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业创业证》申领办事指南

一、对象范围

1、进行就业登记、失业登记的劳动者。

2、被认定为就业援助对象的劳动者。

3、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的劳动者。

二、申领条件

1、毕业学年在校高校学生。

2、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的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

业生。

3、初次进城求职且尚未就业农村劳动者。

4、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三、办理流程

通过河北省人社公共服务平台（https://he.12333.gov.cn）申请

办理，全面推行“信息协同+个人承诺”模式，通过线上渠

道自行下载《就业创业证》电子凭证。

四、办理时限

劳动者随时办理。

咨询电话：87291510/87291509

咨询窗口：赵县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10 号窗

口



赵县就业服务中心审批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创业补贴

承办科室：就业科

许可依据：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石家庄市

财政局关于转发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关于进

一步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石人社字[2020]17 号）

申请材料：

1.创业培训个人补贴申请表；

2.身份证复印件、高校毕业证书复印件；

3.培训合格证书。

延续申请材料：

无

注销申请材料：

无

办事流程：受理 审核 审批 办结

是否收费：不收费

承诺期限：11 个工作日

法定期限：11 个工作日

咨询电话：0311-87291512

监督电话：0311-87291500



常见问题：赵县户籍以外是否可以参加培训享受培训补

贴？

答：劳动者在户籍地、常住地、培训地、求职就业

地参加培训的都可以享受培训补贴。



赵县就业服务中心审批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创业开业指导

承办科室：就业科

申请材料：受托人身份证

办事流程：就业服务中心受理 审查 办结

是否收费：不收费

咨询电话：0311-87291512

监督电话：0311-87291500

常见问题：

创业开业指导对象？

有创业愿望的城乡各类劳动者；从事个体经营或合伙经营的

登记失业人员；已创办企业的创业者等。



赵县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编码：5079

事项名称 失业保险金申领

受理条件

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

（一）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

（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三）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且有求职要求。

服务渠道

1.经办大厅（赵县自强路 288号 工作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30-5:30 服务电话 87291513）

2.手机端（下载并安装“河北人社”手机 APP，注册登录，线

上申领）

申报材料 授权介质（失业人员社保卡）



经办流程

【网上流程】

1.提交：下载并安装“河北人社”APP,线上申领；

2.受理：“失业待遇申领”界面，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查询

办理进度；

3.办理：次月，通过银行，将失业金发放到社保卡上；

4.反馈：手机 APP可查询办理进度。

结果反馈 《社会保险业务单》（回执联）、《社会保险业务回单》

办结时限 限时办结（3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 0311-87291515 87291500



赵县就业服务中心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奖补申领

承办科室：就业科

许可依据：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教育

厅、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农业厅、河北省

林业厅、河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扶贫工

作的实施意见（冀人社发[2018]26 号）

申请材料：

1.《吸纳就业补贴审核认定表》；

2.申请吸纳就业补贴人员花名册、高校毕业证书复印件

或去产能企业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

复印件、为吸纳人员发放工资的凭证材料等。

办事流程：受理 审核 公示 报财政 拨付

是否收费：不收费

咨询电话：0311-87291512

监督电话：0311-87291500

常见问题:怎样鼓励单位吸纳就业？

答：支持各类企业和用人单位开发适合贫困劳动力的就

业岗位，优先满足贫困劳动力岗位需求。



赵县就业服务中心审批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小微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承办科室：就业科

许可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全

力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的通知》（冀财金【2020】18 号）、

关于印发《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的通知（石人

社规〔2021〕2 号）

设立申请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条件的人员资格证明原件及复

印件

3、企业与当年新招用符合条件的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

4、上年度 12 月份及申请认定前 1个月全部在岗职工花

名册、工资发放表、工资支付凭证

办事流程：就业服务中心受理---审批---银行受理---

审核---放款

是否收费：不收费

承诺期限：12 个工作日

法定期限：12 个工作日

咨询电话：0311-87291512

监督电话：0311-87291500

常见问题：



小微企业贷款对象？

小微企业需符合《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

（2017）》（国统字【2017】213 号）规定，且当年（申请

资格审核前 12 个月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

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 15%（超过 100 人的企业

达到 8%），并与新招用员工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小微企

业。



赵县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编码：5082

事项名称 援企稳岗补贴申领

受理条件 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认定为享受援企稳岗政策的企业，可向经办机构申领援企稳岗补贴。

服务渠道 经办大厅（赵县自强路 288 号 工作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30-5:30 服务电话 87291513）

