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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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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

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事项名称短

失业，保险

日常用语

失业，保险

66 ( 工作日 )

承诺办结时

5 ( 工作日 )

语
法定办结时
限
实施主体

限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

法定机关

质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办理形式

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

0

数量限制

无

是否支持自

是

次数
必须现场办

无

理原因
是否支持预

是

约办理
在线预约地

助终端办理
https://hrsspub.sz .gov.cn/YYView/page/wsyy/login/index

址
是否网办

是

网上办理深

全程网办（IV级）

度
网办地址

是否进驻政

https://sipub.sz .gov.cn/hsoms/logon.do?method=

是否支持物

gdRedirectCallback&sxbm=btnElWgbtsq

流快递

是

是否支持网

务大厅
委托部门

是

否

上支付
无

是否告知承

是

诺制

跨域通办
通办类型

通办区域

通办形式

跨省通办

全国

一网通办

全省跨市通办

云浮市 ， 揭阳市 ， 潮州市 ， 中山市 ， 东莞

一网通办

市 ， 清远市 ， 阳江市 ， 河源市 ， 汕尾市 ，
梅州市 ， 惠州市 ， 肇庆市 ， 茂名市 ， 湛江
市 ， 江门市 ， 佛山市 ， 汕头市 ， 珠海市 ，
深圳市 ， 韶关市 ， 广州市

审批信息
行使层级

市级

权力来源

无

审批服务形

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业务系统

深圳市社会保险单位网上服务系统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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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机构

无

事项状态

使用中

事项版本

10

审批结果
序号

名称

类型

模板

样例

1

无

无

无

无

关联状态
无

编码代码
基本编码

4 4 2111360000

实施主体编

114 4 030069558324 85

码
实施编码

114 4 030069558324 8534 4 2111360000

业务办理项

无

编码

特别程序
类型

总时限

总时限说明

特别程序说明

无

无

无

无

中介服务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编码

详情

无

无

无

其他信息
乡镇街道名

无

称
村镇社区名

无

码
无

称
移动端是否

乡镇街道代

村镇社区代

无

码
否

对接单点登

移动端办理

无

地址

录
计算机端是

是

否对接单点

计算机端在

https://sipub.sz .gov.cn/hsoms/logon.do?method=

线办理地址

gdRedirectCallback&sxbm=btnElWgbtsq

计划取消日

无

登录
计划生效日

2019-05-05

期

期

受理标准
受理范围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

面向法人事

社会保障,办理社保,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困难企业,重点企业,私营企业

项主题分类
面向法人地

无

方特色主题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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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条件
一、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二、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一年以上；三、上年度未裁员或
裁员率低于统筹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所有受疫情疫情影响企业的稳岗返还政策裁员率标准放宽至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2019
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为5.5%），对参保职工30人（含）以下的企业，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企业参保职工总数20%）；四、与本企业
2018年平均参保人数相比，申请失业保险费返还时企业岗位流失率不超过30%；五、提供与工会组织协商制定的稳定就业岗位措施。

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1.申请。企业登录广东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申报。
2.受理。系统当场受理申请。符合条件的，系统当场受理；不符合条件的，系统提示不符合受理的原因。
3.审核。受理后，社保经办机构对企业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进行审查，提出拟办意见，10个自然日内完成内部审查；80个自然日内联合多部
门完成共同审查。对审查通过的企业在社保局官方网站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
4 .审批。对公示通过的企业统一进入待发放名单。
5.办结。市社保局将公示后的名单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市财政局会审后（金额较大的报当地人民政府审定），按照拨付程序将资金一次
性拨付到受影响企业的社保缴费账户。 6.送达。登陆广东省政务服务网查看办理结果。

线下办理流程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材料要求

其他信息

1

深圳市受影响企业返还失业保险费申报表

原件：0

必要

来源渠道名称：申请人自备

复印件：0

材料类型：申请表格文书

电子化

材料形式：电子化
是否免提交： 否

2

与工会组织协商制定的稳定就业岗位措施材料

原件：1

必要

复印件：0

材料类型：其他

纸质/电子化

材料形式：纸质/电子化

来源渠道名称：申请人自备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中介服务
材料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编码

详情

无

无

无

无

咨询监督
咨询方式

监督投诉方式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号码：福田：0755-8297874 5；罗湖：0755-

