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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市内招聘（线下招聘）

全市各级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定期举办现场招聘

会，有招聘意向的企业可电话咨询各市场。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时间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内江市人力

资源市场    

市中区人力

资源市场   

东兴区人力

资源市场 

资中县人力

资源市场 

威远县人力

资源市场

隆昌市人力

资源市场

内江市零工

市场

东兴区西林大

道330号    

临江小区沱鞍

路档案大楼1楼  

东兴区和平广

场1号2楼 

资中县水南镇

资州大道南二

段322号 

威远县三河路

97号

隆昌市“五合

一”大楼2楼

内江高铁北

站下沉广场

周二、周五

上午   

周三上午  

周四上午

周三上午

周五上午

2286542

2100136

2279073

5528650

8191372

3913608

1899051
0553

周二、周五

上午   

周四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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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内江）公共招聘网线上业务办理流程

一、办理流程

（1）登录四川（内江）公共招聘网http：//nj.

sc91.org.cn网址注册；

（2）上传资料；

（3）就业部门审核；

（4）网上发布招聘信息；

（5）领取《用工企业登记证》；

（6）凭《用工企业登记证》可参加全市人力资

源市场现场招聘会。

二、提供资料

（1）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2）法人或经办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加盖

公章）；

（3）委托书（加盖公章）。

                    

       （二）市内招聘（线上招聘）

企业可在四川（内江）公共招聘网、内江人才

网、“内江就业服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招聘信

息，查看求职简历。

序号

1

2

3

4

5

6

网站名称

四川（内江）公共招聘网

内江人才网

“内江市人才交流中心”

微信公众号

“内江就业服务”

微信公众号

直播带岗网络招聘活动

i内江招聘专栏

网址

http://nj.sc91.org.cn

https://www.njrc168.com

7
内江交通广播电台

《帮您找工作》栏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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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江人才网线上业务办理流程

     一、办理流程

（1）准备电子版申请资料；

（2）发送至电子邮箱njrc168@qq.com；

（3）线上材料审核；

（4）网上发布招聘信息。

二、提供资料

（1）经办人、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3）招聘简章（加盖公章）。

                    

          直播带岗网络招聘活动

一、活动名称：“创业甜城 乐业内江”助企引

才直播带岗网络招聘活动。

二、主办单位：内江市民营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三、承办单位：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

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交通广播、内江综合广播。

四、活动时间：每月第三周周五下午定期在内江

广播电视台举办。

五、活动方式：采用“主播+企业展示+岗位推荐

+互动”形式，用人单位介绍企业运营情况，讲解岗

位详情、薪资福利、企业文化等重点信息，主播同步

推广岗位信息。求职者通过“岗位推荐+线上答疑+简

历投递”三位一体实时互动，以连线、留言方式进行

现场直聘，提升人岗匹配率。

六、报名方式：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

七、联系电话： 。22865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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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驻外农劳工作站招聘

农民工服务机构根据企业用人需求和驻外农民工

服务工作站实际情况，通过驻外农民工服务工作站宣

传本地企业招聘信息，吸引外出有技术、有意愿农民

工返乡就业。有意向的企业可电话咨询、发布招聘信

息。

傅绎仁(工作人员)

18335158809四川省内江市驻山西省太
原市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序号  驻外农劳工作站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舒洪友(站长)
1

2

3

4

5

6

7

13333408362

四川省内江市驻陕西省西
安市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四川省内江市驻山西省长
治市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钟方红(站长) 

何新友(站长)

17792880828

13546506272

 姜义全(工作人员) 

 张顺(工作人员)

13488157858

15234513203

四川省内江市驻贵州省贵
阳市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李顺洪(站长)  13808075683

 黄波丽(工作人员) 18615769528

四川省内江市驻成都市青
羊区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晏伟(站长) 13678070112

 赵露(工作人员) 13730857521

四川省内江市驻甘肃省兰
州市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张彬(站长) 13609380900

 韩斌(副站长) 15769415555

四川省内江市驻云南省昆
明市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李修华(站长) 18380966666

 浦雁(工作人员) 15887062413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四川省内江市驻成都市农
民工服务工作站 

王贵友(站长)  15983261010

 曾号(工作人员)  13547907939

四川省内江市驻北京市农
民工服务工作站 

刘茵(站长) 13901131410

 刘寰宇(工作人员) 13458889998

四川省内江市驻广东省深
圳市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曾建(站长) 18820600094

 黄礼建(办公室主任) 13713547223

四川省内江市驻西藏自治
区拉萨市农民工服务工作

站 
罗卫(站长) 13696046118

四川省内江市驻福建省厦
门市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范兵(站长) 13606911998

 范傲俊(工作人员) 13696988082

四川省内江市驻浙江省台
州市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罗丛明(站长) 13357639666

 刘丽(工作人员) 15868685568

四川省内江市驻浙江省玉
环市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伍斌(站长) 13656868855

 冷恒勇(工作人员) 13626628612

四川省内江市驻广东省深
圳市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姚兆永(站长) 13602691296

 姚宇(工作人员) 13632995836

四川省内江市驻云南省德
宏州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申邦国(站长) 13578247848