申报材料

1.授权介质（单位数字证书或专管员社会保障卡）

2.稳岗返还资金申请表一式五份、承诺书、信用报告（单位签章）

3.县政府批复文件

经办流程

【大厅流程】

1.网报系统申请：打印稳岗返还明细表一式五份、承诺书、信用报告；

2.提交：报送统筹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及人社部门；

3.办理：等待市级人社部门批准后，在人社部门官网公示 5个工作日。

结果反馈 《社会保险业务单》（回执联）、《社会保险业务回单》

办结时限 限时办结（15 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 0311-87291515 87291500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

事项类型 劳动就业服务

设定依据 人社部发【2014】90 号，人社厅发【2016】75 号

实施机构 赵县人才开发交流中心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审核材料齐全随来随办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单位开具的介绍信 1 无 无

本人身份证 1 无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窗口

申报材料审

核合格后当

场办结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按规定办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无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办理地点 赵县自强路 288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7291576

监督电话

事项名称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转出

事项类型 劳动就业服务

设定依据 人社部发【2014】90 号 人社厅发【2016】75 号 石人社字【2015】18 号



实施机构 赵县人才开发交流中心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审核材料齐全随来随办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单位同意档案调出介绍信 1 无 无

接受单位出具的调函 1 无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窗口

申报材料审

核合格后当

场办结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按规定办理

通办范围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无

办理地点 赵县自强路 288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7291576

监督电话



事项名称 依据档案记载出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服务

事项类型 劳动就业服务

设定依据 人社部发【2014】90 号 人社厅发【2016】75 号

实施机构 赵县人才开发交流中心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材料齐全随来随办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人身份证原件 1 无 无

《单位/个人委托代管人事档案合同

书》
1 无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窗口

申报材料审

核合格后当

场办结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按规定办理

通办范围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无

办理地点 赵县自强路 288 号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7291576

监督电话

事项名称 中专以上毕业生就业办理

事项类型 其他类

设定依据 《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政[2011]111 号）

实施机构 赵县人才开发交流中心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审核材料齐全随来随办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

业报到证》或《全国毕业生研究生报到

证》

1 无 无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

业协议书》
1 无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窗口

第二环节 审核 市人社部门

申报材料审

核合格后当

场办结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审查标准 按规定办理

通办范围 本省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无

办理地点 赵县自强路 288 号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87291576

监督电话



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参保人员一次性抚恤金及遗属待遇确认办事指南和运行流程图

1、序号：28

2、权力类型：行政确认

3、权力事项：参保人员一次性抚恤金及遗属待遇确认

4、权力主体：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5、受理条件

职工因工死亡或一至四级工伤职工死亡的，参保单位到社保机构申领相关工亡待遇；有供养亲属的，应

先办理工亡职工供养亲属享受抚恤金资格确认。

6、政策依据

1.《工伤保险条例》。

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8 号）。

3.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关于印发〈河北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和经办管理规程（试行）〉的通



知》（冀社险〔2020〕38 号）。

7、服务渠道

（1）经办大厅：赵县自强路 288 号赵县社会保障中心四楼 406 房间。

（2）网报系统：https://www.sjz12333.net；

8、申报材料

（1）申办人(单位）居民身份证或电子社保卡

（2）《社会保险业务单》。

（3）与工亡职工关系；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承诺书；孤儿、孤寡老人提供民政部门

相关材料。

9、经办流程

[线上流程]

（1）参保单位网上提交电子申报材料（单位电子签章）；

（2）受理：前台柜员网上受理审核；

（3）办理：办结时限内，后台柜员对网上受理业务进行办理；



（4）反馈：办结后告知参保单位网上下载打印结果（经办机构电子签章）。

[线下流程]

（1）填单：参保单位网上录入并打印《社会保险业务单》（单位签章）；

（2）提交：参保单位到经办大厅窗口提交纸质申报材料（单位签章）；

（3）受理：前台柜员受理审核，当场反馈纸质受理回执给参保单位；

（4）办理：办结时限内，后台柜员对受理业务进行办理；

（5）反馈：办结后，参保单位到经办大厅权益服务窗口领取结果（经办机构签章）。

10、结果反馈

《社会保险业务单》（回执联）、《社会保险业务回单》

11、办结时限

限时办结（5 个工作日）。

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办事指南和运行流程图



1、序号：4

2、权力类型：行政确认

3、权力事项：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4、权力主体：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5、受理条件

参保人在外省存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需要办理跨省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入的，到转入地社保机构

