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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政办字〔2020〕39 号

昌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落实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

一次性养老补助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首阳山旅游度假区、

高崖水库库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单位：

《关于落实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工

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

织实施。

昌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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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落实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

一次性养老补助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保障企业职工合法权益，切实做好企业退休职工中

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工作，根据《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落实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

父母养老补助有关规定的通知》（鲁政办发〔2010〕55 号）和市

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落实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

助有关规定的通知》（潍政办发〔2011〕26 号），结合我县实际，

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完善

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

维护计生家庭合法权益。

二、发放标准及范围

符合下列范围的人员，根据《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规定，在办理退休时，按照上一年度潍坊市统计局公布的职工年

平均工资（见附件 3）的 30%，发放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

一次性养老补助。

1．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02 年 9 月 28 日期间办理退休时，

未加发 5%退休金的职工中的独生子女父母。



- 3 -

2．2002 年 9 月 28 日《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后，

从企业退休的职工中的独生子女父母，以及原县属企业职工，因

企业破产、关闭、改制等原因离开原企业，未在其他单位缴纳社

会保险，以个人身份参保并在社会上办理退休的人员中的独生子

女父母。

3．符合上述条件、已亡故的人员参照执行。

三、经费落实及发放渠道

（一）正常运转的企业。正常运转的企业应当依法落实退休

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政策，在为职工办理退休时

发放补助资金，补助资金从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企业不按

规定落实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的，由企业主

管部门和属地镇（街、区）负责督促落实，退休职工也可以依法

申请劳动仲裁、提起诉讼。

（二）县属困难企业。按程序认定为县属困难企业的，其退

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资金由县财政统筹解决，

县人社部门负责发放。

（三）已破产、关闭、改制的企业。1．在企业破产、关闭终

结前退休的企业职工，其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在企业

破产、关闭清算费用中依序清偿，按规定兑现。确实无力解决的

县属企业，由县财政统筹解决，县人社部门负责发放。2．在县属

企业改制前，从该企业退休的职工中的独生子女父母，其一次性

养老补助资金由县财政统筹解决，县人社部门负责发放；企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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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时有我县相关文件规定的，从其规定。3．原县属企业职工，因

企业破产、关闭、改制等原因离开原企业，未在其他单位缴纳社

会保险，以个人身份参保并在社会上办理退休的人员中的独生子

女父母，其一次性养老补助资金由县财政统筹解决，县人社部门

负责发放。4．重新就业后在新单位退休的人员，其独生子女父母

一次性养老补助由新单位负责落实。

（四）上属企业。国家和省、市属企业的退休职工中独生子

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企业所在地负

责督促相关企业落实。

（五）企业改制完成后或正常运转企业中协议解除劳动关系

后，在社会上退休的城镇失业、无业、自谋职业等人员中的独生

子女父母，按照《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意见》（鲁

发〔2016〕14 号）规定，享受城镇其他居民奖励扶助政策，所需

资金由县财政统筹解决，县卫健部门负责发放。

由县财政统筹解决、县人社部门负责发放的企业退休职工中

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根据我县实际，可以采取分期方

式。

四、县属破产、关闭、改制企业的确认及困难企业认定

1．有法院破产文书或者县政府相关文件明确宣告破产、关闭、

改制的县属企业，应当确认为县属破产、关闭、改制企业；停产

2 年以上、只发放职工生活费且近期无望恢复生产的县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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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认定为县属困难企业。

2．符合破产、关闭、改制、困难企业标准的县属企业，由企

业或企业主管部门（单位）填报《昌乐县县属破产、关闭、改制、

困难企业确认认定表》和相关证明材料，经企业主管部门（单位）

审核后，报昌乐县县属破产、关闭、改制、困难企业统计确认认

定工作小组（成员名单见附件 2）办公室，由该办公室负责召集

各相关成员单位对申报县属破产、关闭、改制、困难企业的有关

情况进行核实，据实出具确认认定结果。

五、发放对象资格确认

（一）正常运转企业。正常运转企业的退休职工中的独生子

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落实对象由各企业负责资格确认。对进入

改制、破产程序的企业，在改制、破产期间及之前退休的企业职

工中的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落实对象，由企业或企业破产清

算工作组组织资格初审，相关企业主管部门负责资格确认。

（二）县属破产、关闭、改制企业和困难企业。县属破产、

关闭、改制企业和困难企业退休职工中的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

老补助落实对象和进入改制、破产程序的县属企业中需要县财政

统筹解决补助资金的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落实对象，由

县人社、卫健以及相关企业主管部门（单位）按照各自职能审核、

确认。

（三）资格确认所需材料。符合前述发放范围规定的人员，

由其本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所在企业或企业主管



- 6 -

部门（单位）领取并填写申请登记表格。登记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人的《退休证》《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以及《独生子

女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三份。（2）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出

具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三份。

其中已亡故人员，由其全部法定继承人共同申请登记。除去

上述所需材料外，另需提供：（1）共同申请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三份。（2）死亡人员户口注销证明、遗嘱或亡故人员所在基

层组织出具的亡故人员家庭关系证明、申请人与亡故人员的亲属

关系证明（如结婚证、户口簿、户籍证明等）的原件及复印件三

份。（3）承诺所提交的证明材料和信息真实无误的《承诺书》一

式三份。（4）继承人无法到场的，需出具授权委托书或放弃继承

声明原件及复印件三份。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政府成立昌乐县落实企业退休职工

中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见附件

1），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各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为成员，负责组织实施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

