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内容 保障责任 保额
免赔额      

报销比例

意外伤害保险 因意外所导致身故或残疾 2万 ——

意外医疗费用
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所产

生的合理医疗费用
2万

0免赔      

100%赔付

意外住院津贴
因意外伤害住院治疗，按

实际天数给付住院津贴
1 元 天

单次以90天为限，

全年180天为限

�

�� �

保障内容 保险责任 保额
免赔额    

赔付比例

门、急诊医疗

因意外或疾病通过门、急诊治疗

所发生的社保范围内，由被保险

人个人支付的合理治疗费用

1万
200元免赔  

90%赔付

住院医疗

因意外或疾病通过门、急诊治疗

所发生的社保范围内，由被保险

人个人支付的合理治疗费用

1万 0免赔 %赔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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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北京市门头沟区征兵优待政策 德露苑社区
防疫措施升级保障居民安全

按照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废
止<关于城镇职工补缴基本养老保险
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的通告》
（京人社发〔2020〕7 号）文件要求，《关
于印发<关于超过国家规定劳动年龄
的本市城镇人员补缴社会保险有关问
题的处理办法>的通知》（京劳社养发

〔2005〕111 号）和《关于城镇职工补缴
基本养老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京
人社养发〔2010〕239号）将于 2020年 7
月1日起废止。

依据当前政策，符合条件的申请
人，可申请补缴1992年10月至2011年
6月期间的养老保险，现场补缴和线上
申请的截止时间均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鉴于目前我市处于疫情防控期
间，为了避免人群聚集，现场补缴需做
好个人防护，除现场补缴外，申请人亦
可在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6 月 30 日期
间，通过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官网、“北京人社”微信公众号或手
机APP的【个人养老保险费补缴申请】
通道进行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简单便
捷，只需填写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等信息。

线上申请提交成功后，申请人须
在2020年7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做
好个人防护并提供补缴申请材料，到
区公服中心办理补缴手续，逾期未办
理视为放弃补缴。区公服中心将按照
线上申请成功的人员名单，审核受理
申请人提交的补缴养老保险材料。

申请补缴的人员需满足的主要条
件为：在法定退休年龄（男 60周岁、女
50 周岁）内的本市城镇户籍有档案人
员；在法定退休年龄（男 60周岁、女 50
周岁）内且在区公服中心以个人名义
委托存档的本市城镇户籍人员，在
1992年10月至2011年6月期间因各种
原因未缴纳养老保险费或者有缴费中
断情况，且所补缴时间段内必须为本
市城镇户口，可以申请补缴。本市农
业户籍、无档案人员以及外埠户籍参
保人员均不可以申请补缴。具体补缴
条件以现场审核档案为准。

特此通告。

咨询电话：69849914、69842044、
69854041、69842953、69864978

工作时间：工作日早9：00——晚
5：00

办理地点：人保大厦民生大厅（中
门寺16号）

门头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6月20日

复学升学优待
（一）复学政策。应征入伍服义

务兵役前正在高校就读的学生（含高
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
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2年内
允许复学或入学；有条件的可以参加
原学校组织的函授或自学原专业课
程，经部队团级单位批准可以参加学
校组织的考试。对退役后回原学校
原专业复学的学生，所在学校承认其
已修课程的成绩和学分，对已修课程
或修完总学时数五分之四的课程，因
入伍而未参加课程考试的，所在学校
可参考其平时学习情况确定其该课
程的成绩，并给予相应的学分。

（二）转换专业。放宽退役大学
生士兵复学转专业限制，大学生士兵
退役复学，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
序后，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

（三）研究生专项招生。设立“退
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
计划，每年安排一定数量专项计划，
专门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并将
高校在校生服兵役情况纳入推免生
遴选指标体系。

（四）考试升学加分。高校应届
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后、
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应征入伍服义
务兵役退役完成本科学业后，3年内
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
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退役人
员，符合研究生考试条件的可免试
（指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自谋职
业的城镇退役士兵报考普通高等学
校、成人高等学校的，投档总分可增
加10分，其中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
以上的，投档总分可增加20分。