 谢文瑛(工作人员) 18669255524

四川省内江市驻江苏省苏
州市农民工服务工作站 

崔拥(站长) 18915582462

 杨萍(工作人员) 13338650627

四川省内江市驻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农民

工服务工作站 

何世勋(站长) 13388363555

 卫玲(办公室主任) 1369999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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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校园招聘

本地各高校每年根据学校安排举办校园招聘

会，有招聘意向的企业，可根据学校专业设置，与相

应学校对接。

高校名称 
就业处

联系电话 
校招时间 主要专业 报名方式

内江师范学院 

内江职业技术
学院

内江卫生与健
康职业学院

川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2340017 

2265927

2029779

5908711

春季：3月-5月
秋季：9月-12月 

春季：3月-5月
秋季：9月-12月 

春季：3月-5月
秋季：9月-12月 

春季：3月-5月
秋季：9月-12月 

师范类、
文学类等

加工制造类、
信息电子类等

护理、药学、
中医康复技
术等

学前教育、
艺术教育等

具体报名

办法请与

高校学生

处（招就

处）咨询

    （五）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招聘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服务范围

1

四川川渝

国际人才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王琳玲
18081080860

1.人力资源服务：人才
招聘与猎头、服务外
包、劳务派遣、人力资
源咨询服务、务工人员
输出、人事管理服务、
职业健康管理与咨询、
薪酬福利服务。
2.职业教育运营管理与
培训：职业技能培训、
职称评定、特种操作作
业培训及证照办理、继
续教育服务、企业培
训、教育投资、拓展职
业院校(中职、高职、
本科、产业学院)、职
业院校运营与管理、高
校服务。
3.业务投资拓展：人才
投资、人才测评、人才
金融、人才活动策划、
商业服务与咨询、管理
咨询、出入境咨询代理
服务、产业园区运营与
管理、家政科技。
4.教育基地服务：劳动
教育基地、高校产业学
院、综合实践基地、产
教融合竞赛基地、红色
革命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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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川渝国际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四川川渝国际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构建“人

才+平台+资本＋技术+服务”的业务模式，致力打造专

业化、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人力资源发展服务企

业，是提供“产、城、人、业、服”全方位、全链条

解决方案的国内优秀供应商。   

公司按照“融合创新、市场导向、开放合作、服

务地方”的发展思路，以技术为驱动，以市场为引

领，与业界众多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及职业教育学院进

行强强联合，探索政企人才数智化转型升级，打造产

学研公共实训基地及人才服务新格局；同时搭建集职

业教育培训、技能人才培养、学历提升、实习实训、

招才引智于一体的产学研融合平台，开展数据处理分

析、共享服务中心、职业健康管理、技术咨询、服务

外包于一体的人才标准化、专业化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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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补贴

    1.申报条件

企业吸纳离校2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毕业年度

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费。

2.补贴标准

（1）中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按

其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最高不超过6 0 %档

次）、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1 0 0 0元

/人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2）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组织

招用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

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单位实际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最高不超过60%档次）给予社保补贴。

（3）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3.申报流程

（1）用人单位向社保缴费地所在的就业部门提

出申请；

（2）用人单位需在所属地就业部门进行就业登

记备案；

（3）就业部门审查；

（4）同级人社部门复核合格后拨付。

4.提供资料

（1）营业执照；

（2）人员花名册、身份证复印件、工资支付凭

证（工资表）；

（3）与招用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副本）；

（4）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企业（单位）在银行

开立的基本账户等凭证材料；

（5）县（市、区）就业部门要求的其他资料。

5.联系电话

（二）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和登记失业半年以

上人员补贴

1.申报条件

市中区就业     2024329

东兴区就业     2279351

高新区就业     6105075

经开区就业     2072611

隆昌市就业     3990780

资中县就业     5522356

威远县就业     8246726

市本级就业    228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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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

员。

2.补贴标准

（1）中小微企业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按其实

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最高不超过6 0 %缴费档

次)、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并给

予150元/人·月岗位补贴。

（2）中小微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

就业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给予1000元/人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3.申报流程

（1）用人单位向社保缴费地所在的就业部门提

出申请；

（2）用人单位需在所属地就业部门进行就业登

记备案；

（3）就业部门审查；

（4）同级人社部门复核合格后拨付。

4.提供资料

（1）营业执照；

（2）人员花名册、身份证复印件、工资支付凭

证（工资表）；

（3）与招用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副本）；

市中区就业     2024329

东兴区就业     2279351

高新区就业     6105075

经开区就业     2072611

隆昌市就业     3990780

资中县就业     5522356

威远县就业     8246726

市本级就业    2286545

（4）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企业（单位）在银行

开立的基本账户等凭证材料；

（5）县（市、区）就业部门要求的其他资料。

5.联系电话

（三）企业吸纳脱贫人口补贴

1.申报条件

企业吸纳脱贫人口，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参

加社会保险。

2.补贴标准

（1）企业吸纳脱贫人口就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

合同并参加社会保险的,按1000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吸纳10人及以上的，再按每10人

1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最高不超过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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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就业     2024329

东兴区就业     2279351

高新区就业     6105075

经开区就业     2072611

隆昌市就业     3990780

资中县就业     5522356

威远县就业     8246726

市本级就业    2286545

并参照就业困难人员落实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培训

补贴等政策。

（2）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

农村电商等其他依法登记的生产经营主体吸纳脱贫人

口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按1000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吸纳10人以上的，再一次性给予