办理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

6、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

行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09〕66 号）。



（3）《河北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职业年金转移接续经办规程（暂行）》（冀人社

规﹝2018﹞3 号）。

（4）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关于印发〈河北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和经办管理规程（试行）〉

的通知》（冀社险〔2020〕38 号）。

7、服务渠道

（1）经办大厅：赵县自强路 288 号赵县社会保障中心一楼服务大厅。

（2）网报系统：https://www.sjz12333.net

（3）基层平台、手机 APP、自助终端、第三方接口。

8、申报材料

（1）申办人（单位或个人）居民身份证或电子社保卡；

（2）《社会保险业务单》。

9、经办流程

[线上流程]



（1）提交：申办人网上提交电子申报材料（单位电子签章或实名制）；

（2）受理：前台柜员网上受理审核；

（3）办理：办结时限内，后台柜员对网上受理业务进行办理；

（4）反馈：办结后告知申办人网上下载打印结果（经办机构电子签章）。

[线下流程]

（1）填单：申办人网上录入并打印《社会保险业务单》（单位签章或个人签名）；

（2）提交：申办人到经办大厅窗口提交纸质申报材料（单位签章或个人签名）；

（3）受理： 前台柜员受理审核，当场反馈纸质受理回执给申办人；

（4）办理：办结时限内，后台柜员对受理业务进行办理；

（5）反馈：办结后，参保单位或本人到经办大厅权益服务窗口领取结果（经办机构签章）。

10、结果反馈

《社会保险业务单》（回执联）、《社会保险业务回单》

11、办结时限



限时办结（15 个工作日）。

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办事指南和运行流程图

1、序号：4

2、权力类型：行政给付

3、权力事项：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

4、权力主体：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5、受理条件

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

支付。

6、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2）《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

7、服务渠道：

经办大厅：赵县自强路 288 号赵县社会保障中心四楼 418 房间。

8、申报材料

（1）申办人(参保单位或本人）居民身份证或电子社保卡；

（2）《社会保险业务单》。

（3）附件：法律文书。

9、经办流程

[线上流程]

（1）填单：参保单位网上录入并打印《社会保险业务单》（单位签章）；

（2）提交：参保单位到经办大厅窗口提交纸质申报材料（单位签章）；

（3）受理：前台柜员受理审核，当场反馈纸质受理回执给参保单位；



（4）办理：办结时限内，后台柜员对受理业务进行办理；

（5）反馈：办结后，参保单位到经办大厅权益服务窗口领取结果（经办机构签章）。

[线下流程]

（1）填单：申办人网上录入并打印《社会保险业务单》（单位签章或个人签名）；

（2）提交：申办人到经办大厅窗口提交纸质申报材料（单位签章或个人签名）；

（3）受理：前台柜员受理审核，当场反馈纸质受理回执给参保单位；

（4）办理：办结时限内，后台柜员对受理业务进行办理；

（5）反馈：办结后，申办人到经办大厅权益服务窗口领取结果（经办机构签章）。

10、结果反馈

《社会保险业务单》（回执联）、《社会保险业务回单》。

11、办结时限

限时办结（15 个工作日）。

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工伤保险费率审定办事指南和运行流程图

1、序号：21

2、权力类型：行政确认

3、权力事项：工伤保险费率审定

4、权力主体：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5、受理条件

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补充）时，根据主要业务经营（服务）范围，确定其行业类别，核定初次费率。根

据单位上年支缴率等数据，在行业费率基础上按规定进行档次浮动。

6、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5 号）。

（2）《工伤保险条例》。

（3）《河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1]第 21 号）。

（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通知 》（冀人社发

[2016]10 号）。



（5）.《河北省工伤保险省级统筹业务经办规程（暂行）》（冀人社规﹝2018﹞7 号）。

（6）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关于印发〈河北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和经办管理规程（试行）〉

的通知》（冀社险〔2020〕38 号）。

7、服务渠道

（1）经办大厅：赵县自强路 288 号赵县社会保障中心一楼服务大厅。

（2）网报系统：https://www.sjz12333.net；

8、申报材料

（1）申办人（单位）居民身份证或电子社保卡；

（2）《社会保险业务单》。

9、经办流程

[线上流程]

（1）提交：申办人网上提交电子申报材料（单位电子签章或实名制）；

（2）受理：前台柜员网上受理审核；

（3）办理：系统受理核验，自动办理，网上即时反馈结果（经办机构电子签章）；



[线下流程]

