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所内项目聘用职工统一在高新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参保，参

保项目为西安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

大病补充、工伤保险、失业保险。 

为方便项目聘用职工更好地掌握社保政策及办理流程，人事教育

处梳理了相关政策及流程方面的内容。希望为大家提供方便，内容会

根据政策及流程的变化及时更新。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人事教育处 

 2021年 5 月



西安光机所/高
新区社会保险服务手册

目 录 

项目聘用人员社会保险参保指南 ........................................................... 1 

一、办理对象 .................................................................................... 1 

二、参保基本情况 ............................................................................. 1 

三、办理流程 .................................................................................... 2 

项目聘用人员社保证明查询打印 ........................................................... 3 

一、办理对象 .................................................................................... 3 

二、办理方式 .................................................................................... 3 

三、办理流程图 ................................................................................ 4 

工伤认定 .................................................................................................. 5 

一、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 5 

二、事故报告及救治 ......................................................................... 5 

三、工伤认定需提交以下资料 ......................................................... 6 

工伤报销 .................................................................................................. 7 

医疗门诊报销 ........................................................................................ 10 

一、门诊特检特治报销 ................................................................... 10 

二、门诊抢救报销 ........................................................................... 11 

三、门诊特殊病二次报销 ............................................................... 12 

医疗住院费用报销（医疗生育及津贴） ............................................. 14 

生育津贴 ................................................................................................ 16 

一、生育津贴申领条件 ................................................................... 16 



西安光机所/高
新区社会保险服务手册

二、生育津贴申领标准 ................................................................... 16 

三、生育津贴产假政策 ................................................................... 16 

四、生育津贴申请方式 ................................................................... 16 

五、生育津贴报销所需资料 ........................................................... 17 

西安市医保卡网上挂失 ......................................................................... 36 

陕西省社会保障卡查询及挂失 ............................................................. 38 

陕西省社会保障卡常见问题解答 ......................................................... 39 

一、社保卡查询显示一直在制卡中？ ........................................... 39 

二、如何领取陕西省社会保障卡/医保卡？ ................................. 39

三、社保卡如何激活？................................................................... 40

四、社保卡代领取需要什么手续？ ............................................... 40

五、职工医疗保险停止缴纳后，里面的钱还能用吗?医保卡里的钱

能否提取？ ...................................................................................... 40

六、如何查询医保账户消费明细和余额？ ................................... 41

失业保险 ................................................................................................ 42 

一、失业金如何在网上如何领取？ ............................................... 42 

二、失业金领取方式： ................................................................... 42 

西安市住房公积金提取 ......................................................................... 45 





西安光机所

1 

项目聘用人员社会保险参保指南 

一、办理对象 

所内项目聘用人员（参保高新区社会保险） 

二、参保基本情况 

（一）参保险种与缴费比例 

险种名称 

缴费比例 

单位 个人 

陕西省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 
16% 8% 

西安市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 
7%+6.4 元 2%+1.6 元 

西安市生育保险 1% 不缴纳 

西安市失业保险 0.7% 0.3% 

西安市工伤保险 0.2% 不缴纳 

住房公积金缴纳：西安市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单位 12%，

个人 12%。 

（二）缴费

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缴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个人

缴费部分由研究所代扣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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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实行“陕西省全口径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个人缴费工资超过上

年度陕西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300%以上的部分，

不计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低于上年度陕西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 60%的，按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计算个人缴

费工资基数。 

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实行“西安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个人缴费工资超过上年度西安市

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300%以上的部分，不计入个人

缴费工资基数；低于上年度西安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 60%的，按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计算个人缴费工资基数。 

三、办理流程 

 1、登录所内协同办公平台（OA），在入所转签单填写相关个人信

息并提交。 

2、陕西省内参加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与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必

须提供《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 

3、原参加过西安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大学

生医疗保险均必须办理停保手续，否则无法上账。 

4、原住房公积金在西安市住房公积金缴纳职工需提供身份证正反

两面复印件。 

5、以上材料在入所转签时提交完成。具体由人事部门负责联系职

工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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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聘用人员社保证明查询打印 