（五）高职（专科）升学。高职（专
科）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入伍经历可
作为毕业实习经历；具有高职（专科）

学历的毕业生及在校生（含高校新生）
应征入伍，退役后在完成高职（专科）
学业的前提下，可免试入读普通本科，
或根据意愿入读成人本科，自2022年
专升本招生起执行。高职（专科）应届
毕业生或在校生，从我市应征入伍，服
役期间被评为一次(含)“优秀士兵”以
上奖励的（进藏兵不受限制），可免试
升入同专业或相近专业本科学习。

（六）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退
出现役1年内可以选择免费参加一
次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教育培训期
限一般为2年，最短不少于3个月。
参加市指定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
高等教育、参加短期职业技能培训，
根据培训周期按照我市城镇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生活补助费。
具有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的退
役士兵，可以报考高等职业院校，承训
院校单独划定录取控制分数线，择优
录取，报考全日制和成人高等院校的
退役士兵，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七）报考军队院校。具有高中
毕业以上文化程度或者同等学历、未
完成国家高等学历教育的在校大学
生士兵，满足相应条件可以报考军队
院校。高中生士兵年龄不超过22周
岁（截止当年1月1日），大学在校生
士兵不超过23周岁：义务兵考生必
须服役满1年，士官考生必须服役满
2年，不超过3年，且在本军级单位工
作满半年（截止当年6月30日）。

就业优待
（一）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士

兵退役后一年内，可视同当年的应届
毕业生，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续，
向原就读高校再次申请办理就业报
到手续，户档随迁（直辖市按照有关
规定执行）；退役高校毕业生士兵可
参加户籍所在地省级毕业生就业指
导机构、原毕业高校就业招聘会，享

受就业信息、重点推荐、就业指导等
就业服务。教育部在“24365”校园
招聘服务活动中开辟退役大学生士
兵岗位专区，畅通就业渠道。

（二）安排工作。士官服役满12
年的、服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
奖励的等情况，由人民政府安排工
作。在校大学生服役期满退出现役时
不愿复学而希望就业的，由入学前户
口所在地的退伍军人安置机构负责接
收，并按照有关政策规定进行安置。

（三）定向招聘。根据《关于做好
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工作的意见》
（京组发〔2011〕27号）规定全市每年
拿出一定数量的公务员、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非公经济组织岗位，定向
考录退役大学生士兵。考录聘数量
总数不低于当年列入人员范围退役
大学生士兵人数的50%，退役大学生
士兵可视同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办理招录用手续。本科以上学历非
京籍退役复学后完成学业的在校大
学生或应届毕业生，被本市用人单位
接收的，可办理进京落户手续。

经济补助补偿
（一）家庭优待金。《中华人民共

和国兵役法》第十章第五十八条规定
“义务兵服现役期间，其家庭由当地
人民政府给予优待，优待标准不低于
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北京市发放标
准按照上年度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水平调整增长，每年各区自行
调整。根据门头沟区补助政策，义务
兵期间，第一年在市补助的基础上再
增加1万元。进藏优待。进藏服役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在普通义务兵优
待金的基础上增加2倍发放，每年适
时进行调整。因驻训、换防等进入藏
区服役的义务兵，根据团以上政治机
关出具的证明，按实际在藏区服役的
月份补发（补发部分列入到下一年度

预算并发放）。
（二）学费资助：国家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
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3号）
规定“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
高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
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
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退役后自愿
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对退役
1年以上，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给予教育资
助。资助标准为本科学生每人每年
最高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每人每
年不超过12000元。”

（三）自主就业经济补助：《退役
士兵安置条例》第三章第十九条规定

“对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地方人民
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予经
济补助”。

（四）服役津贴和退役金：根据部
队有关规定，服义务兵期间，部队累
计发放或转移支付8万余元。其中，
包含津贴、退役金、退役补助、转移支
付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等。