1万元奖补。

3.申报流程

（1）用人单位向社保缴费地所在的就业部门提

出申请；

（2）用人单位需在所属地就业部门进行就业登

记备案；

（3）就业部门审查；

（4）同级人社部门复核合格后拨付。

4.提供资料

（1）营业执照；

（2）人员花名册、身份证复印件、工资支付凭

证（工资表）；

（3）与招用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副本）；

（4）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企业（单位）在银行

开立的基本账户等凭证材料；

（5）县（市、区）就业部门要求的其他资料。

5.联系电话

（四）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组

织脱贫人口、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到企业就业创业

服务补助

1.申报条件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组织脱贫

人口、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到企业就业，并协助签

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  

2.补贴标准

按300元/人的标准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3.申报流程

（1）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应在

组织“三类人员”就业的企业所在地县级公共就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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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申报补贴；

（2）用人单位需在所属地就业部门进行就业登记

备案；

（3）就业部门审查；

（4）同级人社部门复核合格后拨付。

4.提供资料

（1）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相关

证明材料；

（2）脱贫人口、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身份证复

印件等相关材料；

（3）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复印件；

（4）脱贫人口、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险

缴费凭证；

（5）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在银

行开立的基本账户等凭证材料；

（6）县（市、区）就业部门要求的其他资料。

5.联系电话

市中区就业     2024329

东兴区就业     2279351

高新区就业     6105075

经开区就业     2072611

隆昌市就业     3990780

资中县就业     5522356

威远县就业     8246726

市本级就业    2286545

（五）就业见习补贴

1.申报条件

（1）市人社部门批准的见习基地；

（2）按规定录用就业见习人员，认真履行见习基

地义务。

2.补贴标准

组织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失业青年参

加3-12个月就业见习，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用人

单位就业见习补贴。

3.申报流程

（1）录用见习人员一周内签订见习协议，并报基

地所属就业部门审核；

（2）补贴资金按各县（市、区）财政部门要求，

提交相关资料。

4.提供资料

（1）就业见习基地见习补贴申请表；

（2）就业见习人员花名册、就业见习人员生活补

助领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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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业见习协议；

（4）失业青年提供身份证复印件、高校毕业两年

内未就业人员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及学历复印件；

（5）县（市、区）就业部门要求的其他资料。

5.联系电话

（六）职业培训补贴

1.申报条件 

参加内江市政府补贴职业技能培训的就业重点群

体具体为：

（1）贫困家庭子女；

（2）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 

（3）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4）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市中区就业     2024329

东兴区就业     2279351

高新区就业     6105072

经开区就业     2072611

隆昌市就业     3992650

资中县就业     5522356

威远县就业     8246726

市本级就业    2286545

（5）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

（6）省内普通高校全日制非毕业年度在校大学

生；

（7）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

2.补贴标准

补贴标准按《关于发布内江市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标准的通知》执行，创业培训（含网络创业培训）

2 0 0元/人- 1 6 0 0元/人，职业技能培训9 0 0元/人-

2400元/人。 

3.申报流程

向当地就业部门提出开班申请，经就业部门审核

同意后方可实施，培训结束后由各级财政部门将补贴

资金拨付到培训机构账户。 

4.提供材料 

 机构开班申请所需资料：

（1）开班申请 (包括教学人员资质、教学计划、

课程表、学员花名册)；

（2）学员身份证复印件；

（3）人员类型证明材料。

机构申请补贴资金所需资料：

（1）补贴申请表；

（2）学员签到册；



23 24

（3）学员结业花名册；

（4）鉴定费发票；

（5）学员与机构签订的代为申请协议;

（6）《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专项能力证书》或《合格证书》复印件等。

（创业培训还应提供创业培训体系要求的技术表

单）。

5、联系方式

市中区就业     2040326

东兴区就业     2279351

高新区就业     6105075

经开区就业     2057995

隆昌市就业     3922948

资中县就业     5529055

威远县就业     8191369

市本级就业    2286541

数，给予创业吸纳就业奖励。

2.补贴标准

招用3人（含3人）以下的，每招用1人奖励2000

元，招用3人以上的，每增加1人奖励3000元，最高奖

励总额不超过10万元。

3.申报流程

经当地就业部门初审、人社部门复核后，按规定

将奖励资金拨付到创业大学生在银行开立的帐户。

4.提供资料

（1）创办实体企业大学生身份证、毕业证或学生

证；

（2）创业实体有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3）创业吸纳就业奖励申报表；

（4）吸纳就业劳动者的身份证、劳动合同复印

件；

（5）按合同期限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凭证。

5、联系方式

（七）大学生创业吸纳就业奖励

1.申报条件

在校大学生或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创办的企业，

大学生创办企业吸纳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按其吸纳就业（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人

市中区就业     2100208

东兴区就业     2279387

高新区就业     6105072

经开区就业     2072611

隆昌市就业     399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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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企业职工职称评审