 

一、办理对象 

我所项目聘用人员（参保高新区社会保险） 

二、办理方式 

（一）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查询打印途径 

1、登录“陕西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网上服务平台”按步骤查询

打印。 

网址链接：https://wsfwpt.shaanxi.gov.cn/m/login。 

2、通过“西安市养老保险经办处”微信公众号中“个人查询”

模块和“陕西养老保险”手机客户端中“我要证明”模块，均可以打

印个人参保证明。 

3、使用本人身份证在养老经办中心自助打印机查询打印。 

（二）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缴费证明查询打印途径 

1、经办机构网点柜台 

参保职工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可在西安市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窗口，查询打印其本人除养老保险以外的其他四险参保缴费情况。若

委托他人查询打印，需持委托书及相关证明。 

2、自助终端查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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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职工可在西安市各区县社保经办机构网点设置的自助终端

机上，通过身份证验证后，输入本人医保卡或社会保障卡密码查询打

印。 

3、支付宝城市服务 

参保职工可在支付宝上绑定电子社保卡后，通过“城市服务”办

事大厅中“社保”模块，进入“西安人社”查询打印。（注：目前正

在试运行） 

三、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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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 

一、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2.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

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3.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

外伤害的

4.患职业病的

5.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

不明的 

6.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

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7.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

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8.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9.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

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10.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二、事故报告及救治 

工伤职工尽快到就近医疗机构进行抢救的同时，本人或所在

部门应 24 小时内电话告知人事教育处（对重伤及以上事故，应在

12 小时内上报）。工伤职工待伤情稳定后需转入签订工伤医疗服

务协议的医疗机构治疗。职工发生工伤后，需在发生工伤起 15

天内递交工伤认定材料至人事教育处进行办理。 

西安光机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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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伤认定需提交以下资料 

1、个人申请 

2、2 人以上证人证言 

3、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4、证人身份证复印件 

5、用人单位事故调查 （人事教育处填写） 

6、门诊病历及诊断证明（如住院需提供住院病历等）（复印

件原件） 

  

提示及说明： 

1、事故中如果牵扯第三方的必需相关部门出具事故责任认定

（例：交通事故需提交交通事故责任书）；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

事故的需画出路线图，标明家庭住址、发生事故地点及上班地点。 

2、如因未出院、病情未完全看完或者证明材料相关的公安局

或者法院还未做出判断结果等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认定资料，

需填写《延期申请表》三份。 

3、人事教育处联系电话：88887519  联系人 ：王元 

  
西安光机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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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报销 

一、工伤职工需在西安市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否则产生的费用无法报销（可拨打 12333 查询工伤定点医院）。 

二、工伤报销，需提交以下资料至人事教育处进行办理： 

个人材料： 

1、身份证复印件两份（正反两面） 

2、本人开户的借记卡复印件一份（需在空白处注明卡号、开

户行、姓名、身份证号码） 

3、工伤认定通知书复印件 （认定成功工伤后，在人事教育

处领取） 

门诊费用报销： 

1、门诊费用发票原件（加盖医院公章及印制监制章） 

2、门诊费用清单 

3、诊断证明书原件（加盖诊断证明专用章） 

4、门诊病历原件（发票必须与门诊病历时间相对应，如无对

应则无法报销） 

5、西药费、中药费、特殊材料费用还需提供药品处方或费用

清单（特殊情况需在定点药店购药需提供电脑票） 

6、发票中每次检查或化验费对应的检查或化验结果报告单

（放射费、检查化验费） 

注：如有特殊耗材费，需确认是否用到辅助器具，如用到需

先进行辅助器具报销申请，如非辅助器具，需医生注明具体用的

是什么特殊耗材，并盖章。 

西安光机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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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费用报销： 

