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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系统运行环境要求 

1.1 关于浏览器 

浏览器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或使用极速模式浏览器； 

1.2 登录网址 

网址：http://60.219.211.82:31000/server/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网址处，输入网址按回车键，进入到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系统系统登录界面。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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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用户注册 

2.1 注册类型 

首次使用系统时，需进行新用户注册。请根据单位实际情况

选择注册用户类型：1、自然人用户注册，2、法人用户注册。如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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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用户登录 

点击“用户登录”按钮，进入用户登录界面，可以选择个人

用户登录及企业用户登录。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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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企业用户登录 

3.1.1 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选择企业用户，输入账号 ID、密码（账号及密码是用户注

册时获取）及验证码，点“登录”按钮，进行登录。如图所示： 

 

3.1.2 电子社保卡登录（单位法人扫码登录） 

3.2 个人用户登录 

3.2.1 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输入社会保障号、密码（个人用户注册时输入）及验证码，

点“登录”按钮，进行登录。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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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电子社保卡登录 

操作步骤同单位法人扫登录。在此不再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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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个人用户 

登录系统后，点击“办事中心”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如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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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中心下方，显示所有可办理的业务。可以按照业务类别

和办理作用进行查询可办理的业务模块。也可以对选择的条件进

行清空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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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灵活就业人员暂停缴费 

在灵活就业人员暂停缴费业务处，点击“办理指南”按钮，

进入到办理指南查看办界面。可以查办理此业务的实施机构、设

定依据、受理条件、办理流程、咨询方式、办理时间等。（办理

指南操作基本相同，以下将不再重复阐述）如图所示： 

 

在灵活就业人员暂停缴费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

进入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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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并在下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

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

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

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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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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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点

击“打印”按钮，进入到打印界面，可在界面右侧进行打印相关

设置，设置后，可点击界面右下角“打印”按钮，即可进行打印

操作。（注：打印回执单操作方式基本相同，以下将不在重复阐

述）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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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离退休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在离退休待遇领取资格认证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

进入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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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居民身份证（反面）、居民身份证正面），并在下

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

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

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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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3 个人关键信息修改 

在个人关键信息修改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

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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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户口薄）、居民身份证正面、居民身

份证（反面）、公安户籍变更手续、相关责任部门、参保单位或

个人的情况说明及佐证材料等），并在下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

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

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

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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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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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4 个人退费 

此模块可以个人退费业务。 

点击模块后方的“办理指南”按钮，进入业务办理指南

界面。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个人退费业务的办理界

面，人员信息动显示。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

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文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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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

按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

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操作手册 

 — 19 — 

 

 

勾选人员信息前的复选框，勾选之后才显示单位信息及

可退费记录，选择退费原因，由选择的退费原来还自动判断

退费范围，退费渠道默认为社保卡金额账户，但可以手动修

改。退费信息、银行信息录入完成后，勾选账户信息，所有

可退费记录在下方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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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输入开始年月及结束年月，点“查询”，查出该

起止属期的费款属期记录。勾选退费属期，自动合计退费金

额，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

上一步业务界面，核对录入信息无误，点击“提交办理”按

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可点击

“打印回执单”按钮，打印退费回执单，也可点击“完成”

按钮完成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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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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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5 企业离退休待遇暂停 

在企业离退休待遇暂停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

入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并在下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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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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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6 职工缴费基数调整补缴 

在职工职工缴费基数调整补缴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

钮，进入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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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正面、居民身份证反面、稽核整改意见

书、人社行政部门出具的批文、地税机关出具的稽核材料），并

在下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

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

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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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缴记录一览表点击“查询”按钮出现所有年限可以全选也

可单独选择某一年，下方会看到“合计金额”钱数。如需返回上

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步业务界面，核

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提交”对话框，

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操作可点击“关

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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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7 个人基本信息修改 

在个人基本信息修改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

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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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正面、居民身份证反面、稽核整改意见

书、人社行政部门出具的批文、地税机关出具的稽核材料），并

在下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

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

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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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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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8 遗属供养人员信息修改 

在遗属供养人员信息修改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

进入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遗属供养信息自动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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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对遗属供养信息进行修改

（如供养原因、供养亲属类型、供养关系）。如需返回上一步，

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

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提交”对话框，确定继

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操作可点击“关闭”按

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框，如图所示：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操作手册 