投诉电话： 0755-1234 5

82229636；南山：0755-26079166；盐田：0755-25352925；

投诉窗口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8005号人才园服务大厅100

宝安：0755-27880256；龙岗：0755-28921510；龙华：0755-

2室（社保派出机构：福田区彩田路社保福田分局稽核科207房；罗

28024 4 19；光明：0755-274 00518；大鹏：0755-84 206962

湖区红桂路社保罗湖分局稽核科501房28号窗口；南山区南新路社

；坪山：0755-84 131258；直属：0755-834 6084 4 ；人才园：0

保南山分局稽核科4 01室；盐田区海景二路社保盐田分局稽核科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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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88100506。实施机关咨询网址：ht t p://szsi.sz.gov.cn/inde

0室；宝安区湖滨路社保宝安分局稽核科211房；龙岗区龙翔大道社

x.ht m#anchor=point hdjl。微信号：深圳社保：szsi12333。邮政

保龙岗分局稽核科506室；光明区光明大街社保光明分局稽核科3号

编码：518000。

楼102室；坪山区江边路社保坪山分局稽核科213房；龙华区碧澜路

咨询窗口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人才园服务大厅14 -26号综

社保龙华分局稽核科二楼东侧信访接待室；大鹏新区葵新北路社保

合窗口（社保派出机构：福田区彩田路社保福田分局综合咨询窗口1

大鹏分局稽核科一楼信访室）

-5号；罗湖区红桂路社保罗湖分局综合咨询窗口1-2号；南山区南新

投诉网址：ht t p://www.gdzwfw.gov.cn/zxt s/complaint .ht ml

路社保南山分局综合咨询窗口5号和8号；盐田区海景二路社保盐田
分局大厅咨询台；宝安区湖滨路社保宝安分局综合咨询窗口1号；龙
岗区龙翔大道社保龙岗分局综合咨询窗口6号；光明区光明大街社保
光明分局综合咨询窗口4 号和大厅咨询台；坪山区江边路社保坪山分
局一楼咨询台；龙华区碧澜路龙社保华分局大厅咨询台；大鹏新区
葵新北路社保大鹏分局综合咨询窗口3号）
咨询网址：ht t p://bot .sz.gov.cn/robot /szhrss.ht ml

窗口办理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龙岗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植物园路325号（南联社康旁）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龙岗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307098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1、乘M220、M308、M315、M316、M394 、M4 31到鹏达路口公交站；2、乘地铁3号线到南联地铁站到A2出口转乘M394 、M3
15、M308到鹏达路口公交站;3、乘M230、M305到慈海医院公交站；4 、乘M303、315、深惠1线、深惠2线到南联路口公交站。