1、住院费用发票原件（加盖医院公章及印制监制章） 

2、诊断证明书原件（加盖医院诊断证明专用章，每次入院均

需要当次的诊断证明书） 

3、整本住院病案（一般包括：住院病案首页、入院记录、出

院记录/出院小结、手术记录、检查化验报告单、长期医嘱、临时

医嘱等）复印件加盖医院公章 

4、住院费用清单（需总清单而非一日清单，加盖医院公章） 

  

辅助器具费用报销： 

1、西安市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申请表 4 份(至人事教育处

填写)， 

2、住院病案首页或门诊病历复印件 

3、住院发票或门诊发票复印件 

4、诊断证明复印件 

5、住院清单或门诊清单复印件 

6、工伤认定通知书复印件 

7、身份证复印件 

  

提示及说明： 

1、所有资料上的姓名与身份证号应以身份证为准，参保信息

错误的修改参保信息，票据错误的更改票据并盖章。 

2、工伤认定通知书下发后，如有后续治疗，必须通过挂账手

续，否则无法报销。 

3、如牵扯第三方时：需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例

如交通责任认定书）以及有该部门盖章的调解协议或法院判决书。 

西安光机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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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第三方有赔付行为的，需要提供第三方赔付协议书，必

须明确表现医药费用赔付具体金额，第三方没有赔偿的，需要提

供相关部门提供的未赔付原因及证明。 

5、发生工伤后，一般会以就近治疗为主，第一次治疗的医院

可以不是西安市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但如果工伤职工需要二

次就医，就必须转至工伤定点医院治疗，否则无法报销。 

西安光机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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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门诊报销 

一、门诊特检特治报销 

在西安市定点医院门诊进行特检特治项目治疗，医疗保险正

常报销办理手续为：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及医保卡在定点医院直接

进行统筹报销。（拨打 12333 可查询定点医院名录） 

特检特治项目有：CT 和 SPECT、核磁共振显影、心脏彩色 B

超、经颅多普勒、电子胃镜、结肠镜、动态心电图、高压氧舱、

泌尿胆道碎石、体外射频治疗前列腺、宫腔镜 

  

若在西安市定点医院门诊进行特检特治项目治疗但未按正常

医疗报销手续进行报销，需提交以下资料至人事教育处进行办理： 

1、检查报告单原件 

2、门诊/急诊病历原件（急诊病历指接诊科室为急诊科或加

盖急诊章的病历） 

3、门诊/急诊发票原件（若发票未写明具体检查项目，需出

具清单） 

4、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三份 

5、本人开户的借记卡复印件一份（需在空白处注明卡号、开

户行、姓名、身份证号码） 

6、未在医院报销情况说明（至人事教育处现场填写） 

  

若未在西安市定点医院门诊进行特检特治项目治疗，除以上

资料外（不含资料 6）还需额外提供以下资料： 

驻外保险：部门出具的驻外工作证明（需盖部门章）、医院

级别证明（需盖医院章） 

西安光机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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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驻外保险：部门出具的出差证明（需盖部门章）、医院级

别证明（需盖医院章） 

 提示及说明： 

1、可拨打 029-82279000 查询医疗驻外状态。 

2、自出院起，需在 1 个月内提交报销材料至我处，过期不予

以报销。 

3、人事教育处仅进行材料的初步审核与收取，具体报销金额

及后期是否还需额外补充其他材料我处无权决定及干涉，均以社

保局核定为准。 

二、门诊抢救报销 

在西安市定点医院进行抢救，医疗保险正常报销办理手续为：

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及医保卡在定点医院直接进行统筹报销。（拨

打 12333 可查询定点医院名录） 

在提交的资料中需出现“抢救”字样，方能按门诊抢救进行

报销。 

  

若在西安市定点医院进行抢救但未按正常医疗报销手续进行

报销，需提交以下资料至人事教育处进行办理： 

1、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二份 

2、急救病历原件、医嘱记录单（抢救记录） 

3、抢救有效发票原件 

4、抢救费用清单原件 

5、本人开户的借记卡复印件一份（需在空白处注明卡号、开

户行、姓名、身份证号码） 

6、未在医院报销情况说明 

西安光机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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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抢救后转住院治疗，住院费用在医院已统筹报销还需提

