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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失业保险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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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失业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由社会集中资金建立基金，对因

失业而暂时中断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制度。失业人员是指在劳动年龄内

有劳动能力，目前无工作，并以某种方式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员。本制度专指与本公司

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就业转失业人员。为了保障失业人员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促

进其再就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依据《失业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8 号）、

《失业保险申领发放办法》（2000 年 10 月 26 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8 号）、《陕西

省失业保险条例实施办法》（陕政令[2003]88 号）、《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

发〈陕西省失业保险金申领办法〉的通知》（陕劳社发[2004]45 号）、《陕西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陕西省失业保险待遇标准的通知》（陕劳社发[2007]130 号）等

文件制定，本制度与上述文件及各级政府相关配套文件一并贯彻执行。 

本制度根据 2009 年 5 月 8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陕西省失业保险条例

实施办法〉的决定》和 2018 年 1月 2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废止部分省政

府规章的决定》修订。 

第三条 失业保险实行省级统筹。 

第四条 兴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全市失业保险的行政主管部门，兴平

市失业保险经办中心负责办理失业保险的具体业务。 
 

第二章  失业保险基金 

第五条 失业保险基金由城镇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失业保险基金的利息；

财政补贴；依法纳入失业保险基金的其他基金四部分构成。 

第六条 失业保险基金用于下列支出： 

（一） 失业保险金（简称失业金，下同）； 

（二） 领取失业金期间的医疗补助金； 

（三） 领取失业金期间死亡的失业人员的丧葬补助金和其供养的配偶、直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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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抚恤金； 

（四） 领取失业金期间接受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的补贴（补贴办法和标准按陕

西省有关规定执行）； 

（五） 国务院规定或者批准的与失业保险有关的其他费用。 

第七条 失业保险待遇由兴平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本公司按照规定参加

失业保险并履行了缴费义务，员工符合陕西省失业保险有关政策的，可享受失业保险

待遇。 

第八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金。 

（一） 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及

其以上的； 

（二）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1. 终止劳动合同的； 

2. 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 

3. 被用人单位开除、除名和辞退的；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二条（二）（三）项与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合同的； 

5.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三） 已经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金期间，按

规定同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第九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金，并

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一） 重新就业的； 

（二） 应征服兵役的； 

（三） 移居境外的； 

（四） 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五） 被判刑收监执行或者被劳动教养的； 

（六） 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或机构介绍的工作的； 

（七） 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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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领取失业金的期限。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根据失业人员

失业前累计缴费时间确定,最长不得超过 24 个月: 

（一） 累计缴费时间满 1年不满 2年的,领取 3 个月失业保险金; 

（二） 累计缴费时间 2 年以上不满 3年的,领取 6个月失业保险金; 

（三） 累计缴费时间 3 年以上不满 4年的,领取 9个月失业保险金; 

（四） 累计缴费时间 4 年以上不满 5年的,领取 12个月失业保险金; 

（五） 累计缴费时间 5 年以上不满 10 年的,领取 18 个月失业保险金； 

（六） 累计缴费时间满 10年以上的,领取 24个月失业保险金。 

第十一条  失业金的标准，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75%计发。 
 

第三章  失业保险费的缴纳 

第十二条  失业保险费的缴纳： 

（一） 本公司按上年度员工工资总额的 2%向兴平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失

业保险费，员工个人按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的 1%缴纳失业保险费。员工缴纳

的失业保险费由员工所在基层单位从每月支付工资中代扣代缴。 

（二） 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在所得税前列支，职工个人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不

计入个人当期薪金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三） 失业保险费的缴费基数由兴平市失业保险经办中心核定，地税部门征

收。 

（四） 失业保险费缴纳时本人工资低于上年度社平工资 60%，以上年度社平工

资的 60%为基数缴费。高于上年度社平工资 300%的按社平工资 300%缴费。 
 

第四章  失业金的申领和发放 

第十三条  员工失业后，本公司将及时为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

系的证明，告知其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的权利，并将失业人员名单自终止或者解除劳

动关系之日起 7 日内报兴平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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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员工失业后，应当持本人身份证明和公司为其开具的终止或者解除

劳动关系的证明、参加失业保险及缴纳失业保险费情况证明等有关资料，及时到兴平

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失业登记。 

第十五条  失业人员申领失业金应填写《失业保险金申领表》，并出示相关证

明材料，失业登记及求职证明等。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对申领申请进行审核，对符合条

件者办理失业金的有关手续。失业人员按月到经办机构或指定银行领取失业金。失业

金自办理失业登记之日起计算。 

第十六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金期间患病就医的，可以按规定向失业保险经

办机构申请医疗保险金，按所在地失业保险标准的 6%计发，随失业金按月发放，包

干使用。需住院治疗的经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批准，按住院医疗费的 7%申领一次性住

院补助金，但最高不得超过本人失业金的 2 倍。 

第十七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金期间死亡的，其家属可持失业人员死亡证

明、领取人身份证明、领取人与失业人关系证明，按规定向经办机构领取一次性丧葬

补助金 3500 元。对其供养的直系亲属的抚恤金，按陕劳社发 2008[82]号规定：非农

业人口遗属 280 元/月；农业人口遗属 230 元/月，按原核定失业人员本人应领取失业

金的期限一次性发给。失业人员当月尚未领取的失业金可由家属一并领取。 

第十八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金期间，应积极求职，接受职业指导和职业培

训，并享受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补贴标准按陕劳社发[2007]58 号文件执行。 

第十九条  经办机构根据失业人员累计缴费时间核定其领取失业金的期限。 

第二十条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即将届满的失业人员，经办机构应提前一个

月告知本人。 

第五章  失业保险关系转迁 

第二十一条   失业保险关系的转迁分两种情况： 

（一） 在职员工失业保险关系的转迁。员工在职期间在省内跨统筹地区流动

的，由兴平市经办机构出具失业保险关系转迁证明，转入地经办机构负责接受，并为

其办理继续参保手续。在本单位工作期间的累计缴费年限与转入地工作期间的缴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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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并计算，自已在本单位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不划转。 

（二） 失业人员失业保险关系的转迁。 

1.  失业人员跨统筹市、地转移的，凭迁出地的失业保险关系证明材料到迁入地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失业保险费不再划转。 

2.  失业人员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迁的，兴平市经办机构应为其开具失业保险关

系转迁证明，将所需费用随失业保险关系一并划转至迁入地经办机构，失业人员到迁

入地领取失业保险金。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如与各级政府相关法规相悖，适时修改。未尽事宜，适时

研究处理。 

第二十三条   相关规定和待遇，按上级主管部门最新文件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制度从公布之日起执行，公司原《员工失业保险管理制度》同

时废止。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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