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富锦市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窗口单位

“不见面，网上办”服务指南

您可以登录佳木斯市政务服务网及各部门专网选择在

线办理、办事指南、在线咨询等网上服务。

网址：http://zwfw.jms.gov.cn/fjs/public/index

http://zwfw.jms.gov.cn/fjs/public/index




市场局办理营业执照业务

一、网上登记。您可以自行在网上办理各类登记业务，

登陆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众服务平台（网址：http:/

/222.171.236.77//index.action）办理企业、个体工商户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备案业务。

二、专人指导。我们将为您提供详细的业务咨询或者解

答网上申报的有关事宜,登记注册工作人员咨询服务电话如

下：



三、送照上门。您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领取电子营业执照，

如果您急需纸式营业执照，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免费寄送服务

或派专人送到照上门。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电话通知、

政务服务网站查询进度、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

果等多种方式确认业务是否办理完成。



市场局办理年报业务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在线上办

理年报，操作步骤如下：

一、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

gsxt.gov.cn/)

二、选择登记机关所在地（黑龙江）

首次登陆用户 先注册联络员

老用户直接登陆



三、工商联络员登录

四、按步骤填写年报信息





人社局社保业务

一、推行“不见面”办理业务。我局从 2 月 3 日（星

期一）起正常上班并办理各项业务。鉴于目前疫情防控形

势，请各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尽量采取“不见面”方式办

理业务。对平常和一般性业务，尽量推迟或延期办理，待

疫情稳定后再陆续办理，尽量避免人员集中扎堆问题。

1、参保单位可登录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

上服务大厅（www.renshenet.org.cn）申请网上办理业务。

相关材料上传影像资料，由工作人员负责审核。

2、个体参保人员可用手机下载“龙江人社 APP”，办

理缴费、查询个人账户，修改缴费档次等业务。

3、离退休人员可用手机下载“龙江人社 APP”，自助

办理待遇领取资格认证业务。

4、对于因特殊原因必须到现场办理的业务，可先通

过电话预约办理时间，提供必要材料，确保一次性办结。

二、全面推行特事特办。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登

记、缴费核定申报与变更等业务逾期办理的，延长至疫情

稳定后办理；参保职工退休认定当月未办理的，可延期至

次月办理，符合条件的养老金将进行补发；急需办理社会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的，通过电话预约办理；对灵活就

业人员未能及时办理 2020 年一次性缴费或定期缴纳相关



手续的，可在疫情稳定后补办，逾期办理缴费不影响参保

人员个人权益记录。

另外，工伤保险所有业务实行网上操作，微信办理和

电话办理。办理业务所需材料加盖公章后以微信照片的方

式发送至工作人员。

业务咨询预约电话：0454-2341636

工伤保险科 狄 娟： 13836624668

郑天骄 ：18645465678



医保局办理医保业务

一、“不见面”办理业务范围

主要包括城镇参保单位的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业务，

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新参保、续保、缴费、信息变更、

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和注销、异地居住就医备案、转诊备案

（突发病、疑难病、一次以上转诊）、医保政策咨询等业

务。

二、“不见面”办理业务途径

办事人员可通过打电话或在《富锦市医保局》微信公

众号上沟通的方式，与相关业务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待工

作人员准确了解办事人员业务需求后，确认并反馈办理业

务所需要件材料。办理业务所需材料可通过微信、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传递给相关业务人员，材料齐全并经审