供：住院统筹发票原件 

抢救后转住院治疗，住院费用未在医院已统筹报销还需提供：

医疗住院报销整套资料 

若未在西安市定点医院进行抢救，除以上资料外（不含资料

6）还需额外提供以下资料：

驻外保险：部门出具的驻外工作证明（需盖部门章）、医院

级别证明（需盖医院章） 

非驻外保险：部门出具的出差证明（需盖部门章）、医院级

别证明（需盖医院章） 

提示及说明： 

1、可拨打 029-82279000 查询医疗驻外状态。 

2、自出院起，需在 3 个月内提交报销材料至我处，过期不予

以报销。 

3、人事教育处仅进行材料的初步审核与收取，具体报销金额

及后期是否还需额外补充其他材料我处无权决定及干涉，均以社

保局核定为准。 

三、门诊特殊病二次报销 

门诊特殊病二次报销范围：门诊放化疗、透析、抗排药、类

克（英夫利息单抗）、凝血Ⅷ因子、长效干扰素、普通干扰素 

已在医院进行统筹报销且个人支付金额大于 1500 元，方可报

销。 

每年 1 月 15 日-4 月 15 日提交资料（本年度报销上一年度费

用） 

西安光机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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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以下资料至人事教育处进行办理： 

1.申请人身份证 (原件及 1 份复印件) 

2. 提供 101.102 审批表加盖医院公章 （原件） 

3. 医院开具的药品处方 

4. 报销票据 （原件） 

 

若未在西安市定点医院进行治疗，除以上资料外还需额外提

以下资料： 

驻外保险：部门出具的驻外工作证明（需盖部门章）、医院

级别证明（需盖医院章） 

非驻外保险：部门出具的出差证明（需盖部门章）、医院级

别证明（需盖医院章） 

  

提示及说明： 

1、可拨打 029-82279000 查询医疗驻外状态。 

2、办理周期:3-6 个月左右。 

3、人事教育处仅进行材料的初步审核与收取，具体报销金额

及后期是否还需额外补充其他材料我处无权决定及干涉，均以社

保局核定为准。 

  

西安光机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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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住院费用报销（医疗生育及津贴） 

一、医疗保险报销，本着报病不报伤的原则进行审批。若为

伤,除以下资料外则需额外提供一份详细的受伤经过说明，经社保

局审批通过后方可报销。具体报销比例及可报药品目录需咨询医

院医保科或社保局（咨询电话 12333） 

二、 在西安市住院就医，医疗保险正常报销办理手续为：本

人持身份证原件及医保卡在定点医院直接进行统筹报销。（拨打

12333 可查询定点医院名录） 

三、关于报销生育医疗未在医院进行挂账费用的，需提供生

育门诊、生育住院、生育津贴三套资料（复印无效，需红章） 

1、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三份 

2、住院发票原件 

3、住院病案首页、长期医嘱、临时医嘱（需医院盖章） 

4、住院费用汇总清单原件（需盖医院章，若无汇总清单，医

院需出具证明） 

5、异地就医证明或本地就医情况说明（单位公章） 

（注：骨折、外伤、中毒等特殊情况需写详细的受伤经过单

位盖章，并附全套住院病历；骨折取内固定需提供第一次骨折统

筹结算单复印件或首次骨折住院的全套病历资料） 

6、分娩记录（仅生育住院提供） 

7、本人开户的借记卡复印件一份（需在空白处注明卡号、开

户行、姓名、身份证号码） 

西安光机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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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及说明： 

1、自出院起，需在 3 个月内提交报销材料至人事教育处，过

期不予以报销。 

2、人事教育处仅进行材料的初步审核与收取，具体报销金额

及后期是否还需额外补充其他材料我处无权决定及干涉，均以社

保局核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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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津贴 