（五）节日慰问。将义务兵家庭
纳入“两节”慰问范围。关心关爱军
人家庭，进一步增强军人荣誉感，每
年“八一”、“春节”期间广泛开展丰富
多彩的拥军优属活动，门头沟籍的义
务兵在两年服役期间每人每节发放
不低于500元标准的慰问品（“两节”
共计每人1000元），所需经费由各镇
街纳入财政预算并组织实施。

为义务兵、士官父母

投保健康综合险
为从我区入伍的门头沟籍义务

兵、士官父母投保健康综合险。补充
医疗保险每人每年保费2400元，意
外伤害保险每人每年保费200元，两
项保费合计每人每年2600元。

（详见表格）

本报讯（记者屈媛何依锋）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出现的新变化，大峪街道按照
统一部署，迅速行动起来，措
施升级，全员发动，坚决阻断
疫情传播渠道，保障辖区居民
安全。

记者在徳露苑社区门口
看到，小区入口处新安装了电
子门禁系统，社区居民需要使
用门禁卡才能进入小区，实现
了人员的精准管控。同时，进
入社区的所有人员还要进行体
温检测并出示电子出入证。针
对非本小区居民、快递、外卖等
人员更要检查北京健康宝，并
登记后方可进入社区。

社区还充分发挥网格员作
用，动员楼门长、志愿者等通过
电话、微信群、走访入户等多种
形式，对社区居民进行第二轮
全面摸排，提醒大家做好自身

防护，少出门、不聚集。
社区居民告诉记者：“我们

现在除了出去买生活必需品，
其余时间都在家，尽量不外出，
社区现在管理的也非常严格，
我们都很放心。”

此外，社区还增加了对楼
道和公共场所的消杀频次，保
障公共场所清洁卫生。

徳露苑社区党委书记孙云
鹏说：“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的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摸排工作、管
控工作和管控人员的保障工
作。其次，我们还会引进社会
单位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到
社区疫情防控中来，确保社区
安全。”

据了解，大峪街道目前已
完成第二轮摸排工作，摸排居
民203698人次，各类型商户、
单位1656家。

自2020年7月1日起，我市《关
于城镇职工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有
关问题的通知》（京人社养发[2010]
239号）文件将废止。本市户籍人员
申请个人补缴将不再办理，根据本市
实际工作，现将一些参保人关心的问
题统一答复如下：

问题一：可以申请补缴的人员范围
本市户籍有档案人员。本市农

业户籍、无档案人员以及外埠户籍参
保人员不可以申请补缴。

问题二：可以申请补缴的时间范围
1992年10月至2011年6月。
问题三：什么情况可以补缴？
在区级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区公服中心）以个人名义
委托存档的本市户籍人员，在1992
年10月至2011年6月期间因各种原
因未缴纳养老保险费或者有缴费中
断情况。

问题四：什么情况不能申请补缴？
以下5种情况不可以补缴：
一是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间；
二是被判刑劳教收监执行期间；
三是办理外埠户籍进京之前；

四是办理本市户籍农转非之前；
五是目前已享受退休待遇的。
此外，由于单位原因造成职工养

老保险应缴未缴的，由单位为其申请
补缴。

问题五：申请补缴截止时间及申
请方式

个人申请补缴截止时间为2020
年6月30日。

现场申请和线上申请均可以，但
目前我市处于疫情防控期间，为避免
人群聚集，强烈建议参保人在6月22
日后通过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官网、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的
【个人养老保险费补缴申请】通道进
行线上申请。线上申请无需提供任
何材料，只需准确填写本人姓名、身
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

问题六：线上申请成功了，什么
时间办理补缴手续？

线上申请提交成功后，7月1日
至9月30日,区公服中心按照线上申
请成功人员名单，审核受理申请人提
交的补缴养老保险材料。

请申请人于2020年9月30日前

提供补缴申请材料，到档案所在区或
户籍所在区公服中心办理补缴手续，
逾期未办理视为放弃补缴。

问题七：线上申请成功了，后续
怎么办理具体补缴手续？

要看申请人的人事档案存放在
哪里？一般有三种情况：

1.我的人事档案存放在户口所
在地的区公服中心

办理流程：携带相关补缴材料到
人事档案存放地办理补缴手续。

2.我的人事档案存放在北京市
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中心，或者
在街道（乡镇）政务服务中心（原社
保所）