我市各系列（专业）中、初级职称评审工作一般

在下半年开展，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发布职称评

审通知，申报材料经各系列（专业）职称中级评审委

员会评审后，上报至市人社局进行资格复核。高级职

称申报按照省上统一安排，市人社局负责对申报材料

进行审查并推荐。

1.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主要复核材料：

（1）申报人员学历（学位）；

（2）上一级专业技术职称任职年限；

（3）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证明

材料；

（4）行业所需的职（执）业资格证书（如教

育、卫生、新闻等行业）；

（5）公示材料。

根据各系列（专业）职称评价标准和条件，对申

报人员的上述材料进行逐一审查，按有关规定办理签

章、拟文等业务。

资中县就业     5522356

威远县就业     8246819

市本级就业    2286548

2.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审查推荐

高级职称申报材料须由市级行业主管统一核实并

签章后，与加盖呈报单位公章的《内江市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名册》一并报送至市人社局，市

人社局根据相关任职资格条件对申报人员的学历、任

职年限、继续教育、公示等材料进行逐一审查（审查

流程参照中级职称），审查通过后在《评审表》相应

位置盖章。

3.联系电话

内江市人社局专技科 2228449

市中区人社局专技股 2027886

东兴区人社局专技股 2288104

隆昌市人社局专技科 3927862

资中县人社局专技股 5610906

威远县人社局专技股 8241629

高新区党群工作事务部 5858840

经开区党政办 226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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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

全市各级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名单如下，企业可电

话咨询。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

内江市社保中心 
内江市东兴区兰桂
大道377号(政务中

心三楼)
2271793

市中区社保中心 
内江市市中区沱鞍
路122号档案大楼2

楼 
2170136

东兴区社保中心 
内江市东兴区汉安
大道东段436号(政

务中心一楼)
2253505

威远县社保中心 
威远县严陵镇小河
路128号(东风花苑

B区旁)
6181815

资中县社保中心 资中县水南镇资州
大道南二段322号

5601899

隆昌市社保中心
隆昌市古湖街道康
复西路三段31号(五
合一大楼一楼) 

3956037

经开区就业和社
会保障局

内江经济技术开发
区汉晨路536号

2205280

高新区就业和社
会保障中心

内江市东兴区大千
路北环路656号

6105074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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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保险办理流程

             企业社会保险登记

一、事项名称

企业社会保险登记。

二、事项简述

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民办非

企业等用人单位申请办理社会保险参保登记。

三、服务对象

法人、其他组织。

四、实施主体

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五、设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35号）。

2.《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259号）。

六、申办条件

具有加载统一信用代码证照的企业、有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

七、申办材料

新开办企业已实现企业社会保险同步登记，无需

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未能同步完成联网登记

的，参保单位携带以下材料到注册地县级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办理：

1 .《四川省用人单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申报

表》；

2.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照。

（所需表单可在“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

→“通知公告”→“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申请表”点

击进行下载）。

八、办理渠道

现场办理：1.市本级地址：内江市东兴区兰桂大

道377号政务服务局三楼社会保险服务区；

2.各县（市、区）办公地址自行公布。

网 厅 ： 1 . 四 川 人 社 在 线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http://www.sc.hrss.gov.cn/scggfw  2.四川政

务服务网http://www.sczwfw.gov.cn/

同步办理：通过接收市场监管等部门共享的企业

登记信息同步办理。

九、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十、收费及标准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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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结果反馈

现场办理：《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办理结果通知

单》。

网厅：法人登陆“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

→“业务申报流程进度查询打印”进行查询。

十二、办理时间

市本级：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2:00，下午13:30-17:00；

各县（市、区）办理时间自行公布。

十三、咨询查询途径

咨询电话和查询电话：

1.市本级：0832-2271793；

2.各县（市、区）自行公布；

咨询服务热线12333。

十四、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832-2278258。

十五、备注

该业务申请材料均需提供原件。

         企业职工参保登记

一、事项名称

企业职工参保登记。

二、事项简述

参保单位为职工办理企业职工养老、工伤、失业

保险参保登记。

三、服务对象

法人、其他组织。

四、实施主体

省、市、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五、设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35号）；

2.《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

保险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41号）；

3.《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6号）。

六、申办条件

参保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向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申请办理企业职工参保登记。

七、申办材料

新办企业通过企业开办 “一窗通”平台同步申报



33 34

员工信息的自动完成职工参保登记，无需到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办理；已参保企业凭以下情形对应材料，前

往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指定的基层网点，或

通过社会保险网上经办系统办理职工参保登记。

（一）办理情形

1.普通职工参保提供：材料清单第1、2、3项；

2.非全日制用工或多个单位同时就业的职工参保

提供:材料清单第1、2、3、4、5项；

3.单工伤情形：

①超龄等从业人员提供:材料清单第1、2、3、6

项；

②在校实习生:材料清单第1、2、3、7项；

③医学实习在读生:材料清单第1、2、3、7项或第

1、2、3、8项；

④规培社会学员:材料清单第1、2、3、8项；

⑤见习基地人员:材料清单第1、2、3、9项；

⑥基层选聘人员:材料清单第1、2、3、10项；

4.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人员：材料清

单第2、11项。

（二）材料清单

1.《四川省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参保登记申报表》

（网上申报无需提供）；

2.职工有效身份证件（港澳台人员、外国人提

供）；

3.相关机构出具的已参保证明（互免协议国家或

港澳台人员申请部分险种参保时需提供）；

4.劳动合同或协议；

5.省外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证明（职工未在省内参

加养老保险时提供）；

6.个人承诺书；

7.实习协议；

8.住院医师规培（委培）协议；

9.就业见习协议；

10.基层聘用合同；

11.《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人员信息

表》。

（所需表单可在“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

→“通知公告”→“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申请表”点

击进行下载）。

八、办理渠道

现场办理：1.市本级地址：内江市东兴区兰桂大

道377号政务服务局三楼社会保险服务区；

2.各县（市、区）办公地址自行公布。

网 厅 ： 1 . 四 川 人 社 在 线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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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hrss.gov.cn/scggfw  2.四川政