老补助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各相关部门（单

位）要高度重视、密切配合，明确责任到岗到人，配备精干力量，

确保补助资金及时发放。

（二）明确部门职责。1．县卫健部门负责企业退休职工中独

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工作的整体协调和联络工作，负责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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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女父母资格的审核及数据汇总工作。2．县发改、工信、商务、

地方金融监管、粮食和物资储备、供销等部门（单位）负责县属

破产、关闭、改制、困难企业的确认认定工作。3．县财政部门负

责按规定落实由县财政统筹解决的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

的一次性养老补助资金；提供原国有集体企业有关资料，配合做

好县属破产、关闭、改制、困难企业的确认认定工作。4．县人社

部门负责核实退休职工身份及相关信息，配合做好县属破产、关

闭、改制、困难企业的确认认定工作；及时受理企业退休职工依

法申请的关于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的劳

动仲裁案件。5．县审计部门负责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的

一次性养老补助资金的审计监督，对虚报、冒领、贪污、挪用、

挤占补助资金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6．县法院负责及时

提供企业有关资料，配合做好县属破产、关闭、改制、困难企业

的确认认定工作；及时受理企业退休职工依法提起的诉讼案件。

7．县统计、税务、审批服务部门负责提供企业有关资料，配合做

好县属破产、关闭、改制、困难企业的确认认定工作。

各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做好所属破产、关闭、改制、困难企业

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资格的初步确认、统计、上报工作；负

责做好所属企业职工的社会稳定工作；配合做好所属破产、关闭、

改制、困难企业的确认认定工作；与企业属地镇（街、区）共同

督促所属正常运转企业按规定及时落实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

父母的一次性养老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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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肃工作纪律。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建立健全资格

确认、资金管理、资金发放与监督评估运行机制，对县属破产、

关闭、改制企业的确认及困难企业认定、补助对象资格确认和补

助资金发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认真落实资格审查责任制，对利

用不正当手段骗取补助的，取消其享受补助资格，并追回补助资

金。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经办、谁负责”“谁审核、谁负

责”“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实行责任倒查机制，发现虚报、

冒领、贪污、挪用、挤占补助资金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政策执行中出现重大问题、

造成社会影响的，追究相关部门（单位）责任。

附件：1．昌乐县落实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

老补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昌乐县县属破产、关闭、改制、困难企业统计确认

认定工作小组成员名单

3．潍坊市 2000-2019 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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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昌乐县落实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

一次性养老补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陈新厂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成 员：高明胜 县交通局局长（副县级）

黄省阶 县工信局局长

秦光兴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社局局长

张世明 县法院副院长

秦春军 县发改局局长，县委改革办副主任，县新

旧动能办主任

张先涛 县公安局政委

秦维胜 县财政局局长

王龙之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李永金 县住建局局长

张义增 县水利局局长

张 彬 县卫健局局长

黄军清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刘 刚 县商务局局长

周广田 县审计局局长

黄金海 县统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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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刚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县政务服务管理办公

室）局长（主任）

毕立新 县信访局局长

高维国 县供销社主任

张庆科 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主任

王秀志 县税务局局长

刘学亮 县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书记

田志贤 县畜牧业发展中心主任

薛永亮 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主任

于晓东 国网昌乐县供电公司总经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卫健局，负责日常协调、调度

工作，成员名单如下：

主 任：张 彬 县卫健局局长

副主任：王旭平 县职能办（降低成本办）专职副主任

郭 琳 县卫健局副局长、县计生协会会长

成 员：王庆华 县人社局副局长、县社保中心主任

郑希龙 县法院民二庭庭长

孙建国 县工信局二级主任科员、县中小企业发展

中心副主任

刘金国 县发改局党组成员、县重大项目服务中心

主任

滕肖华 县财政局副局长、县国资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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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宏 县审计局副局长

张 奎 县地方金融监管局四级主任科员

马国莲 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

郭忠春 县税务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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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昌乐县县属破产、关闭、改制、困难企业

统计确认认定工作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陈新厂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副组长：张 彬 县卫健局局长

秦维胜 县财政局局长

王秀志 县税务局局长

张世明 县法院副院长

王旭平 县职能办（降低成本办）专职副主任

成 员：郑希龙 县法院民二庭庭长

刘金国 县发改局党组成员、县重大项目服务中心

主任

孙建国 县工信局二级主任科员、县中小企业发展

中心副主任

滕肖华 县财政局副局长、县国资办主任

王庆华 县人社局副局长、县社保中心主任

尹明友 县商务局一级主任科员

郭 琳 县卫健局副局长、县计生协会会长

许 宏 县审计局副局长

王新华 县统计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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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奎 县地方金融监管局四级主任科员

马国莲 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

王延林 县供销社四级主任科员

周立亭 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副主任

郭忠春 县税务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王旭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郑希龙、

刘金国、滕肖华、郭琳、张奎、郭忠春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负责召集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做好我县破产、关闭、改制、困难企

业摸底统计及确认认定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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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潍坊市2000-2019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情况表

年度 平均工资（元）

2000 7701

2001 8775

2002 9845

2003 10780

2004 12329

2005 14085

2006 15604

2007 18904

2008 23722

2009 28815

2010 34187

2011 36642

2012 40965

2013 46100

2014 50924

2015 57148

2016 61815

2017 68139

2018 70054

2019 75283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昌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