办理流程：携带相关补缴材料
到北京市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中
心或社保所，提出《个人补缴基本养
老保险费档案审阅申请》，然后持北
京市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中心或
社保所开具的《个人补缴基本养老保
险费档案审阅证明》到户口所在地的
区公服中心办理补缴手续。

3.我符合补缴条件，人事档案目
前存放有人事管理权限单位或者其

他存档机构
办理流程：需要申请人提供本人

人事档案和个人补缴保险材料到户
籍所在地区公服中心办理补缴手续。

问题八：补缴养老保险材料包括
哪些？

1.本人身份证原件；
2.本人户口薄原件；
3.档案关系在用人单位或者其

他存档机构的本市城镇人员，还需要
提供正在履行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
书）原件及复印件、用人单位提供的
申请人档案原件（申请人档案原件经
存档机构审验后返还用人单位）；

4.本人在银行开立的借记卡或
者存折。（银行范围：工商银行、农业
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
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
民生银行、广发银行、招商银行、兴业
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农商银
行、邮政储蓄）同时要与银行签订社
会保险缴费协议。已在区公服中心
正常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的
申请人无需重新办理银行卡，使用原
银行卡办理补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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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险部分 补充医疗部分

问题九：各区公服中心地址、联系电话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机构全称机构全称机构全称机构全称 通信地址通信地址通信地址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1 北京市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中心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87号三层 64401159

2 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92号一层 84038437

3 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塔院胡同8号院三号楼一层 66007070

4 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5号院普天实业创新园15号楼A座 57596100

5 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73号中关村人才发展中心三层北侧大厅 68940680

6 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丰台区丰体南路3号（丰体时代大厦三层） 83326661

7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西街16号 68828028

8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门头沟区中门寺大街16号 69849914

9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苏庄东街9号 89367011

10 北京市通州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通州区运河西大街玉桥西里4号 69520001

12 北京市顺义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顺义区仓上街16号 89456265

12 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大兴区永华南里桐城行政办公楼9号楼一层 69263601

13 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昌平区昌盛路12号院（乐华仕健康产业园）6号楼
69741507 

89704431

14 北京市平谷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平谷区新平东路3号 89982230

15 北京市怀柔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牤牛河路71-1 89686022

16 北京市密云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密云区康宝路15号 69067454

17 北京市延庆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北京市延庆区高塔路40号
69102383 

69143278

18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保障中心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昌东街甲5号隆盛大厦B座一层

67877421 

67880169 

6788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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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门头沟区人民武装部/提供

本报讯（记者马燊郭映虹）
端午佳节临近，城子街道龙
门三区社区为值守的社区志
愿者和区残联下沉干部制作
粽子，让他们在坚守的岗位
上，感受到来自身边的关怀
和温暖。

社区工作人员买来了制作
粽子的原材料，6名社区工作
者齐动手，大家分工合作，一下
午就包了3000多个粽子。

工作人员按照值守人员和
下沉干部人数，将粽子分好装
袋，根据每班人数分批分次送
到志愿者和下沉干部手中。拿
到粽子，有的志愿者迫不及待

地打开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
称赞。

龙 门 三 区 社 区 有 居 民
2000多户5000多人，疫情防
控压力极大。记者了解到，龙
门三区共设4个出入口，志愿
者共计60多名、下沉干部10
多名。在值守工作中，志愿
者每天 3班轮换，每班两人；
下沉干部负责下午和夜间值
守，分为两班，每班两人。在
全体志愿者和下沉干部的共
同努力下，防控工作一直平
稳有序开展，这次送粽子活
动也是社区干部对他们表示
的一份谢意。

龙门三区社区
3000枚粽子送值守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