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两江新区社会保险业务下沉办理的 

公    告 
 

为充分发挥街道社会保障服务平台贴近基层的优势，为辖区

企业群众办理社会保险业务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按照市人

力社保局《关于印发重庆市街道（乡镇）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

中心建设标准的通知》（渝人社发﹝2010﹞237 号）、两江新区

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两江新区社会保险经办平台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渝两江管办发﹝2016﹞64 号）要求，拟于 2016 年

8 月 1 日起，将两江新区社会保险部分业务下沉至街道办理或受

理，请各参保单位及个人就近办理相关业务。对于未下沉街道办

理或受理的业务事项，保持原办理方式不变。 

为保障工作有机衔接，方便群众就近办事，现将两江新区社

会保险下沉街道办理和受理业务清单以及新区和所属街道社保

经办机构信息予以公布： 

 

一、街道社保所办理社保业务清单 
序号 业务类型 工作项目 备注 

1 单位参保 年度工资总额申报   

2 单位参保 出具单位参保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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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位参保 单位参保人员医保个人账户关联   

4 单位参保 单位和人员基础信息维护   

5 单位参保 单位注销   

6 单位参保 单位整体转移   

7 单位参保 社会保险维护补缴当年   

8 单位参保 人员养老保险历年多投退收   

9 单位参保 养老保险欠费放弃   

10 单位参保 合并人员社会保险记录、医保接续卡年限录入   

11 单位参保 单位职工工伤保险劳动能力鉴定审核   

12 单位参保 人员重复参保、在职死亡、出国定居退社会保险费   

13 单位参保 公务员医保个人账户一次性计入   

14 单位参保 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15 单位参保 公费医疗人员身份维护   

16 单位参保 核对单位各险种社会保险缴费金额   

17 单位参保 参保单位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审核   

18 单位参保 
收取申请开通网上经办业务资料和网上经办数据已审

批资料 
  

19 单位参保 工伤保险备案   

20 个人参保 
个体工商户、外省户籍人员、50岁以上女性、引进人

才配偶子女参保、续保养老保险。 
  

21 个人参保 续保人员补缴养老保险费业务   

22 个人参保 个人历年欠费核销   

23 个人参保 个人延长缴费业务   

24 个人参保 个体退费业务   

25 个人参保 农转非人员基础信息维护   

26 个人参保 农转非人员市内转移   

27 个人参保 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关联   

28 个人参保 医保接续卡年限、折算年限录入   

29 个人参保 退休人员一次性补收和转档补差   

30 个人参保 居民医保中途参保人员到账确认   

31 个人参保 办理临时就医证   

32 社会保障卡 社保卡挂失、解锁、解挂   

33 社会保障卡 社保卡补办、密码重置   

34 社会保障卡 社保卡恢复   

35 社会保障卡 单位参保办理社保卡资料收集   

36 社会保障卡 单位及个人参保新办社保卡制卡收费   

37 养老保险待遇 办理农转非人员基本信息维护申报   

38 养老保险待遇 办理居民养老人员基本信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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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养老保险待遇 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人员基本信息维护   

40 养老保险待遇 办理待遇领取人员的指纹采集及每年的指纹认证工作   

41 失业保险待遇 
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待遇办理；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

办理。  
  

42 失业保险待遇 一次性就业创业补助办理   

43 失业保险待遇 失业保险参保缴费查询认证   

44 医疗保险待遇 非体检特病现场办理   

45 医疗保险待遇 特病延期及定点医疗机构更改   

46 医疗保险待遇 异地及转外就医管理   

47 医疗保险待遇 异地就医申报   

48 医疗保险待遇 核定市外人员选定医疗机构信息   

49 医疗保险待遇 个人结算表打印   

50 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事故备案，并录入事故伤害信息   

51 工伤保险待遇 
享受定期待遇人员指纹认证工作（暂未开展，视市局

推广进度而定，可能会增加多项新的工作） 
  

52 生育保险待遇 受理、初审并结算各项生育保险待遇   

 

二、街道社保所受理社保业务清单 
 

序号 业务类型 工作项目 备注 

1 单位参保 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关系跨统筹转移   

2 单位参保 养老、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历年补缴   

3 单位参保 退休职工医保年限认定   

4 个人参保 个人凭档案材料补缴养老保险费业务   

5 个人参保 单双解人员享受社保补贴业务   

6 个人参保 养老保险城居保衔接   

7 个人参保 居民医保、职工医保医疗保险年限认定和衔接   

8 个人参保 超龄退役军人参保补缴等阶段性政策业务   

9 养老保险待遇 受理农转非人员退休申报并初审   

10 养老保险待遇 受理农转非人员死亡申报并初审   

11 养老保险待遇 受理居民养老人员退休申报并初审   

12 养老保险待遇 受理居民养老退休人员死亡申报并初审   

13 养老保险待遇 受理企业职工养老退休人员申报并初审   

14 养老保险待遇 受理企业职工养老退休死亡申报并初审   

15 医疗保险待遇 特殊疾病体检申报受理   

16 医疗保险待遇 手工费用审核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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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工伤保险待遇 
受理并初审工伤职工医疗待遇报销资料，并核实

是否欠费 
  

18 工伤保险待遇 
受理并初审工伤职工伤残及工亡待遇申请，并核

实是否欠费 
  

19 生育保险待遇 
受理并初审统筹区外分娩及终止妊娠待遇的报销

申请，并核实是否欠费 
  

20 生育保险待遇 
受理并初审统筹区外计划生育手术待遇的报销申

请，并核实是否欠费 
  

 

三、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街道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方式 

1、社会保险局 

电话：67463757 

地址：金渝大道 68 号新科国际 1 栋。 

2、就业人才局 

电话：67463629，67308397 

地址：金渝大道 68 号新科国际 1 栋。 

3、鸳鸯街道社保所 

电话：89136984，89136959，89136916，89136942 

地址：金开大道 1335 号 

4、人和街道社保所 

电话：67645816，67467853 

地址：龙寿路 970 号 

5、天宫殿街道社保所 

电话：67646899，67646606，67646797 

地址：泰山大道东段 108 号 

6、翠云街道社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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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7880807，67880805 

地址：翠渝路 3 号 

7、大竹林街道社保所 

电话：67682536,63053660 

地址：金开大道西段 199 号 

8、礼嘉街道社保所 

电话：67390420,67390392 

地址：礼仁街 267 号 

9、金山街道社保所 

电话：63420350，63420351 

地址：金渝大道 100 号 

10、康美街道社保所 

电话：63411533，63411532 

地址：金竹路 116 号 

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政务中心 

2016 年 7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