存余额可按规定办理转移或一次性提取。



案例3—一次性提取

缴费年月 缴费基数 缴费金额 普通专户 养老账户 医疗账户 社会统筹

务农提取只能提取老政账户，2011年7月1日前公积金老账户入账情况如下：

§某外地农村户籍员工25岁，原公积金A类会员，2011年7月1日后参加甲类计
划，缴费基数均为3000元，其住房账户缴费比例为16%，从未动用过公积金购
房也未动用过医疗专（账）户，8月份办理离职，准备离开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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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年月 缴费基数 缴费金额 普通专户 养老账户 医疗账户 社会统筹

2011.4 3000 1326 1078 60 57.5 75
2011.5 3000 1326 1078 60 57.5 75
2011.6 3000 1326 1078 60 57.5 75

该员工申请将老账户务农提取，则一次性提取金额如下：180（养老专户
）+172.5（医疗个人）+3234（普通专户）+9000×2.5%（已缴社会统筹
） -9000×15%（需扣社会统筹）=2461.5元

注：以上缴费入账比例以当时实际情况为准。普通专户需每月扣除2元家庭保障保费，医疗专户每月需扣除
2.5元大病补充保险保费。



a

§出国定居一次性提取个人账户：

参保员工出国定居或到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定居

1、2011年7月1日前的老政账户，可按规定一次性提取本人公积金

个人专户存储额在扣除社会统筹基金之后的余额，并终止公积金

1.业务要点

七、出国定居一次性提取个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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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专户存储额在扣除社会统筹基金之后的余额，并终止公积金

社会保险关系，社会统筹基金扣除比例及同非苏州市户籍员工回

乡务农提取比例。

2、2011年7月1日后新政账户，参保人员若改变国籍的，则可一并

提取2011年7月1日后的新政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终止社保关系；
若未改变国籍的，则只能按规定一次性提取2011年7月1日前的本
人公积金个人专户存储额在扣除社会统筹基金之后的余额。



七、出国定居一次性提取个人账户

所需材料：

参保人员办理退工手续后，提供以下材料到中心办理提取手续：

1、T1表《苏州工业园区出国定居一次性提取社会保险（公积金）个人账户申

请表》一份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社会保障·市民卡

2015年12月 第390页（第五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社会保障·市民卡

3、劳动合同解除证明（经园区劳动管理部门退工备案）

4、护照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5、出国定居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6、若是改变国籍的，还需提供户籍注销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上述材料中

的身份证原件不用提供）



b § 出国定居提取—外籍人士终止社保关系提取个人账户：

已参保的外籍人士、台港澳人员在达到退休年龄前与园

1.业务要点

七、出国定居一次性提取个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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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离境，其社保个人账户予以保留，

再次来中国就业的，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如果本人申请

要求终止社保关系的，可按出国定居一次性提取的相关

规定，提取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基本医疗保险个

人账户的存储余额，同时终止社保关系。



七、出国定居一次性提取个人账户

外籍人士终止社保关系提取个人账户所需材料

用人单位为参保员工缴清公积金并办理人员减少手续后，参保员

工携带以下材料到中心办理提取手续，并终止社会保障关系：

1、T1表《苏州工业园区出国定居一次性提取社会保险（公积金）个人

账户申请表》一份

2、境外人员就业证注销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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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境外人员就业证注销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经本人签字，离职单位盖章的解除合同证明原件一份

4、护照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5、社会保障·市民卡

6、若情况特殊，需委托单位公积金经办人至中心办理提取手续的，除

上述材料外，另附经参保员工本人签字的委托书（有样表）及单位

盖公章的介绍信（有样表）

7、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某32岁外籍人士于2011年4、5、6月参加公积金A类计划，7月参加
甲类计划，缴费基数均为3000元，其住房账户缴费比例为16%,从未
动用过公积金购房也未使用过医疗专户，8月份办理离职，准备回
国定居。

（1）2011年7月1日前公积金老账户入账情况如下：
缴费年月 缴费基数 缴费金额 普通专户 养老专户 医疗专户 社会统筹

案例4-外籍人士终止社保关系提取个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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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年月 缴费基数 缴费金额 普通专户 养老专户 医疗专户 社会统筹