务服务网http://www.sczwfw.gov.cn/

同步办理：通过企业开办 “一窗通”平台同步

申报员工信息的自动完成职工参保登记。

九、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十、收费及标准

免费。

十一、结果反馈

现场办理：《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办理结果通知

单》。

网厅：法人登陆“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

→“业务申报流程进度查询打印”进行查询。

十二、办理时间

市本级：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2:00，下午13:30-17:00；

各县（市、区）办理时间自行公布。

十三、咨询查询途径

咨询电话和查询电话：

1.市本级：0832-2271793；

2.各县（市、区）自行公布；

咨询服务热线12333。

十四、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832-2278258。

十五、备注

1.有效身份证件：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证、护照。

2.该业务可在全省任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

理,申请材料均需提供原件。

              缴费人员减少

一、事项名称

缴费人员减少。

二、事项简述

用人单位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停保登记，灵活就

业人员、城乡居民办理养老保险停保登记。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四、实施主体

省、市、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五、设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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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主席令第35号）；

2.《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川省

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

>的通知》（川劳社发﹝2006﹞18号）。

六、申办条件

单位职工离职、灵活就业人员与城乡居民由于各

种原因需暂停社会保险关系。

七、申办材料

（一）办理情形

1.单位办理需提供：材料清单第1项；

2.灵活就业人员与城乡居民办理需提供：材料清

单第2项。

（二）材料清单

1.企业单位：《四川省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停保登

记申报表》（网上经办时无需提供）；

机关事业单位：《四川省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

业务申报表》；

2.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所需表单可在“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

→“通知公告”→“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申请表”点

击进行下载）。

八、办理渠道

现场办理：1.市本级地址：内江市东兴区兰桂大

道377号政务服务局三楼社会保险服务区；

2.各县（市、区）办公地址自行公布。

网 厅 ： 1 . 四 川 人 社 在 线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http://www.sc.hrss.gov.cn/scggfw  2.四川政

务服务网http://www.sczwfw.gov.cn/

手机端 ：四川人社（限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

民办理）。

九、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十、收费及标准

免费。

十一、结果反馈

现场办理：《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办理结果通知

单》。

网厅：法人登陆“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

→“业务申报流程进度查询打印”进行查询。

个人登陆“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业

务办理情况查询”进行查询。

手机端：登陆“四川人社”→“业务办理情况查

询” 进行查询。

十二、办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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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

全市各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名单如下，企业可电

话咨询。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

内江市社保中心 
内江市东兴区兰桂
大道377号(政务中

心三楼)
2271793

市中区社保中心 
内江市市中区沱鞍
路122号档案大楼2

楼 
2170136

东兴区社保中心 
内江市东兴区汉安
大道东段436号(政

务中心一楼)
2253505

威远县社保中心 
威远县严陵镇小河
路128号(东风花苑

B区旁)
6181815

资中县社保中心 资中县水南镇资州
大道南二段322号

5601899

隆昌市社保中心
隆昌市古湖街道康
复西路三段31号(五
合一大楼一楼) 

3956037

经开区就业和社
会保障局

内江经济技术开发
区汉晨路536号

2205280

高新区就业和社
会保障中心

内江市东兴区大千
路北环路656号

6105074

1

2

3

4

5

6

7

8

市本级：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2:00，下午13:30—17:00；

各县（市、区）办理时间自行公布。

十三、咨询查询途径

咨询电话和查询电话：

1.市本级：0832—2271793；

2.各县（市、区）自行公布；

咨询服务热线12333。

十四、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832—2278258。

十五、备注

1.有效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港

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

永久居留证或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护照；

2.该业务可代办，代办需提供双方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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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保险办理流程

               工伤事故备案

一、事项名称

工伤事故备案。

二、事项简述

参保单位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后，根据事故发生经

过和医疗救治情况，以书面、12345（12345增加单位

编号、职工身份证号等备案输入功能）、传真或网络

等方式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送《四川省工伤

保险事故备案表》。

三、服务对象

法人。

四、实施主体

省、市、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五、设立依据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

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2.《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

川省工伤保险经办规程（暂行）>的通知》（川人社

办发〔2020〕129号）。

六、申办条件

已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及时

(24小时之内，节假日顺延)向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报备。

七、申办材料  

《四川省工伤保险事故备案表》；

（所需表单可在“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 

→“通知公告”→“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申请表”点

击进行下载）。

八、办理渠道

现场办理：市本级地址：内江市东兴区兰桂大道

377号政务服务局三楼社会保险服务区。

网 厅 ： 1 . 四 川 人 社 在 线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http://www.sc.hrss.gov.cn/scggfw  2.四川政