市行政服务大厅人才园服务厅14 -26号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8005号市行政服务大厅人才园服务厅14 -26号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8100506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7：4 5
位置指引：乘坐公交21、26、54 、101、113、123、204 、209、222、223、234 、 311、320、327、338、365、373、383、M372、M3
91、M392、M4 13、M4 33、 M4 35、M4 4 8、高峰专线62、高峰专线70、观光线1，在竹子林站下车； 或乘坐公交32、59、79、324 、395
，在市交委站下车；或乘坐公交28、4 9、64 、202、212、213、303、317、372、377、B611、B697、E4 、E6、E10、H92、K359、K384
、K578、M362、M392、高峰专线58，在福田交通枢纽站下车，西行200 米。 乘坐地铁罗宝线，竹子林站B1 出口西行200 米。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宝安区沙井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企安路4 号企业大厦A栋1-4 楼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宝安区沙井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768682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沙井劳动社保站 公交线路：615路;650路;780路;781路;m253路;m292路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南山区蛇口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七路临园大厦附楼一楼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南山区蛇口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6628006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湾厦村站 公交车：22路;70路;226路;b737路;k105路;k105区间线;m371路;m371路大站快线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宝安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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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安2区湖滨路5号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宝安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7880256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宝安法院 公交线路：605路;m379路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大鹏新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办事处葵新北路86号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大鹏新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4 206962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富华宾馆；大鹏新区管委会西；葵涌新市场 公交线路：大鹏新区假日专线1路；818路；833路；m220路；m279路；m
357路；m4 56路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福田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2038号海天综合大厦一至三楼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福田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297874 5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岗厦村站 公交线路：4 路;103短线;103路;202路;203路;212路;225路;303路;313路;317路;339路;357路;377路;385路;m
204 路;m370路;m389路;m4 33路;m4 76路;高峰专线23路;高峰专线3路 地铁站点：1号线岗厦站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罗湖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罗湖区红桂路104 5号大楼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罗湖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2229636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红桂路东 公交路线：108；M555；M207；381 地铁站点：红岭站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坂田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和成世纪名园3栋A座5楼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坂田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9331568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四季花城 公交路线：839路;b653路;b666路;m281路 地铁站：五和地铁站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南山区西丽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北路62号丽新大厦一楼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南山区西丽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6628009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西丽劳力市场站 公交车：36路;74 路;81路;122路;b736路;m299路;m34 3路;m369路;m385路;m393路;m4 59路;高峰专线
94 路 地铁：5号线西丽站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华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碧澜路与澜泰路交汇路口东30米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华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024 4 19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龙华社保分局 公交路线：B861，B918，E36，M226，M4 24 ，M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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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宝安区福永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兴华路北110号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宝安区福永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960539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福永国税 公交线路：b875路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华区民治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区大道和民宝路交汇处新景大厦6、7楼（民治交警中队）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华区民
治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314 6056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创业花园 公交路线：B831;B917;M352;M365;M4 05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华区大浪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龙胜老村一区523号（龙华中学斜对面）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华区大浪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157685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附近公交站点：龙华中学 公交路线： B692；B879 附近地铁站点：无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人才园服务厅26-27号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8005号市行政服务大厅人才园服务厅26-27号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81234 99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21、26、54 、101、113、123、204 、209、222、223、234 、311、320、327、338、365、373、383、M372、M391、M39
2、M4 13、M4 33、M4 35、M4 4 8、高峰专线62、高峰专线70、观光线1，在竹子林站下车；或乘坐公交32、59、79、324 、395，在市交
委站下车；或乘坐公交28、4 9、64 、202、212、213、303、317、372、377、B611、B697、E4 、E6、E10、H92、K359、K384 、K578
、M362、M392、高峰专线58，在福田交通枢纽站下车，西行200米。 乘坐地铁罗宝线至竹子林站B1出口西行200米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龙翔大道8031号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92151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点：世贸百货 公交线路：351路、802路、810路、811路、812路、839路 地铁站点：吉祥地铁站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光明区公明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公明风景路65号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光明区公明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7155138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线路：1、乘坐B720路、K578路、M356路公交车到“雍景城西”站下步行4 0米；2、乘坐301路、325路、M217路、M366路、
机场5线公交车到“上輦村口”站下步行320米；3、乘坐B659路公交车到“公明成校”公交车站下步行4 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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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南湾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中城康桥花园1期A6栋首层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南湾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9534 818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布澜路口 公交路线： 322路、323路、61路、977路、398路 地铁站点：丹竹头地铁站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龙城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长兴南路与龙福路交界处尚景华园1栋2楼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龙城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92794 3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清林小学；城市花园；龙城小学 公交线路：b723路；m319路；m502a线；m502b线；358路；m276路；m303路；
m319路 地铁站点：吉祥地铁站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南山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3032号（原南山法院）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南山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6079166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南山欢乐颂站 公交车：204 路、22路；226路；331路；233路 地铁：大新站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平湖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顺昌街96号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平湖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84 1292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大草埔社区 公交路线：398路、m361路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宝安区松岗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罗路30号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宝安区松岗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7094 32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陶园中英文学校 公交线路：b64 2路;b713路;b896路;b933路;m24 8路;高峰专线56路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布吉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龙岗大道知春里大厦3楼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布吉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533775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桂芳园 公交路线：M239路、322路、357路、366路、M172路 地铁站点：大芬地铁站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横岗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龙岗区横岗街道龙岗大道塘坑段3164 号（塘坑地铁站C出口附近）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横岗服务点）综合窗
口
办公电话：0755-28628826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下载日期: 2 0 2 0 -11-2 8

7

广东政务服务网

位置指引：1、乘坐地铁三号线至“塘坑”站“C”出口，步行约4 00米； 2、乘坐m563或m570公交车至“横岗天虹商场”站，步行约200米； 3、乘
坐351、357、366或m180公交车至“横岗街道办”站，步行约250米； 4 、乘坐m190、m208或m570公交车至“康乐路口”站，步行约300米。