2011.4 3000 1326 1078 60 57.5 75

2011.5 3000 1326 1078 60 57.5 75

2011.6 3000 1326 1078 60 57.5 75

该外籍人士申请终止园区社保关系，老账户一次性提取金额：180（养
老专户）+172.5（医疗个人）+3234（普通专户）+9000×2. 5%（已缴社
会统筹）-9000×15%（需扣社会统筹）=2461.5元

注：以上缴费入账比例以当时实际情况为准。普通专户需每月扣除2元家庭保障保费，医疗专户每月需扣除
2.5元大病补充保险保费。



（2）2011年7月社会保险（公积金）新政账户入账情况
如下：

个人账户（元） 统筹账户（元）

缴费基数 养老 医疗 住房 特殊 养老 失业 医疗 生育 工伤

（元） 8% 3% 16% 14% 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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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240 87.5 480 420 30 30 60 30 30

新政账户一次性提取金额为：240+87.5+480=807.5元

注：以上缴费入账比例以当时实际情况为准。医疗个人账户每月需扣除2.5元大病补充保险保费。



目录

第一部分：单位征缴管理

第二部分：个人保障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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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社会化服务



社会化服务

Ø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管理

Ø个人权益记录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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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待安置人员补贴发放

Ø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



一、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制发

1.业务内容

n 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是由苏州市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应用于办理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领域相关社会事务和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智能IC卡。

n 社会保障·市民卡卡面标识持卡人姓名、照片、卡号及社会保障号码（身份

证号码）等基本信息，具有社会保障、金融服务和电子钱包三大功能。

n 参保人员须妥善保管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因保管不当造成基金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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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参保人员须妥善保管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因保管不当造成基金损失的，

由其本人负责。

2.适用范围
n 园区首次参保人员，原在市区参保并已领到市区发放的社会保障·市民卡的

参保人员，园区不再为其制发新卡。



a §单位经办人到园区社会保障·市民卡服务中

心领卡，须出示单位介绍信和本人身份证件。

3.经办要点

一、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制发

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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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制卡周期为30天。

§中心将制卡校验失败人员反馈单位，单位须

尽快进行信息修正，或提供身份佐证材料重

新制卡。



4.经办流程

所在单位为在职人员办妥人员新增参保手续后，通过网站或柜
面将申领表、新增人员的照片电子档或书面档提交中心

1

一、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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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办理资料审核通过后，中心将制卡人员信息及照片发送市人社
局信息中心制卡

2

单位经办人持单位介绍信和本人身份证件至园区社会保障·市
民卡服务中心领取卡片

3



二、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挂失

1.业务内容

n电话口挂：拨打社会保障·市民卡服务热线：96067或962026，

并根据语音提示操作。

n网点口挂：直接前往苏州银行各营业网点、市或区社会保

障·市民卡服务中心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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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市民卡服务中心办理。

n书面挂失：持卡人凭本人身份证件和银行账户密码到苏州银

行各营业网点、市或区社会保障·市民卡服务中心窗口办理书

面挂失。

2.适用范围

n遗失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的参保人员。



a §办结时限：补卡周期为7天。

§挂失注意事项：挂失手续办妥后即时生效，电

3.经办要点

二、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挂失

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挂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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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失注意事项：挂失手续办妥后即时生效，电

子钱包账户不挂失；书面挂失委托办理的，须

一并提供委托人和受委托人身份证件。

§书面挂失办理地点：市或区社会保障·市民卡

服务中心网点、苏州银行各营业网点。



b
n解挂：口头挂失可办理解挂手续；办理书面挂失
后，不可解挂。

n电话口挂的解挂：可至市或区社会保障·市民卡

3.经办要点

二、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挂失

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挂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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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电话口挂的解挂：可至市或区社会保障·市民卡
服务中心网点、苏州银行各营业网点办理。

n网点口挂的解挂：须至原口挂网点办理。

n解挂注意事项：办理解挂手续时持卡人须出示社
会保障·市民卡及本人身份证。解挂业务不能代
办，解挂后，社会保障·市民卡相关功能即行恢
复。



4.经办流程

拨打社会保障•市民卡服务热线96067或962026进行电话口头挂失；或至苏州
银行各营业网点、市或区社会保障•市民卡服务中心办理口头挂失；或持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和银行账户密码至苏州银行各营业网点、市或区社会保障•
市民卡服务中心窗口办理书面挂失