（1）填单：申办人网上录入并打印《社会保险业务单》（单位签章或个人签名）；

（2）提交：申办人到经办大厅窗口提交纸质申报材料（单位签章或个人签名）；

（3）受理：前台柜员受理审核，办理业务，当场反馈纸质结果（经办机构签章）；

10、结果反馈

《社会保险业务单》（回执联）、《社会保险业务回单》

11、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领取社会保险金资格认证办事指南

1、序号：5



2、权力类型：行政确认

3、权力事项：领取社会保险金资格认证

4、权力主体：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5、受理条件

社保机构每年分两次定期对离退休人员、领取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工伤 1-4 级职工、供养待遇人员

等社会保险定期待遇人员提供待遇资格认证服务，具体认证期由各设区市决定。待遇人员可通过自助认证、

帮你认证、上门认证等多种方式，实现人脸、指纹、掌静脉等生物特征信息采集，从而确认生存状态。

6、政策依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经办规程（暂行）的通知》（人社厅

发〔2018〕107 号）。

7、服务渠道

（1）经办大厅：赵县自强路 288 号赵县社会保障中心一楼服务大厅。

（2）手机 APP、自助终端、第三方接口。



8、申报材料

授权介质（本人社保卡或身份证）。

9、经办流程

待遇领取人员可下载人脸识别手机 APP“老来网”，实名注册登陆后进行人脸识别自助认证；待遇人员

亲属也可自己下载上述 APP，实名注册登录后录入待遇人员身份证号帮你认证；对行动不便无法自理、长期

昏迷等特殊人员，社保机构可亲自或授权基层平台工作人员使用专用 APP 上门认证。

10、结果反馈

11、办结时限

限时办结（3 个工作日）。

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核定办事指南和运行流程图



1、序号：6

2、权力类型：行政确认

3、权力事项：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核定

4、权力主体：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5、受理条件

在全省全口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公布后两个月内，参保单位到社保机构对上年度本单位职工人数、工资、

工伤费率、单位和职工特殊工种变更、女职工操作岗位变更情况进行年度基数核定业务。

6、政策依据

（1）《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9 号）。

（2）《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令第 20 号）。

（3）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冀政[2020]10

号）。



（4）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关于印发〈河北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和经办管理规程（试行）〉

的通知》（冀社险〔2020〕38 号）。

7、服务渠道

（1）经办大厅：赵县自强路 288 号赵县社会保障中心一楼服务大厅。

（2）网报系统：https://www.sjz12333.net。

（3）第三方接口。

8、申报材料

（1）申办人（单位）居民身份证或电子社保卡；

（2）《社会保险业务单》。

9、经办流程

[线上流程]

（1）提交：申办人网上提交电子申报材料（单位电子签章或实名制）；

（2）受理：前台柜员网上受理审核；



（3）办理：系统受理核验，自动办理，网上即时反馈结果（经办机构电子签章）。

[线下流程]

（1）填单：申办人网上录入并打印《社会保险业务单》（单位签章或个人签名）；

（2）提交：申办人到经办大厅窗口提交纸质申报材料（单位签章或个人签名）；

（3）受理：前台柜员受理审核，办理业务，当场反馈纸质结果（经办机构签章）。

10、结果反馈

《社会保险业务单》（回执联）、《社会保险业务回单》

11、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企业社会保险登记办事指南和运行流程图



1、序号：20

2、权力类型：行政确认

3、权力事项：企业社会保险登记

4、权力主体：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5、受理条件

企业在办理登记注册时，同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用人单位自成立之日起

30 日内，向参保地经办机构办理单位社会保险登记。

6、政策依据

（1）《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9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3）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关于印发〈河北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和经办管理规程（试行）〉的

通知》（冀社险〔2020〕38 号）。



7、服务渠道

（1）经办大厅：赵县自强路 288 号赵县社会保障中心一楼服务大厅。

（2）网报系统：https://www.sjz12333.net；

8、申报材料

（1）申办人（单位）居民身份证或电子社保卡；

（2）《社会保险业务单》。

（3）附件材料：未查到市监部门登记信息的，根据单位类型不同分别提供如下证件资料：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提供营业执照；国家机关、群众团体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和机构

编制管理机关批文；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主管部门批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

等提供民政部门相关登记证书等。

9、经办流程

[线上流程]

（1）提交：申办人网上提交电子申报材料（单位电子签章或实名制）；



（2）受理：前台柜员网上受理审核；

（3）办理：系统受理核验，自动办理，网上即时反馈结果（经办机构电子签章）（企业即时业务）；

办结时限内，后台柜员对网上受理业务进行办理（机关限时业务）；

（4）反馈：办结后告知申办人网上下载打印结果（经办机构电子签章）。

[线下流程]