核无误后，即可实现“不见面”办理业务。

三、“不见面”办理业务联系方式

上述“不见面”办理的医保业务涉及到市医保局、市

税务局、市中心医院或中医院等单位。农村居民续保缴费

可正常扫码办理，新参保缴费业务需要通过村代办员逐级

进行电话和网上办理。

主要联系方式如下：



城镇单位参保、医保信息变更、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注

销、参保政策咨询联系电话：04542728825

异 地 就 医 备 案 、 报 销 政 策 咨 询 电 话 ： 职 工

04542728827，居民 04542728828，慢病业务 04542728822

患者转诊备案（突发病、疑难病、转诊过一次以上）

联系电话，中心医院：04545186127，中医院：04548909101

富锦市医保局微信公众号：fjsshylbx

富 锦 市 医 保 局 经 办 中 心 电 子 邮 箱

fjsybjjbzx@163.com：

四、其他医保业务办理要求

1、没能在异地医院直接报销、需要回市医保窗口报

销的患者，可待疫情平稳或解除后，再择期到服务大厅医

保窗口申报。允许 2019 年医疗费用延时到 2020 年底前报

销。

2、受疫情防控影响没能及时办理慢病证的患者，可

在疫情解除后及时到医保窗口申报，在假期和疫情防控期

间发生的门诊慢性病费用，可享受门诊慢性病待遇。

3、在疫情防控期内门诊慢性病患者用药，建议一次

性处方开药至少在一个月期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以有

效减少患者涉足医院、药费的频次，避免交叉感染。

4、如因极特殊情况必须办理医保业务的，也请办事

人员先通过电话或微信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并将所需材



料准备齐全，配戴口罩等防护措施后，按约定时间到约定

地点办理。确实因疫情影响没有来得及续保缴费人员，在

此期间发生医疗或生育费用，允许享受相应保险待遇，疫

情后需及时补缴参保费用。



富锦市税务局涉税业务

一、涉税事、网上办、非必须、不进厅

（一）涉税、涉费业务，请您尽量选择黑龙江省电子税

务局等“非接触”渠道办理。

（二）确需现场办税，请您做好自身防护，全程佩戴口

罩，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请您尽量选择人少的时间

段办理业务，最大程度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三）疫情防控期间，所有涉税业务，请在办税服务厅

办理，如需管理员现场指导，请电话沟通后，在办税服务厅

内等候，不要进入机关办公区。

（四）疫情防控期间，我局将在办税服务厅办税人员密

集时，采取相关措施，分流和疏散人员。

二、黑龙江省线上办税渠道及我局咨询电话

（一）企业和个体户常见涉税（费）业务办理渠道

如您需要办理信息报告、发票办理、申报缴税（费）、

优惠办理等常见涉税业务，请登录黑龙江省电子税务局 WEB

端（https://etax.heilongjiang.chinatax.gov.cn），选

择“我要办税”“我要查询”“互动中心”“公众服务”。

（二）扣缴义务人和自然人个人所得税业务办理渠道

如您（扣缴义务人）需办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相关业

务，请使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客户端办理；如您（自然

人）需办理个人所得税申报、查询等相关业务，请登录自然



人电子税务局 WEB 端（https://etax.chinatax.gov.cn），

或使用个人所得税手机 APP 办理。

（三）发票申领开具渠道

如您需要申领发票，请登录黑龙江省电子税务局“发票

领用”模块办理，可选择邮寄送达；也可通过自助办税终端

自助领取。

（四）自然人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渠道

如您需要办理自然人社会保险费业务，已开通微信公众

号缴费功能的地区，请登录“黑龙江税务”公众号，选择“我

要办——社保费办理”；其他地区可以登录当地税务部门合

作商业银行的线上缴费渠道缴费，或在当地税务部门合作的

商业银行网点缴费。

（五）业务指导及监督电话：

电子税务局申报类业务指导电话：0454-2645019；

电子税务局发票申领业务指导电话：0454-2645019；

涉税业务咨询电话:0454-2645019；

监督举报电话：0454-2645017。



公安局补领身份证业务

只要是年满 18周岁并在户籍地办过二代指纹身份证的，

手机实名注册，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手机上补领身份证总共分五步，用支付宝交工本费和快