2

1

二、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挂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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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失后，社会保障功能、银行账户将立即冻结

2

7天后，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业务回执至原补办网点领取新卡

4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银行账户密码至苏州银行各营业网点、市或区社会保
障•市民卡服务中心窗口申请补卡

3



网点名称 地址 营业时间

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
卡服务中心

三香路188号华侨饭店西侧 8:30-17:00  365天

姑苏社会保障·市民卡
服务中心

竹辉路217号竹辉饭店斜对面 8:30-17:00  365天

烽火路56号供电局北侧 8:30-17:00  365天

三、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服务网点—市、区社会保障·市民卡服务中心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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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门路217号（娄门桥东公交车向阳桥站旁） 8:30-17:00  365天

工业园区社会保障·市
民卡服务中心

星海生活广场北区域B221号 8:30-17:00  365天

高新区社会保障·市民
卡服务中心

轨交1号线塔园路站，邓尉路往东100米 8:30-17:00  365天

吴中区社会保障·市民
卡服务中心

东吴南路165号 8:30-17:00  365天

相城区社会保障·市民
卡服务中心

庆元路168号相城区市民服务中心一楼东侧 8:30-17:00  周一至周六



序号 区域 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1

姑
苏
区

凤凰街支行 凤凰街221号 0512-65197315

2 干将支行 干将西路572号 0512-65311072

3 桐泾支行 苏州市解放东路555号 0512-68202621

4 三香路支行 苏州市三香路188号 0512-68119673

三、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服务网点—苏州银行苏州市区主要服务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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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香路支行 苏州市三香路188号 0512-68119673

5 平门支行 苏州市人民路1755号 0512-65126157

6

园
区

园区支行 园区苏绣路89号 0512-62806128

7 湖东支行 园区钟园路728号 0512-69868023

8 娄葑支行 园区娄葑镇南摆宴街69号 0512-67250867

9 东环路支行 东环路1518号 0512-68798033

10 唯亭东区支行 园区唯亭镇金陵路 0512-65078750



序号 区域 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11
高
新
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长江路485号 0512-65369569

12 狮山路支行 新区狮山路35号 0512-68780416

13 虎丘支行 平江区大观路2-8号 0512-65342351

14 苏州分行 苏州市人民路1755号 0512-65126157

三、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服务网点—苏州银行苏州市区主要服务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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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吴
中
区

苏州分行 苏州市人民路1755号 0512-65126157

15 吴中区支行 吴中区广建路商贸城3幢1号 0512-65611501

16 木渎支行 吴中区木渎镇金山路10号 0512-66263561

17 越溪支行 吴中区越溪镇吴山街9号 0512-66551372

18
相
城
区

相城区支行 陆慕镇阳澄湖中路10号 0512-65493275

19 黄埭支行 黄埭镇春丰路256号 0512-65481129

20 阳澄湖支行 相城区湘城镇城中路55号 0512-65428672



四、社会保障·市民卡密码

1.业务内容

n 社会保险（公积金）密码：用于在园区社保基金（公积金）管理中心网

站及自助设备上查询社会保险（公积金）个人账户、办理业务等。已领取

过原园区社保卡（江苏银行卡）的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公积金）密码不

变。此密码可通过中心咨询电话、中心网站或服务大厅触摸屏自助修改，

遗忘密码的须至中心或各办事处办理重置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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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密码的须至中心或各办事处办理重置手续。

n 金融服务密码：此密码可通过苏州银行柜面、自助设备或服务热线96067

进行修改，如有遗失须持有效身份证原件至苏州银行各营业网点办理解锁

或重置。

n 社会保障功能密码（医保刷卡密码）：若有需要开通，可持有效身份证

原件至市本级社会保障·市民卡服务中心办理设置、解锁、修改或重置密

码等相关业务。

n 参保人员须妥善保管社会保障·市民卡密码，因保管不当造成损失的，

由本人负责。



2.经办流程

中心于每月月末拉取社会保险（公积金）密码数据，移交
至苏州市邮政局

1

四、社会保障·市民卡密码—社会保险（公积金）密码制发

社会保险（公积金）密码制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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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邮政局将打印封装好的社会保险（公积金）密码函