（1）填单：申办人网上录入并打印《社会保险业务单》（单位签章或个人签名）；

（2）提交：申办人到经办大厅窗口提交纸质申报材料（单位签章或个人签名）；

（3）受理：前台柜员受理审核，办理业务，当场反馈纸质结果（经办机构签章）（企业即时业务）；

前台柜员受理审核，当场反馈纸质受理回执给申办人（机关限时业务）；

（4）办理：办结时限内，后台柜员对受理业务进行办理；

（5）反馈：办结后，申办人到经办大厅权益服务窗口领取结果（经办机构签章）。

10、结果反馈

《社会保险业务单》（回执联）、《社会保险业务回单》



11、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企业）/限时 3日办结（机关单位或未登记注册单位）。

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企业养老保险离退人员待遇给付办事指南和运行流程图

1、序号：3

2、权力类型：行政给付

3、权力事项：企业养老保险离退人员待遇给付

4、权力主体：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5、受理条件

企业职工到达退休年龄或提前退休当月，完成当月缴费办理人员暂停后，到人社行政部门办理职工退休



核准手续。

6、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2）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办字[2006]77

号）。

7、服务渠道

（1）经办大厅：赵县自强路 288 号赵县社会保障中心四楼 418 房间。

（2）网报系统：https://www.sjz12333.net

8、申报材料

（1）申办人（单位或个人）居民身份证或电子社保卡；

（2）《社会保险业务单》。

（3）《退休人员基础信息表》。

9、经办流程



职工退休核准：参保人员（参保单位职工和代理机构代办（保管职工档案，曾具有职工身份）原职工身

份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男 60 周岁、女管理岗位 55 岁、女生产岗位 50 岁）时，到人社行政部门办

理职工退休核准手续。

参保人员养老待遇申领：流动就业人员达到灵活就业人员领取养老金年龄（男 60 周岁、女 55 岁），以

及完成退休核准手续的参保职工，到社保机构办理养老保险定期待遇申领业务。 此业务为职工退休核准与

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待遇申领打包业务。

10、结果反馈

《社会保险业务单》（回执联）、《社会保险业务回单》。

11、办结时限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办事指南和运行流程图

1、序号：1

2、权力类型：行政给付



3、权力事项：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

4、权力主体：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5、受理条件

参保人死亡的（非工亡）。

6、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2）《工伤保险条例》。

（3）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死亡后

丧葬补助金和遗属抚恤金标准的通知》（冀人社字［2012］203 号）。

（4）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相关问题的意见》（冀政函〔2014〕88 号）。

（5）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冀

人社发［2015］6 号）。

（6）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关于印发〈河北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和经办管理规程（试行）〉



的通知》（冀社险〔2020〕38 号）。

（7）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企业离休人员有关待遇问题的通知》（冀劳社[2004]5

号）。

（8）.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企业离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

的通知》（冀人社字[2012]72 号）。

7、服务渠道

（1）经办大厅：赵县自强路 288 号赵县社会保障中心一楼服务大厅。

（2）网报系统：https://www.sjz12333.net

（3）“石家庄人社”手机 APP、自助终端、第三方接口、基层平台

8、申报材料

（1）申办人居民身份证或电子社保卡；

（2）《社会保险业务单》。

（3）参保人死亡的提供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9、经办流程



[线上流程]

（1）提交：申办人网上提交电子申报材料（单位电子签章或实名制）；

（2）受理：前台柜员网上受理审核；

（3）办理： 办结时限内，后台柜员对网上受理业务进行办理；。

（4）反馈：办结后告知参保单位网上下载打印结果（经办机构电子签章）。

[线下流程]

（1）填单：申办人网上录入并打印《社会保险业务单》（单位签章或个人签名）；

（2）提交：申办人到经办大厅窗口提交纸质申报材料（单位签章或个人签名）；

（3）受理：前台柜员受理审核，当场反馈纸质受理回执给参保单位；

（4）办理：办结时限内，后台柜员对受理业务进行办理；

（5）反馈：办结后，申办人到经办大厅权益服务窗口领取结果（经办机构签章）。

10、结果反馈

《社会保险业务单》（回执联）、《社会保险业务回单》。



11、办结时限

限时办结（5 个工作日）。

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社会保险费申报核定办事指南和运行流程图

1、序号：7

2、权力类型：行政确认

3、权力事项：社会保险费申报核定

4、权力主体：赵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5、受理条件

参保单位按月申报缴纳各险种社会保险费。每月业务期，办理完职工增减业务（或无增减）后，



参保单位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缴纳当期及最近未申报业务期社会保险费。

6、政策依据

（1）《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9 号）。

（2）《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0 号）。

（3）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前企业职工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冀人社发[2012]40 号）。