务服务网http://www.sczwfw.gov.cn/

九、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十、收费及标准

免费。

十一、结果反馈

现场办理：《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办理结果通知

单》；

网厅：法人登陆“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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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申报流程进度查询打印”进行查询。

十二、办理时间

市本级：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2:00  下午13:30-17:00；

各县（市、区）办理时间自行公布。

十三、咨询查询途径

咨询电话和查询电话：

市本级：0832-2278261；

咨询服务热线12333。

十四、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832-2278258。

十五、备注

该业务可在全省任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

理,申请材料均需提供原件。

       工伤医疗（康复）费用申报

一、事项名称

工伤医疗（康复）费用申报。

二、事项简述

工伤职工因治疗工伤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符合工

伤保险基金支付规定的，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及直

系亲属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医疗费用报

44

销；联网结算的，由协议机构推送至经办机构进行直

接结算；因工伤康复所发生的康复费用，符合工伤保

险基金支付规定的，由协议机构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申报；经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同意异地就医治疗

的，可提供医疗费、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等资料

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实施主体

省、市、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五、设立依据

1.《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86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

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3.《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

川省工伤保险经办规程（暂行）>的通知》（川人社

办发〔2020〕129号）。

六、申办条件

工伤职工因工伤治疗或康复发生医疗、交通、伙

食、住宿等费用的。

七、申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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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诊医疗费用申报： 

（1）《四川省工伤医疗（康复）待遇申请表》；

（2）门诊诊断证明原件； 

（3）门诊医疗费用发票原件； 

（4）门诊处方； 

（5）与发票对应的门诊费用清单原件（无门诊处

方时需提供此项）； 

（6）门诊检查报告单复印件。 

2.住院医疗费用申报： 

（1）《四川省工伤医疗（康复）待遇申请表》；

（2）住院医疗费用发票原件； 

（3）与发票对应的住院医疗费用清单原件； 

（4）出院小结或出院记录原件；

（5）使用植入人体材料、人工器官等特殊医用材

料的还应当提供产品说明书或合格证。

（6）住院期间的全套病历档案。

（7）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调解书或法院判决书、调解书（属于交通事故

等涉及第三方赔偿的）；

（8）公安机关或司法部门的遭受暴力伤害和赔偿

的相关法律文书出具处罚决定书；

（9）住宿、伙食、交通等费用的发票原件。

（所需表单可在“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 

→“通知公告”→“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申请表”点

击进行下载）。

八、办理渠道

现场办理 ：市本级地址：内江市东兴区兰桂大

道377号政务服务局三楼社会保险服务区。  

网 厅 ： 1 . 四 川 人 社 在 线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http://www.sc.hrss.gov.cn/scggfw  2.四川政

务服务网http://www.sczwfw.gov.cn/

九、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十、收费及标准

免费。

十一、结果反馈

现场办理：《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办理结果通知

单》。

网厅：法人登陆“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

→“业务申报流程进度查询打印”进行查询。

个人登陆“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业

务办理情况查询”进行查询。

十二、办理时间

市本级：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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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2:00  下午13:30-17:00；

各县（市、区）办理时间自行公布。

十三、咨询查询途径

咨询电话和查询电话：

市本级：0832-2278261；

咨询服务热线12333。

十四、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832-2278258。

十五、备注

该业务可代办，代办需持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材

料。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含生活困难，预支50%确认）、丧葬

补助金申领

一、事项名称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含生活困难，预支5 0 %确

认）、丧葬补助金申领。

二、事项简述

1.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因工死亡的职工、

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或停工留

薪期满按月享受伤残津贴的一级至四级工伤人员死亡

的，其近亲属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及丧葬补助金；

2.外出期间发生事故或者在抢险救灾中下落不明

的职工，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后，近亲属

生活困难的，可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预支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的50%。职工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丧葬补助

金。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实施主体

省、市、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五、设立依据

1.《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86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

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3.《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工伤保险

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川府发〔2021〕10号）；

5.《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

川省工伤保险经办规程（暂行）>的通知》（川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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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发〔2020〕129号）。

六、申办条件

1.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因工死亡的工伤职

工、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或停工

留薪期满按月享受伤残津贴的一级至四级工伤人员死

亡；

2.职工因工外出期间发生事故或者在抢险救灾中

下落不明且近亲属生活困难，职工被人民法院宣告死

亡。

七、申办材料

1.工亡（含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死亡）、一级至

四级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

①《四川省工伤待遇申请表》；

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复印件或公安机

关出具的死亡材料；

③申请人和工亡职工的户口簿（港澳台人员、外

国人无需提供）；

④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2.因工外出期间发生事故或在抢险救灾中下落不

明且近亲属生活困难：

①《四川省工伤待遇申请表》；

②申请人和工亡职工的户口簿和有效身份证件；

③公安机关出具的失踪或下落不明的证明；

④《四川省申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生活困难预

支50%）承诺书》；

⑤下落不明人员经法院宣告死亡的，由用人单位

或工亡人员近亲属凭宣告死亡判决书申领剩余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及丧葬补助金。

（所需表单可在“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 

→“通知公告”→“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申请表”点

击进行下载）。

八、办理渠道

现场办理 ：市本级地址：内江市东兴区兰桂大

道377号政务服务局三楼社会保险服务区。  

网 厅 ： 1 . 四 川 人 社 在 线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http://www.sc.hrss.gov.cn/scggfw   2.四川政