移交至园区社会保障·市民卡服务中心

22

次月月末，单位经办人或灵活就业参保人员至园区社会保
障·市民卡服务中心领取密码函

3



2.经办流程

参保人员携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件至中心或

办事处，申请重置。

1

四、社会保障·市民卡密码—社会保险（公积金）密码重置

社会保险（公积金）密码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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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心当场办结。参保人员可通过中心咨询电话、中心网站

或服务大厅触摸屏修改。



3.经办流程

拨打0512-62888222

四、社会保障·市民卡密码—社会保险（公积金）密码修改

电话修改：

社会保险（公积金）密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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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网站，进入个人业务页面的“密码修改”

插卡点击 “密码修改”

网站修改：

触摸屏修改：



社会化服务

Ø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管理

Ø个人权益记录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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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待安置人员补贴发放

Ø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



个人权益记录单管理

1.业务内容

n中心每年1月份、7月份分两次为参保人员制发个人权益记录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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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

n对账期内参加社会保险（公积金）制度且记录单生成时正常缴

费状态的在职人员

n对账期内享受社会保险（公积金）待遇且记录单生成时人员状

态正常的退休（职）人员



个人权益记录单管理

a n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权益记录单是记载社保

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的重要凭证。中心在每年1

月、7月分两次制发权益记录单，单位收到记录单后

3.经办要点

个人权益记录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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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7月分两次制发权益记录单，单位收到记录单后

不得泄露记录单记载的信息，同时必须及时将记录

单发放到员工手中。因单位原因导致信息泄露或未

发放至本人的，由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n如单位联系地址变更，须登录网上申报缴费系统自

助更新，也可至中心或各办事处服务柜面更新。

n可登录中心网站，查阅本期和历史权益记录单。



4. 经办流程

每年1月份、7月份，中心生成对账数据，并交由苏州邮政

制作
2

1

个人权益记录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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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3月底、9月底前，邮政将个人权益记录单寄送至单位，

由单位负责尽快将记录单发放至本人

2

参保人员如有疑问，可在收到权益记录单一个月内反馈和

咨询中心

3



社会化服务

Ø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管理

Ø个人权益记录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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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待安置人员补贴发放

Ø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



待安置人员补贴发放

1.业务内容

n从2009年1月1日起，待安置人员在园区用人单位或自谋职业参加
社会保险(公积金)并足额缴费的，单位和个人享受相应公积金补贴；
补贴由中心按季度发放，单位和个人无须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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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从2009年1月1日起，待安置人员在园区以外地区参加社会保险并
足额缴费的，个人享受相应公积金补贴；补贴由中心按半年度发放，
个人须至中心或办事处办理申请。



待安置人员补贴发放

待安置人员界定：

2004年1月1日前园区被征地（被拆迁）农民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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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拆迁）时女16周岁（含16周岁）至35周岁（含35

周岁），男16周岁（含16周岁）至45周岁（含45周岁）

的人员。



待安置人员补贴发放

补贴对象
新政实施以后补贴金额标准(元)

参保类型 2015年7月-

用人单位
甲类 269.70

2.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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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
乙类 269.70 

在职员工 甲类/乙类/区外在职参保 141.59

自谋职业

区内、区外灵活就业
（只参加养老）

230.00

区内、区外灵活就业
（同时参加养老和医疗）

297.43



a n补贴按照“先缴后补”原则，由中心按期社会化

发放；

3.经办要点

待安置人员补贴发放

待安置人员补贴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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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补贴年限加征地一次性补缴年限最长不超过15年；

n单位需对补贴发放账户进行维护；

n待安置人员已经领取“再就业优惠证”的，按就

高原则选择享受“优惠证补贴”或待安置补贴，

不可以重复享受。



4. 经办流程

园区用人单位录用待安置人员并足额缴费、或待安置人员灵活就业参保并足额
缴费

2

1
区内参保

待安置人员补贴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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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每个季度第1个月，通过系统校验待安置人员上季度缴费，生成用人单
位应发补贴、在职待安置人员应发补贴、灵活就业人员应发补贴 ，并制作补
贴用款报告向园区劳动保障局、财政局请款