一、生育津贴申领条件 

1、参加生育保险女职工连续缴费 12 个月 

2、缴费不满 12 个月可先递交申请资料，满足条件后将津贴

自动拨付单位账户 

注：享受范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后生育或流产休产假的 

二、生育津贴申领标准 

补贴标准：日津贴基数×产假天数(一次性计发) 

日津贴基数：女职工生育或流产时的生育津贴计发是以所在

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12÷365 天 

三、生育津贴产假政策 

职工合法生育子女的，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增加产假六十天，

同时给予男方护理假十五天，夫妻异地居住的给予男方护理假二

十天。女职工参加孕前检查的，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增加产假十

天。 

生育津贴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 98 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

假 15 天;难产的，增加产假 15 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 1 个

婴儿，增加产假 15 天。 

四、生育津贴申请方式 

方式一：医院挂账报销：申请生育费用挂账结算报销后，随

后医院直接申请生育津贴。 

方式二：未挂账申请生育津贴在社保网厅填写人员信息窗口

提交资料： 

以高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大厅为例： 

西安光机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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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dzsis.xdz.gov.cn:7317) 

打开申请生育津贴页面： 

1、申请人员定位 

2、录入申请信息：生育胎数、津贴项目、生育/流产时间 

3、选择申请数据，打印《社会保险待遇申请书(生育津贴)》 

4、携带生育津贴相关资料到窗口提交审核 

五、生育津贴报销所需资料 

1、《社会保险待遇申请书(生育津贴)》 

2、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3、住院需提供住院病案首页(医院盖章）、出院记录(流产)/

分娩记录(生育)(医院盖章） 

4、门诊需提供门诊病历(医院盖章）、诊断证明书(注明妊娠

周数)(医院盖章） 

5、因公出差的、派驻异地工作的由单位出具驻外证明（单位

盖章） 

西安光机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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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医保卡网上挂失 

医保卡挂失： 

拨打 12333 进行挂失 

医保卡补办须知： 

一、挂失成功后，请于五个工作日之后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前往任一补卡点办理补卡手续 

  二、若医保卡挂失后又找到，请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

原医保卡，前往任一补卡点办理解挂手续 

  三、补卡和解挂业务可委托他人代办，代办时除携带上述资

料外，还须持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医保卡补卡点地址及电话： 

   1、西安市建工路 28A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大厦 3 楼大

厅 电话：12333 

   2、西安市莲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桃园路街道大土门

20 号（开元半岛 7 号楼内） 电话：88639210 

   3、西安市电子二路 32 号电子二路与东仪路十字雁塔区政务

服务中心 电话：89588903 

   4、西安市太华北路延伸线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大

楼（团结四社公交站附近） 电话：86119436 

   5、阎良区康复巷中段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电话：86860885 

   6、临潼区人民北路 5 号人力资源市场       

电话：83812544 

   7、长安区长兴北路 280 号社保大厦 1 楼大厅       

电话：85289102 

   8、昭慧路高陵区党务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人社局窗口   

西安光机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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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927023 

   9、蓝田县文姬路城区信用社 1 楼县医疗保险管理处   

电话：82720889 

10、周至县中心东街 11 号工商银行 1 楼县医保中心    

电话：87113817 

   11、户县南大街 15 号县医保中心       

电话：8483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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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社会保障卡查询及挂失 

 社保卡挂失 

1、社会保障卡丢失后须立即进行口头挂失。持卡人在确认遗

失卡后须进行书面正式挂失。口头挂失必须分别对社保业务和金

融业务完成暂停办理。金融业务通过拨打开户银行服务电话完成，

社保业务通过拨打 12333 电话办理。 

2、持卡人在确认遗失卡后，须持本人身份证到所在开户银行

服务网点进行正式挂失，同时办理补卡手续。30 个工作日后，申

请补卡人持本人身份证和《陕西省社会保障卡补（换）卡申请单》

到申办的银行服务网点领取社会保障卡。 

3、口头挂失的有效时间为七天，超过有效时间为 7 天，超过

有效时限自动解挂。在口头挂失有效期内可通过电话等服务渠道

自助撤销。如果已办理正式挂失手续，补卡将不能进行撤销，原

社会保障卡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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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社会保障卡常见问题解答 