 — 33 — 

 

 

4.9 职工缴费比例调整补缴 

在职工差额补缴（缴费比例）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

钮，进入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操作手册 

 — 34 — 

 

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正面、居民身份证反面、稽核整改意见

书、地税机关出具的稽核材料），并在下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

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

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

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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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缴记录一览表点击“查询”按钮出现年限可以全选也可单

独选择某一年，下方会看到“合计金额”钱数。如需返回上一步，

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

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提交”对话框，确定继

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操作可点击“关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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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框，如图所示： 

 

 

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10 遗属供养人员待遇恢复 

在遗属供养人员待遇恢复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

进入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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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正面、居民身份证反面），并在下方基

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

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

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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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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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11 离退休待遇终止 

在离退休待遇终止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到

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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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外国人护照、户口销户证明、人员培养变动表、外

国人参保证明），并在下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

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图

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

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操作手册 

 — 41 — 

 

 

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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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12 企业在职养老账户返还 

在企业在职养老账户返还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

进入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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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居民死亡殡葬证明、户口销

户证明、领取人银行信息、领取人关系证明），并在下方基本信

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

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

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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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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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13 离退休待遇发放信息维护 

在离退休待遇发放信息维护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

进入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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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正面、居民身份证（反面）），并在下

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

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

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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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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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14 企业离退休待遇恢复 

在离退休待遇恢复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到

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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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异地居住人员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协助认证表、

黑龙江省离退休人员上门（当面）认证工作表、法院判决书、养

老保险关系终止证明），并在下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

息。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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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操作手册 

 — 51 — 

 

 

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15 遗属供养人员待遇暂停 

在遗属供养人员待遇暂停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

进入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遗属供养人员信息自动显示。如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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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选择证件类型、暂停原因，

输入手机等信息。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

返回到上一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

弹出“确定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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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不进行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

成功”对话框，如图所示： 

 

 

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16 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设置 

在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设置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

入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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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并在下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如需返回上一

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步业务界面，核对

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提交”对话框，确

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操作可点击“关闭”

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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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17 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续保 

   在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续保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

进入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外国人护照、劳动用工合同、居民身份证正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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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身份证（反面）、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居住证、其他相关

证明材料），并在下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

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图片显

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后

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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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后续操作点击“用户中

心”按钮，可以显示用户已办理业务及业务办理状态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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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

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正面、居民身份证（反面）、外省户籍

人员在我省灵活就业的参保地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并在下方

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

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

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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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操作手册 

 — 60 —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19 遗属供养人员待遇终止 

在遗属供养人员待遇终止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

进入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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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正面、居民身份证反面），并在下方基

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

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

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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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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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20 待遇退发 

    在待遇退发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到立即办

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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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并在下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

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

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

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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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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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21 离退休待遇补发 

    在离退休待遇补发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到

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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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黑龙江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基本养老核定表、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基本养老金核改核定表、金保系统上线前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核改核定表、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年度调整核

改核定表、其它相关证明材料），并在下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

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

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

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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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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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22 退休资格行政改批 

在退休资格行政改批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

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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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正面、居民身份证反面），并在下方基

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

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

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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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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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23 在职人员行政认定 

在在职人员行政认定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

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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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并在下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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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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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4.24 灵活就业人员退休申请 

在灵活就业人员退休申请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

进入到立即办理业务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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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办理：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资料

文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正面、居民身份证（反面）），并在下

方基本信息处核对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

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

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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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定

提交”对话框，确定继续操作，点击“确认提交”按钮，不进行

操作可点击“关闭”按钮，点击“确认提交”“提交成功”对话

框，如图所示： 

 

 

打印回执单：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进入打印回执单的打印界面。此

操作完成不在赘述同以上模块操作一样。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操作手册 

 — 78 — 

4.25 灵活就业人员应缴核定 

在灵活就业人员应缴核定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钮，

进入到灵活就业人员应缴核定办理业务界面。在上传附件处，需

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文件。人员基本信

息及应缴核定记录在下方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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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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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勾选应缴核定的属期，合计金额自动生成。核对录

入信息无误，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

击“确认提交”按钮，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打印退费回

执单，也可点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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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灵活就业人员应缴核定撤销 