递费，省内、省际重点城市 20 天即可领到新身份证 ……下

面就手机补领身份证 " 新政 " 有关办证步骤、收取费用、办

证周期等若干问题进行详细解读。

第一步，在手机上下载 " 平安龙江 "APP 软件进行注册

实名制账号。

第二步，登录账号密码，实名认证。点击首页的 " 户籍

绿色通道 " 栏，选择 " 身份证丢失补领 " 这一选项，认真阅

读 " 身份证补领注意事项及说明 " 后确认打勾。

第三步，根据提示依次操作申请。

申请流程包括申请人手机验证、活体检测采集申请人现

场照片、确认申请信息、填写邮寄地址、再次确认信息后提

交申请。

第四步，公安机关进行审核，如果审核通过后页面会提

示 " 审核通过 "，并填写户号后四位，届时会有短信提示支

付制证费用。

第五步，审核通过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支付页面。



页面会自动跳转到支付宝界面进行实时支付。身份证丢

失补领的制证工本费 40 元支付成功后页面会跳转到速递费

用支付页面。申请人可以在身份证丢失补领页面查询补办进

度。平台办证费用总共 62 元，通过手机办理补领身份证后，

邮政 EMS 会将身份证直接快递到市民手中，也就是说从申领

办理至取证到手，市民完全不用出门。市民在补办身份证时

需要交两笔费用，一是身份证工本费 40 元，二是邮政 EMS 的

快递费用。省内或省际邮寄费用为每件 22 元。

手机补领身份证省内、省际重点城市 20 日内收证，身

份证 " 出炉 " 后，邮政 EMS 会第一时间进行快递，省内、省

际重点城市一般快递周期为 3 日内，偏远地区会增加 1-2 天

的时间。

与此同时，邮政 EMS 设有一部专门的服务电话：

0451-87010510，解答居民关于在平安龙江 APP 平台办理身

份证邮寄服务的相关问题。

为保证证件安全快捷的送达到居民手中，邮政 EMS 制订

了专门的服务保障方案，从证件的严密包装、邮寄单独封发、

优先投递、本人亲自签收等各个环节进行了详细的规范，同

时起用邮政 EMS VIP 专享售后服务、短信提醒、邮寄信息实

时跟踪等增值服务，确保身份证安全、快捷的送达到居民手

中。

操作流程图片指导：



第一步：下载 APP

第二步：登录+实名认证



第三步：（登录和实名认证后 去办理）



（填写地址，上传本人照片和户口本照片）

第四步：（查询进度）



第五步：（支付账单）补充说明：待审核通过后，方可

进入查看支付账单进行支付



公安局交管业务

交管 12123”违法处理流程图

“交管 12123”APP 上可处理交通违法范围：1、可以处

理本人名下或非本人名下已备案的机动车非现场违法行为；

2、可以处理处警告或 200 元以下，记分为 6 分（含）以下

罚款的非现场违法行为；3、非本人已备案的机动车有记分

的非现场违法行为只允许在备案日之后发生的才能处理。

登录＂交管 12123＂APP 后，通过【业务中心】→【违

法处理】，进入违法处理业务流程。

第一步

用户选择违法待处理的机动车后，进入未处理违法列表

界面，并可点击对应违法记录，查看具体违法内容详情。



第二步

用户选择待处理违法记录后，点击【处理并缴款】，认

真阅读违法处理业务须知并点击【阅读并同意】，进入待处

理违法记录确认及缴款方式选择页面。

第三步

点击确定后，进入缴款页面，并完成缴款。



温馨提示

一、驾驶证具有撤销、吊销、注销、停止使用、逾期未

换证、逾期未审验、扣押、扣留、注销可恢复、暂扣、锁定、

转出和记满 12 分情形的，不允许处理；

二、如果非现场违法行为处理后，驾驶证将记满 12 分

的，不允许处理；

三、属于重点人员（一个记分周期内满分学习 3 次及以

上的驾驶人）的，不允许处理已备案的非本人机动车非现场

违法。


	人社局社保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