一、社保卡查询显示一直在制卡中？ 

在陕西省范围内参保，均会制作社会保障卡。陕西省社会保

障卡由各制卡银行通过其网点发放。 

若查询为数据比对中表示社会保障卡未制卡完成，请您耐心等待

社会保障卡发放。 

单位参加西安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西安市为了方便参保群众看

病购药，目前个人医保卡和社会保障卡并用，即领取了社会保障

卡的个人，其医保卡正常可用，未领取到社会保障卡的群众，目

前可正常使用医保卡，不影响个人在西安市定点医疗机构看病购

药。 

若社保卡还未制卡，您现急需使用社保卡，您可以请用电脑登入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网上服务——网上大厅—

—社会保障卡服务——社保卡加急制卡。  

二、如何领取陕西省社会保障卡/医保卡？ 

西安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卡是由用人单位在西安市正常办理

新参保缴费后 3－4 个月，单位专管员到经办机构统一领取并发放。 

在陕西省范围内参保，均会制作社会保障卡。陕西省社会保障卡

由各制卡银行通过其网点发放。 

请用电脑登入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首页点击“网上

服务”，选择“社会保障卡服务---西安市社会保障卡网上领卡查

询和预约”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查询或预约领取社保卡。若在

系统可正常预约领取，预约成功后系统会提示领卡地址及联系人。

在预约当天，本人携带身份证前往指定网点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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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保卡如何激活？ 

1、医保功能激活：个人持社会保障卡前往定点医院药店，将

初始密码修改后方可使用，社会保障卡医保功能的初始密码统一

为 666666。 

 2、金融功能激活：持卡人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社会保障卡

到就近发卡银行网点修改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初始密码。初始密

码修改完成后金融功能即可激活使用。 

四、社保卡代领取需要什么手续？ 

社会保障卡已在网上办理预约领取，在指定网点代领委托人

社会保障卡时，被委托人须携带以下资料并配合进行影像备案： 

（一）被委托人及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二）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 

（三）被委托人在发卡网点领取委托人的社会保障卡时，须双手

分别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和社会保障卡，在

摄像头前拍照留存 

被委托人只有领取及将社会保障卡完好交付委托人的权力，没有

启用和使用社会保障卡的权力 

五、职工医疗保险停止缴纳后，里面的钱还能用吗?医保卡

里的钱能否提取？ 

据【2000】西安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管理暂行

办法规定，第九条 个人帐户的本金和利息归个人所有，可以结

转和继承。但不得提取现金，不得挪作他用。职工流动时，个人

帐户随同转移。西安市职工医疗保险停保后，医保卡余额可以继

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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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查询医保账户消费明细和余额？ 

西安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缴费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 

（1）通过市本级和各区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服务大厅的自助查询

机进行查询（个人缴费记录及消费均可查询携带身份证以及医保

卡密码）； 

（2）拨打 029--12333，拨打 12333 时，听取语音提示后，选择

“1”，转入市级用户后，再选择“1”，转入“人工服务”提供

本人身份证号，核对正确姓名及单位名称之后，可查询个人缴费

记录及消费。由于咨询群众较多，请您耐心拨打。 

（3）使用安卓系统手机下载“西安人社通”手机 APP 查询个人参

保信息，可点击“医保卡信息查询”，输入身份证号，市医保卡

号及验证码，进入后可查医保卡余额、消费明细、进账明细。 

人社通打开后——点击社会保险——医保卡信息查询——输入身

份证号和医保卡号，验证码。如需查询消费明细，请选择对应的

年月，点击搜索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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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 

一、失业金如何在网上如何领取？ 

从 2019 年 12 月起失业人员不用在出具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以及失业登记证明 

 