此模块可以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应缴核定撤销业务。 

在灵活就业人员应缴核定撤销业务处，点击“立即办理”按

钮，进入到灵活就业人员应缴核定撤销办理业务界面。在上传附

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文件。人

员基本信息在下方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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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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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输入开始年月及结束年月，点击“查询”按钮，应

缴核定记录在下方显示。勾选撤销应缴核定的属期，合计金额自

动生成。核对录入信息无误，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

提交对话框，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

钮，打印退费回执单，也可点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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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遗属供养人员待遇补发 

此模块可以办理遗属供养人员待遇补发业务。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到遗属供养人员待遇补发业务

的办理界面。如图所示： 

 

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选择变更原历及变更日期，核对录入信息无误，点

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击“确认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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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打印退费回执单，也可点击

“完成”按钮完成操作。 

 

 

 

第五章、企业用户 

企业用户登录系统后，进入企业用户业务办理界面。界面下

方，显示所有可办理的业务。可以按照业务类别和办理作用进行

查询可办理的业务模块。也可以对选择的条件进行清空操作。如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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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职工个人补缴 

此模块可以办理职工个人补缴业务。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职工个人补缴业务的办理界面。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

文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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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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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录入姓名及身份证号，自动获取人员基本信息及单

位信息，可以补缴旧单位的欠费记录。勾选单位信息间的复选框，

该单位的缴费记录在下方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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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询”按钮，补缴记录在下方显示。勾选对应缴费属

期，单位、个人及合计应缴金额自动计算。核对录入信息无误，

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击“确认提交”

按钮，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打印退费回执单，也可点击

“完成”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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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单位职工工资申报 

此模块可以进行单位职工工资申报业务。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单位工资申报办理界面。在上

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文件。

如图所示： 

 

 

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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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档材料下方的 ZIP 格式文件，弹出下载提示，点击“下

载”按钮，完成文档下载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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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员工资信息进行修改后，点击“保存”按钮完成操作。

点击“上传文件”按钮，弹出文件上传界面，点击文档上传按扭，

找到要上传的文件，点击“打开”按钮完成上传操作。也可以点

击“删除”按钮删除上传文档。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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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修改工资申报年度，核对录入信息无误，点击“提

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击“确认提交”按钮，

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打印退费回执单，也可点击“完成”

按钮完成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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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离退休申请 

此模块可以办理离退休申请业务。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离退休申请办理界面。在上传

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文件。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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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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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录入姓名及证件号码及社会保障号，自动获取人员

基本信息，录入退休类别、银行信息及银行账号等信息，点击“提

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击“确认提交”按钮，

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打印回执单，也可点击“完成”按

钮完成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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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单位参保信息变更 

此模块可以办理单位参保信息变更业务。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个人退费业务的办理界面。在

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文

件。如图所示：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操作手册 

 — 101 — 

 

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修改单位信息，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

“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步业务界面，核对录入信息无

误，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击“确认

提交”按钮，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打印回执单，也可点

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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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职工欠费清欠 

此模块可以办理职工欠费清欠业务。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职工欠费清欠业务的办理界面。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

文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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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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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录入姓名及身份证号，单位信息在下方显示。可以

补缴旧单位的欠款信息，通过选中单位信息来显示不同公司下的

欠费记录。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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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单位信息前复选框，首次参保年月、人员编号、个人缴

费状态及用工形式自动获取。点击“查询”按钮，清欠记录在下

方显示。勾选对应费款属期，单位、个人及合计应缴金额自动计

算。核对录入信息无误，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提交

对话框，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

打印职欠费清欠回执单，也可点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如图

所示：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操作手册 

 — 106 — 

 

 

5.6 离退休待遇终止 

此模块可以办理离退休待遇终止业务。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离退休待遇终止业务办理界面。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

文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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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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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操作界面。录入人员编号，人员信息及领取人信息自动获取（社

会保障号、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银行行别代码、银行户

名、银行账号、领取人证件号、领取人姓名等）自动获取。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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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本人领取： 

默认领取人为本人，领取人银行信息也为本人银行信息。选

择终止原因、待遇终止日期。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

提交对话框，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

钮，打印回执单，也可点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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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人领取： 

选择领取人关系为继承人或其他，选择终止原因、待遇终止

日期，录入领取人信息（领取人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姓名、详

细地址等）。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

击“确认提交”按钮，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打印回执单，

也可点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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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单位一般信息维护 