园区劳动保障局、财政局请款审核通过并拨付补贴用款至中心，中心进行补
贴社会化发放；单位补贴发放至单位提供的补贴账户或缴费托收账户，在职
员工补贴发放至社会保障·市民卡银行账户，灵活就业补贴发放至农行缴费
托收账户

3



待安置人员每年4月15日至4月30日及10月15日至10月31日，携身份证原件及

待安置人员在园区以外地区参保并足额缴费

2

14.经办流程 区外参保

待安置人员补贴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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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安置人员每年4月15日至4月30日及10月15日至10月31日，携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区外参保缴费明细、银行账号至中心基层科或社会化服务科申请前
半年度参保补贴，中心审核无误后导入系统生成补贴明细 ，并制作请款报表
向园区劳动保障局、财政局请款

园区劳动保障局、财政局请款审核通过并拨付补贴用款至中心， 中心将补贴
社会化发放至参保人员提供的本人农行账户（首次申请区外补贴的，须提供
本人农行存折或卡的账号复印件）

3



社会化服务

Ø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管理

Ø个人权益记录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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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待安置人员补贴发放

Ø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



1.业务内容

园区企业退休人员办理退休手续后，纳入居住地社区实行属

地化管理，享受各级退管服务机构提供的社会化服务。单位应及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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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做好：

①在首次办理档案移交前，与中心签订退管协议；

②协助退休人员完成信息采集；

③及时完成基本信息采集表和人事档案移交。



a §单位应及时办理退管协议签订和档案移交工
作，因单位原因造成退休人员无法及时享受
社会化管理服务的，由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2.经办要点

信息采集及档案移交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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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管理服务的，由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经员工实际居住地所在社区核实并盖章确认（一份由社区留底，

3. 经办流程

单位在员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3个月（退休预审批时）通知员
工本人填写《基本信息采集表》

2

1

信息采集及档案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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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员工实际居住地所在社区核实并盖章确认（一份由社区留底，
一份交回单位）

单位于办妥退休审批的10天内，持《档案移交花名册》、《基本
信息采集表》和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到中心，办理档案移交手续

3

4
中心审核移交档案后打印《档案移交明细表》，双方在档案目
录上签字，完成交接手续

4



服务网点

中心本部：

汇金大厦

1-4楼

娄葑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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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亭东办事处

唯亭西办事处

胜浦办事处

独墅湖办事处

斜塘办事处

湖西办事处



服务网点

网点 地 址 工作时间 备注

中心
本部

苏州大道东123号中新汇金大厦
周一至周五9﹕00-12﹕00，14﹕00-17﹕30

中午值班：12:00-14:00

娄葑

办事处

娄葑街道东振路59号（娄葑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服务所）

周一至周五9﹕00-11﹕30，13﹕30-17﹕00

唯亭东 唯亭街道迎宾路11号（唯亭人力资源和社会

服务时间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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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

节假日
除外

唯亭东
办事处

唯亭街道迎宾路11号（唯亭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服务所）

周一至周五9﹕00-11﹕30，13﹕30-17﹕00

唯亭西
办事处

唯亭街道葑亭大道西、跨阳路南苏杭时代广
场三楼（唯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

周一至周五9﹕00-11﹕30，13﹕30-17﹕00

胜浦

办事处

胜浦街道兴浦路15号（胜浦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服务所二楼）

周一至周五9﹕00-11﹕30，13﹕30-17﹕00

独墅湖
办事处

林泉街368号（独墅湖科教人才市场1楼） 周一至周五9﹕00-11﹕30，13﹕30-17﹕30

斜塘
办事处

苏州工业园区普惠路456号（星湖街于普惠
路交界口，街道办事处一站式大厅内）

周一至周五9﹕00-11﹕30，13﹕30-17﹕00

湖西
办事处

星海广场北区负2层B221 周一至周五9﹕00-12﹕00，14﹕00-17﹕30



欢 迎 访 问 中 心 网 站： http://www.sipspf.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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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中心新浪官方微博：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管理中心

欢迎关注 中 心 官方微信：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管理中心

http://www.sipspf.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