用人单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参保缴费人员增减时，社

保经办机构将用人单位提供的人员名单、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

明材料中记载的失业时间、失业原因等准确录入信息化系统。 

（已实现网上经办的社保经办机构可通过网操作系统，由用

人单位通过业务模块功能将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材料中记载

的失业时间、失业原因等录入系统）。 

二、失业金领取方式： 

(一)、网上申报 

可凭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和银行卡 

在网上办理失业金申领。 

具体流程： 

1、进入西安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政务服务网

http://1.85.18.182:8615/） 

2、未注册用户需先进入用户中心注册登陆；已有账号的可直

接登录： 

3、进入个人服务----失业金网上申领 

4、填写相关信息完成申报 

(二)、窗口办理： 

在西安市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服务窗口正常受理失业金

申领业务的同时，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也增设了窗口办理申

领失业保险金业务。 

失业人员在经办机构柜台窗口办理需填写《西安市失业保险金

领取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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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市失业金领取申领表》下载地址： 

http://xahrss.xa.gov.cn/gk/shbz/bszn/14336.htm 

附：西安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地址电话（可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

业务） 

单位 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市本级 西安市建工路 28A5 楼 5008 室 029-82284230 

新城区 西安市新城区韩森路 145 号新城区就业和社会保障服

 

029-87412486 

碑林区 东大街 8 号东门商贸中心 2 号楼 3层 029-89583378 

莲湖区 莲湖区团结东路 6 号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2 号楼 3 楼 029-81325387 转

 
雁塔区 雁塔区西沣三路雁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大

 

029-88721701 

灞桥区  灞桥区新医路 87 号灞桥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029-83536620 

未央区  未央区太华北路延伸线团结四社未央区就业人才服

 

029-86257226 

阎良区 阎良区凤凰东路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029-86868910 

临潼区 临潼区人民北路人力资源市场二楼就业登记科 029-83812153 

长安区 长安区韦曲南街 250 号长安区人力资源市场 1楼 4 号

 

029-85285953 

高陵区  高陵南新街 464 号高陵区就业服务中心 029-86916898 

鄠邑区 鄠邑区沣京路 36 号鄠邑区就业服务局 029-84883499 

蓝田县 蓝田县新城广场商业街蓝田政务大厅综合服务（3）人

 

029-82738752 

周至县  周至县北大门周至县市民政务中心 1 楼 3 号窗口 029-87117071 

高新区 高新区锦业路一号都市之门 029-81155386 

经开区  明光路 166 号经开区管委会 1 楼 5号和 7 号窗口 029-89298680 

国际港

 

 国际港务区港务大道 101 号综合服务大厅 029-83332129 

航天基

 

航天基地航拓路汇航广场 B 座二层 18 号窗口 029-85688783 

什么人可以申请领取失业金？  

(1)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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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3)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注：上述 3 个条件缺一不可  

失业金可以领多久？ 

1、缴纳失业保险 1 年不满 2 年，可领取 3 个月  

2、缴纳失业保险满 2 年不满 3 年，可领取 6 个月  

3、缴纳失业保险满 3 年不满 4 年，可领取 9 个月  

4、缴纳失业保险满 4 年不满 5 年，可领取 12 个月  

5、缴纳失业保险满 5 年的，可领取 13 个月  

6、缴纳失业保险满 5 年以上的，每满一年增发一个月失         

业保险金，最长不得超过 24 个月  

西安市失业金领取标准？ 

根据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关于调整陕西省失业保险待

遇标准的通知》（陕人社发〔 2019〕 20 号）精神，结合

我市实际，按照“同城同待遇”原则，对我市失业保险

待遇标准调整如下：全市失业保险金标准统一为 1620 元

/月（ 2021 年仍为此标准）  

 

  西安光机所/高
新区社会保险服务手册



西安光机所 

 
 

45 

西安市住房公积金提取 

西安市住房公积金提取 

西安市住房公积金提取已不再经过参保单位，请登陆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网站 

http://zfgjj.xa.gov.cn/wsbs/bszn/gjjtqbszn.htm 查阅

西安市住房公布政策，如有问题请直接联系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 

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咨询电话：12329。 

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http://zfgjj.xa.gov.cn/

（首页点击“办事指南”方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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