此模块可以办理单位一般信息维护业务。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单位一般信息维护办理界面。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

文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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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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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录入基本信息（单位类型、隶属关系、经济类型、

所属行业务、注册地地址等），灰色信息无法录入。核对录入信

息无误，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击“确

认提交”按钮，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打印回执单，也可

点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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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单位关键信息维护 

此模块可以办理单位关键信息维护业务。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单位关键信息维护办理界面。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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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如图所示： 

 

 

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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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录入基本信息（统一社会信息用代码、法定代表人

证件类型、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法定代表人手机号码、国家/

地址代码、批准成立部门等）。核对录入信息无误，点击“提交

办理”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可

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打印回执单，也可点击“完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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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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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单位参保 

此模块可以办理单位参保业务。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单位参保办理界面。在上传附

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文件。如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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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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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录入基本信息（选择行政策区划代码、单位类型、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操作手册 

 — 121 — 

隶属关系、输入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法定代表人证

件号码、法定代表人手机号码、国家/地址代码、批准成立部门

等），录入单位成立日期后，单位名称、工商营业执照有效期限

（年）、法定代表人姓名、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单位成立日期

等变为灰色不可修改状态。核对录入信息无误，点击“提交办理”

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可点击“打

印回执单”按钮，打印回执单，也可点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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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单位注销 

此模块可以办理单位注销业务。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单位参保注销界面。在上传附

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文件。如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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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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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录入基本信息（单位类型、法定代表人姓名、法定

代表人证件号码、批准成立日期等），核对录入信息无误，点击

“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击“确认提交”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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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打印回执单，也可点击“完成”

按钮完成操作。如图所示： 

 

 

5.11 在职职工参保  

此模块可以办理在职职工参保业务。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在职职工参保办理界面。在上

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文件。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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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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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录入基本信息（社会保障号、姓名、证件类型、参

加工作时间、个人参保日期、首次参保日期等），核对录入信息

无误，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击“确

认提交”按钮，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打印回执单，也可

点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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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企业职工恢复缴费 

此模块可以办理企业职工恢复缴费业务。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企业职工恢复缴费办理界面。

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资料

文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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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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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录入基本信息（社会保障号、姓名、工资选择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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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人员参保状态等），核对录入信息无误，点击“提交办理”

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可点击“打

印回执单”按钮，打印回执单，也可点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

如图所示： 

 

 

5.13 企业职工暂停缴费 

此模块可以办理企业职工暂停缴费业务。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企业职工暂停缴费业务办理界

面。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上传各项

资料文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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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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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操作界面。录入基本信息（社会保障号、姓名，选择暂停原因），

核对录入信息无误，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

框，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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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单，也可点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如图所示： 

 

 

5.14 职工个人缴费基数变更 

此模块可以办理职工个人缴费基数变更业务。 

点击模块后方的“办理指南”按钮，进入业务办理指南

界面。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职工个人缴费基数变更

办理界面。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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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

上一步业务界面。，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自动获取开始

年月及工资，输入终止年月及缴费基数等信息，点击“新增”

按钮，下方增加一条信息列表，录入开始年月、结束年月及

工资信息，可以增加多条记录。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

删除数据列表。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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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录入信息无误，点击“提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

提交对话框，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可点击“打印回执单”

按钮，打印回执单，也可点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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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遗属供养人员领取待遇资格认证  

此模块可以办理遗属供养人员领取待遇资格认证业务。 

点击模块后方的“办理指南”按钮，进入业务办理指南界面。

点击“立即办理”按钮，进入遗属供养人员领取待遇资格认证业

务办理界面。在上传附件处，需阅读注意事项，阅读后，按要求

上传各项资料文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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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材料按钮，找到要上传的图片后，点击“打开”按

钮，图片显示成功后。图片上传成功后，也可以点击“删除”按

钮，删除后重新上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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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返回上一步，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到上一

步业务界面。录入基本信息（社会保障号、姓名、年度、待遇领

取资格认证结果、认证渠道等），核对录入信息无误，点击“提

交办理”按钮，弹出确认提交对话框，点击“确认提交”按钮，

可点击“打印回执单”按钮，打印回执单，也可点击“完成”按

钮完成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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