（4）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关于印发〈河北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和经办管理规程（试

行）〉的通知》（冀社险〔2020〕38 号）。

7、服务渠道

（1）经办大厅：赵县自强路 288 号赵县社会保障中心一楼服务大厅。

（2）网报系统：https://www.sjz12333.net。

（3）第三方接口。

8、申报材料



（1）申办人（单位）居民身份证或电子社保卡；

（2）《社会保险业务单》。

9、经办流程

[线上流程]

（1）提交：申办人网上提交电子申报材料（单位电子签章或实名制）；

（2）受理：前台柜员网上受理审核；

（3）办理：系统受理核验，自动办理，网上即时反馈结果（经办机构电子签章）。

[线下流程]

（1）填单：申办人网上录入并打印《社会保险业务单》（单位签章或个人签名）；

（2）提交：申办人到经办大厅窗口提交纸质申报材料（单位签章或个人签名）；

（3）受理：前台柜员受理审核，办理业务，当场反馈纸质结果（经办机构签章）。

10、结果反馈

《社会保险业务单》（回执联）、《社会保险业务回单》



11、办结时限

即时办结。

石家庄市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事项编码：3041

事项名

称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措施和费用落实审核

受理条

件
县域内，由政府依法统一征收的农村集体用地

服务渠

道
赵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每周一至周五、87291571

申报材

料

1.县（市、区）人民政府印发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贴实施方案

2.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社会保障费和风险基金筹集标准的有效文件

3.《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审核认定表》

4.征地项目报省政府批准的，人社局关于项目用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的初步审核意

见，征地项目报国务院批准的，人社局关于项目用地征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的审核

意见。

5.县人社局关于项目用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报告



6.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征收集体用地的函

7.社会保障费和风险基金银行进账单及预存款收缴单位的收据凭证

8.土地调查结果确认表

9.《***项目被征地农业人口明细表》

经办流

程

1.县人社局收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征收集体用地有关情况的函后，按照县政府确定的社会

保障费、风险金提取比例，核算社会保障费和风险基金额度，并告知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征地报批前，用地单位按照核定额度将社会保障费足额划入制定的预存专户，征地批准后及

时划入基金专户。

3.业务科室根据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贴实施方案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确定征收的农

用地情况，收集整理《土地调查结果确认表》，严格审核《被征地农业人口明细表》。

4.业务科室填写《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审核认定表》，出具书面报告，县政府确认并

由政府主管领导签署意见后，组卷，7 个工作日内报市人社局审核。

5.市人社局对县人社局上报的征地项目基本情况、社会保障费和风险基金提取金额、依据、程

序、参保补贴实施方案及落实情况等内容进行审核，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审核认

定表》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6.征地批准后，因用地面积、地块、批次调整等原因需调整卷宗内容的，由县政府出具说明，

补正材料后重新上报审核。

7.征地未获批准的，市社保中心或县人社局凭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废卷说明，办理退卷

手续，将存款本金全额退回，废卷说明及原征地社保卷宗一并存档备查。

结果反

馈
劳动能力鉴定表

办结时

限
7 个工作日

监督电

话
87291571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承办科室：职称与技能

许可依据：河北省职改办《关于印发<关于我省职称工作若干问题的政策规定>的通知》（冀职改办字

发[2004]127 号）第二条；

申报条件：中专毕业，见习一年期满，可聘任为“员”级职务；大专毕业，见习一年期满，再从事本

专业技术工作二年，可聘任为“助师”级职务；大学本科毕业，见习一年期满，可聘任为

“助师”级职务；硕士学位获得者，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三年可聘为中级职务；博士学位

获得者，可聘为中级职务。

设立申请材料：

1、 毕业证原件、学信网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位证（硕士、博士需提供）；

2、《河北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核认定表》一式两份；

3、一寸免冠近照 3 张（2 张粘贴在考核认定表，1 张用于办理资格证书）；



办事流程：个人申报→单位考核→县职改办审核→报市职改办备案→发放文件→办理证书

是否收费：否

承诺期限：180 个工作日

咨询电话：87291580

监督电话：872915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