务服务网http://www.sczwfw.gov.cn/

九、办理时限

12个工作日。

十、收费及标准

免费。

十一、结果反馈

现场办理：《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办理结果通知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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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厅办理：法人登陆“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

台”→“业务申报流程进度查询打印”进行查询。

个人登陆“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业

务办理情况查询”进行查询。

十二、办理时间

市本级：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2:00  下午13:30-17:00；

各县（市、区）办理时间自行公布。

十三、咨询查询途径

咨询电话和查询电话：

市本级：0832-2278261；

咨询服务热线12333。

十四、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832-2278258。

十五、备注

1.有效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港

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

永久居留证或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护照。

2.该业务可在全省任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

伤残待遇申领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

一、事项名称

伤残待遇申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和

生活护理费）。

二、事项简述

1.工伤职工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确认达到一

至十级伤残等级的，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

2.工伤职工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确认达到生

活自理障碍程度等级的，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申请生活护理费。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实施主体

省、市、县级会保险经办机构。

五、设立依据

1.《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86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

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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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工伤保险

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川府发〔2021〕10号）；

5.《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

川省工伤保险经办规程（暂行）>的通知》（川人社

办发〔2020〕129号）。

六、申办条件

工伤职工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确认达到一至

十级伤残等级或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等级的。

七、申办材料

《四川省工伤待遇申请表》

（所需表单可在“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 

→“通知公告”→“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申请表”点

击进行下载）。

八、办理渠道

现场办理 ：市本级地址：内江市东兴区兰桂大

道377号政务服务局三楼社会保险服务区。 

网 厅 ： 1 . 四 川 人 社 在 线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http://www.sc.hrss.gov.cn/scggfw  2.四川政

务服务网http://www.sczwfw.gov.cn/

九、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十、收费及标准

免费。

十一、结果反馈

现场办理：《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办理结果通知

单》。

网厅：法人登陆“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

→“业务申报流程进度查询打印”进行查询。

个人登陆“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业

务办理情况查询”进行查询。

十二、办理时间

市本级：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2:00  下午13:30-17:00；

各县（市、区）办理时间自行公布。

十三、咨询查询途径

咨询电话和查询电话：

市本级：0832-2278261；     

咨询服务热线12333。

十四、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832-2278258。

十五、备注

1.该业务可代办，代办需持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

材料。

2.该业务可在全省任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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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申请

一、事项名称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申请。

二、事项简述

五级、六级工伤职工本人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人事关系，以及七级至十级工伤职工劳

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本人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

劳动、聘用合同的，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工伤职工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人事关系之日起不再享受其他工伤保险待遇。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实施主体

省、市、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五、设立依据

1.《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86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

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3.《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工伤保险

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川府发〔2021〕10号）；

5.《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

川省工伤保险经办规程（暂行）>的通知》（川人社

办发〔2020〕129号）。

六、申办条件

五级、六级工伤职工本人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人事关系，以及七级至十级工伤职工劳

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本人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

劳动、聘用合同的。

七、申办材料

1.《四川省工伤待遇申请表》；

2.与参保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书；

3.参保单位给付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的有效凭证；

4.五至十级工伤职工终止工伤保险关系三方协议

书（原件）一式三份。

（所需表单可在“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 

→“通知公告”→“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申请表”点

击进行下载）。

八、办理渠道

现场办理 ：市本级地址：内江市东兴区兰桂大

道377号政务服务局三楼社会保险服务区。  

九、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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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工作日。

十、收费及标准

免费。

十一、结果反馈

现场办理：《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办理结果通知

单》。

十二、办理时间

市本级：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2:00  下午13:30-17:00；

各县（市、区）办理时间自行公布。

十三、咨询查询途径

咨询电话和查询电话：

市本级：0832-2278261；

咨询服务热线12333。

十四、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832-2278258。

十五、备注

该业务可代办，代办需持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材

料。         

            （三）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

全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名单如下，企业可电话咨

询。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内江市就业创业
促进中心 

东兴区西林大道330号 2286543

内江市市中区就
业服务中心 

内江市市中区沱鞍路
122号新档案大

楼一楼 
2022085

内江市东兴区就
业服务中心 东兴区红牌路西段52号 2279610

内江经济技术开
发区就业和社会

保障局 

内江市交通镇汉晨路
506号 

2052900

内江高新区就业
和社会保障中心 

内江市东兴区大千路
北环西路656号 

6105062

内江市隆昌市就
业服务中心 

隆昌市康复西路延线
五合一大楼二楼  

3991898

内江市威远县就
业服务中心 威远县三河路97号 6181827

内江市资中县就
业服务中心 

资中县水南镇资州大道
南二段322号 

58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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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办理流程

一、申领条件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失业人员：

（一）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

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的；

（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二、申领方式

（一）网上申领

网上办理统一平台：四川省就业创业网上服务大

厅（网址：点击“个人业务”或“单位业务”，再点

击“失业待遇服务”，根据需要选择相应业务。

微信办理：搜索公众号“四川e就业”，实名绑定本

人身份证，点击“失业保险”办理相应业务。

（二）现场申领

失业人员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2份，社会保障

卡复印件1份，到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现场

申领。

三、领金期限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根据失业人员失

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的时间确

定：累计缴费时间满1年以上不满2年的为3个月；2年

以上不满3年的为6个月；3年以上不满5年的为12个

月；5年以上不满8年的为15个月；8年以上不满10年的

为18个月；10年以上的为24个月。失业保险金领取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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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一、申报条件