深圳市坪山区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坪山区金牛西路12号坪山区行政服务大厅9-11号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4 131258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30；下午：14 ：00-17：30
位置指引：公交站：燕子岭路口站 公交线路：b765路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坪山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江岭社区江边路70号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坪山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4 131258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1.乘964 、M575到江岭文化广场站下车;2.乘M4 79到江岭路口站下车；3.乘915到江边小区站（香江路）下车；4 .乘818、939、9
64 、B760、B762、M279、M195、M357、M4 79、M54 6、M564 、M575在坪山人民医院站（东纵路）下车；5.乘M357、M576、B883
在三洋湖站（东纵路）下车。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宝安区石岩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坑尾路口3号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宝安区石岩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9003335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1、乘坐316、B934 、B935公交车至“田心工业”站（上屋小学对面），步行约160米；2、乘坐767“田心工业区”站（上屋小学旁），
步行约300米。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光明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大街152号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光明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74 00518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线路：1.乘坐325,720，E39，M4 36，高快巴士30、光明假日接驳专线2在“光明社保分局”站下车；2.乘坐M206在“滨河苑”站下
车步行200米。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盐田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盐田区海景二路1088号工青妇活动中心14 、15楼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盐田区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5352925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东河路口站 公交线路：b619左环路；b701路；m4 4 4 路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大鹏新区南澳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街道人民路17号2楼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大鹏新区南澳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4 4 0254 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南澳供电所；南澳医院；南澳中学北门 公交线路：833路、e11路、m231路；m232路；m274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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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宝安区西乡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流塘社区新村路4 号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宝安区西乡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794 4 4 65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流塘村 公交线路：m209路;m235路;m376路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坪地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湖田路4 9-1号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岗区坪地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4 09124 4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坪地派出所、坪东路口 公交线路：978路；380a线 附近地铁站点：双龙地铁站

市行政服务大厅人才园服务厅4 1-4 4 号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8005号市行政服务大厅人才园服务厅4 1-4 4 号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34 6084 4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深圳人才园站， 公交路线：101路;113路;204 路;209路;222路;223路;234 路;324 路;32路;395路;79路;B697路环线;M39
8路;N4 区间;N4 路;N6路;高峰专线62号 地铁站点：竹子林站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华区龙华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环一路与油松路交汇处天汇大厦1-2楼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龙华区龙华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916052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香缇雅苑、天汇大厦 公交路线：324 ;B915;M211;M263; M353;M233 地铁站点：无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大鹏新区大鹏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街道青年路51号二楼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大鹏新区大鹏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4 302393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2：00 ；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点：岭澳新村；石禾塘 公交线路：b752路;b757路；m4 57路；833路;m231路;m4 23路

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宝安区新安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34 区雅然居一栋二楼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宝安区新安服务点）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7671527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 :00-18:00
位置指引：公交站：流塘旧村 公交线路：395路;603路;615路;b630路直行;b631路右环;b803路内环;m24 5路;m24 6路;m259路;m382路

许可收费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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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依据
设立依据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9年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依据文号

粤人社规【2019】12号

条款号

第二条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

实施日期

2019-05-05

条款内容

返还标准可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返还数额，即按照该企业上年度平均参保人数，乘
以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统筹地区失业保险金标准）再乘以6个月予以返还。各地级以上市实施此项政策和受
影响企业申请享受此项政策应符合下列条件：
实施返还的统筹地区上年末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应具备24 个月以上支付能力。申请返还的受影响企业应同时具备以
下条件：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一年
以上；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统筹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
上述裁员率是指:本企业上年度领取失业保险金总人数（含领取一次性失业保险金人数）与本企业年平均参保人数之比
。

实施依据
实施依据1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财政局转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受影响企
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依据文号

深人社规〔2020〕1号

条款号

第一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财政局

实施日期

2020-01-23

条款内容

本市符合条件的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标准，按企业及其职工6个月的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50% 确定，即按该企
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25% 予以返还。

实施依据2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依据文号

粤人社[2019]4 2号

条款号

第一条第二款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

实施日期

2019-11-28

条款内容

完善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条件
申请失业保险费返还的受影响企业在具备（粤人社规〔2019〕12号）条件的基础上，还需符合以下要求：
1.与本企业2018年平均参保人数相比，申请失业保险费返还时企业岗位流失率不超过30% 。上述企业岗位流失率计
算公式为：企业岗位流失率=（1-企业申请失业保险费返还时上月底参保人数÷企业2018年平均参保人数）×100%
。
2.提供与工会组织协商制定的稳定就业岗位措施。

实施依据3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依据文号

粤人社[2019]4 2号

条款号

第一条第一项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

实施日期

2019-11-28

下载日期: 2 0 2 0 -1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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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政务服务网

条款内容

调整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标准。我省符合条件的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可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
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即按该企业上年度平均参保人数，乘以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再乘以6个月予以返还；
或按6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50% 的标准确定，即按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25%
予以返还。

法律救济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部门：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

部门：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公室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2088号盐田区行政中心东侧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8005号深圳人才园30号窗口；深圳市

电话：0755-12368、0755-25228750、0755-25228778

福田区同心路1号市信访大厅B103室，

网址：ht t p://www.shenpan.gov.cn/splc/index.aspx

电话：0755-88120397、0755-88101165（咨询）、0755-8813
214 5（收案室）。
网址：ht t p://sf.sz.gov.cn/

下载日期: 2 0 2 0 -1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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