（一）属于《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发

（20 1 7）》（国统字第〔20 1 7〕2 1 3号）规定的小

型、微型企业。

（二）小微企业当年（申请资格审核前12个月

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企

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5 %（超过10 0人的企业达到8

%）、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

（三）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严重

违法违规信用记录。

二、补贴标准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由经办银

行根据小微企业实际招用符合条件的人数合理确定，

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三、申报流程

（一）企业向当地就业部门提出贷款申请；

（二）县（市、区）就业部门组织人员现场调

查；

（三）县（市、区）审贷委员会复审审定，并将

相关资料报创业担保公司和经办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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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就业     2100208

东兴区就业     2279387

高新区就业     6105072

经开区就业     2072611

隆昌市就业     3990780

资中县就业     5522356

威远县就业     8246819

市本级就业    2286548

（四）担保公司和经办银行现场取证调查复审；

（五）担保公司向银行出具担保承诺函，经办银

行放贷。

四、提供资料

（一）营业执照；

（二）法人身份证明；

（三）税务登记证；

（四）新招录人员证明材料及当地就业部门要求

提供的资料；

（五）经办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五、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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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监察仲裁

劳动监察经办机构

全市各级劳动监察经办机构名单如下，企业可电

话咨询。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内江市劳动保障
监察支队 

市中区报社路157号 2286516

市中区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 

市中区沱鞍路档案大楼
7楼 

2122044

东兴区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 

东兴区中兴路63号老政
府3楼 

2250556

隆昌市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 

隆昌市金华路锦林大厦
6楼 

3990591

资中县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 

资中县东干道劳动巷
98号 

5610187

威远县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 

威远县三河路69号 8231513

经开区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 

经开区汉晨路504号 2072609

高新区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 

东兴区北环西路656号 5858811

劳动仲裁经办机构

全市各级劳动仲裁经办机构名单如下，企业可电

话咨询。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内江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 

内江市市中区翔龙山
报社路133号 

2026887

内江市市中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 

内江市市中区南环路
西一巷市中区档案大

楼7楼 
2029309

内江市东兴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 

内江市东兴区中兴路
63号（区政府三楼） 

2288107

威远县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 

威远县严陵镇三河路
65号 

8224545

资中县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 

资中县水南镇东干道
劳动巷98号 

5610389

隆昌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 隆昌市锦林大厦5楼 39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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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仲裁相关政策

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需提交的材料

（一）仲裁申请书

内容包括：劳动者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

份证件号码、住所、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用人单位

的名称、住所、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

实、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二）其他材料

如申请人是劳动者的，还应提交：本人居民身份

证复印件；被申请人（用人单位）工商注册信息资

料；相关证据材料。

如申请人是用人单位的，还应提交：《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

等。

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风险提示

（一）劳动人事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

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

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超过劳动人事争议申请仲裁时效

期间提出申请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

理；已经受理的案件经查明超过劳动人事争议申请仲

裁时效且无正当事由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

当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二）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必须是实际发

生劳动人事争议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或承受其权利

义务依法参加仲裁活动的公民或法人、其他组织，如

因工死亡劳动者的遗属等。申请人不适当或被申请人

名称不符导致仲裁主体错误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案件经查明有上述情况

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驳回申请。

（三）申请人可以在收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

起诉。

（四）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

规定，准确地提出自己的请求。所提出的请求事项应

当明确具体，有经济标的的，必须载明具体金额；同

时有多项请求的，应当逐一列明。申请书中的仲裁请

求事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应当通知其补正；拒绝补正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不予受理。已受理的案件经查明有上述情况的，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驳回不符合要求的申

请。



69 70

（五）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在开庭三日前

请求延期开庭。是否延期，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决定。申请人收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可以视为撤回仲裁

申请。被申请人收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裁决。

（六）申请人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或

者被申请人提出反申请的，应当附有符合申请条件的

证据材料。当事人增加、变更仲裁请求或者提起反申

请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七）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

据证明。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

动人事关系、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

变更工作岗位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人事争议，由用人

单位提供证据。当事人提供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

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

提交复制品。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

（八）当事人应当在庭审调查活动结束前或仲裁

庭指定的期限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证据

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当事人提请证人出庭的，应在举证期限内向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书面的证人出庭申请书，

是否出庭，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决定。劳动者

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

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

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在举证期限内确有困难，无法提供证据的，应在举证

期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书面的延期举证

申请，是否延期举证，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决

定。当事人举出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又无法查证或者无须查证的，当事

人应当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九）当事人和仲裁参与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将按《四川省劳动争议处理

实施办法》第十章罚则和《四川省人事争议处理办

法》第八章监督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1）故意伪

造或者提供虚假证据的；（2）故意毁灭证据的；

（3）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十）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当自裁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仲裁

裁决即具有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另一方可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的，裁

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劳动者对仲裁裁决

不服的，可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用人单位可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按规定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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