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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职业年金记实业务的通知

各市(地)、县(市、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

按照全省职业年金工作安排,系统已实现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职业年金记实业务办理及查询机构所辖参保单位退休人员职

业年金需记实情况功能。现就开展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职业年

金记实业务工作通知如下:

一、2019年退休人员职业年金记实业务

根据《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有关

问题的处理意见))(黑人社函(2018) 288号)文件要求,各级财

政部门已将2019年退休人员的职业年金记实预算指标分配各参

保单位。各级经办机构要抓紧时间,克服困难,尽快部署落实职

业年金退休记实工作。

(一)经办机构

1.由于系统开发原因,职业年金退休记实工作开展较晚。时

间紧、任务重,请各级经办机构及时通知参保单位并指导其办理

退休记实业务,争取在年末前完成2019年退休人员职业年金记实



工作。

2.各级经办机构业务人员需申请“退需记实申请" (P10060)

“退休记实报盘" (P10061)的使用权限;财务人员需申请“退

休记实申请" (P10060)“退休记实回盘" (P10062)“退休记实手

动记账" (P10089)的使用权限。

3.经办机构可根据已提交退休记实申请的单位情况,进行多

批次征收。工作人员对扣划成功的数据进行批量记账,对扣划不

成功的要及时通知参保单位进行主动缴费,资金到账后进行手动

记账。

4.经办机构开展2019年退休人员职业年金记实业务过程中,

可通过“年金征缴一退休记实申请一机构退休记实明细”随时查

询所辖地区尚未办理2019年退休人员职业年金记实业务的参保

单位,并督促其务必于明年1月末前办结。否则,将影响所辖地

区后续职业年金计息工作的开展。

(二)参保单位

1.收到经办机构开展职业年金退休记实业务通知后,按照参

保单位操作手册及时办理退休记实业务。

2.将记实申请中所需退休记实资金从单位零余额账户划入参

保单位缴费账户等待经办机构统一扣划,部分从零余额直接实行

扣划的单位提前做好扣款准备。只有扣划不成功的,才能进行主

动缴费。

3.参保单位缴交退休记实资金后?剩余的职业年金预算指标

留在零余额账户,年末由财政部门统一收回。

4.如个别参保单位因特殊原因,未及时办理2019年退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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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年金记实业务,可先从零余额账户中将《职业年金个人账户

记实通知》中所需资金转入参保单位缴费账户,务必于明年1月

末前办结2019年退休人员的职业年金记实业务,否则将影响后续

职业年金计息工作。

二、测算2014. 10.1-2018. 12.31期间退休人员记实资金

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可在“年金征缴一退休记实申请”模块中

通过退休起止日期,查询2014.10.1-2018.12.、1期间《退休人员

职业年金需记实明细表)),经办机构对表中单位记实情况核实无误

后,将此表报同级财政部门,请其明年年初将退休记实预算指标

分配至各参保单位。

经办机构和参保单位具体操作流程详见《经办机构职业年金

退休记实操作手册)) (附件1 )及《参保单位职业年金退休记实操

作手册))(附件2)。

附件: 1.经办机构职业年金退休记实操作手册

2.参保单位职业年金退休记实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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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经办机构职业年金退休记实操作手册

一、退休记实报盘(P10061)

此模块由经办机构业务人员操作。

进入此模块,页面显示参保单位在单位客户端已完成“退休

记实到账确认”的记实业务,支持多选或全选(一般情况均应全

选)。如下图所示:

主页 iIlt阳1实到自摩

2.1革主温佛也!i:阴阳满阳啡馆

'1'.如E实III.、灾阳o ..佳个Ii

童音貌

E直集剧 记宜人Jil 记1、1监司自 ii?、.1糊蜀日嗣 雏型mrl

国阻):.ti~f:、-:i"!.1~--

量去~t,

阳军孟i\!l 面iiUill'll r:t建噩噩日lI!

留119? 201$12 Nl9121A

2405.% 2Û1!:'、ll 20191'1,7

lJ69.1 201世11 20191i Hl

上阳 1 TiJi:

金I宙垒耳!是. lI\毡’‘哩 ...值窑番事

A何笛蟹

也币1理

日1(,撞撞撞的"'f'l

181H

17911

17::!21

旦示1直""只31.t:'i

选择要生成报盘文件的单位记实数据,点击“下载报盘文

件”,完成下载。生成报盘文件的数据在界面下方的“已下载报盘

的单位”中显示,点击已下载报盘的单位数据,弹出对话框显示

该报盘文件内的参保单位记实情况。如下图所示:
已下路程巍的单位

日下路面窑的阳'I、

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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黠捏捏盟翻望望

点击“打印退休记实征缴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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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退休记实征缴明细)) ,如下图所示:

i己实明用归国

刷工Jì国国回!同. ~- • '"I a~1 "、!’缸回I ~n~i卑,

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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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印日期'2019等12月14日

二、退休记实回盘(P10062)

此模块由经办机构财务人员操作。

首先选择回盘文件对应的报盘数据,然后依次点击“浏览”

“校验”“记账”,完成回盘文件上传、校验匹配,到账成功的单

位数据进行记账处理,未到账的单位数据则自动转入“退休记实

手动记账”模块,等待进行手动记账处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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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休记实手动记账(P10089)

此模块由经办机构财务人员操作。

进入此模块,界面直接显示扣划失败的待记账单位数据?支

持多选或全选,也支持通过单位编号或通知流水号精准选择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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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位。选择待记账单位后,点击“记账”,完成手动记账。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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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休记实申请CP10060)

此模块为经办机构业务人员、财务人员提供查询功能。

(一)查询打印本机构参保单位退休人员虚账情况

输入退休的起止时间(系统默认为20141001至20181231 ),

确定要查询的退休人员范围后,点击“机构退休记实明细”,则可

导出或打印本机构参保单位的((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

日退休人员职业年金需记实明细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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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句简况IJ印

(二)查询参保羊位退休人员待记实情况

组织机构代码或是社会保险单位名称、通过输入单位编号、

通过输入退休弹出窗口,“条件查询”,点击登记证编码等信息,

可查询该时间段内参保单位退休人员待记实的本金、

如下图所示:利息及合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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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参保单位职业年金退休记实操作手册

一、退休记实申请(P10060)

1.参保单位进入单位客户端,进入“年金征缴一退休记实申

请”模块,记实原因类别选择退休人员记实,当前退休日期范围

默认为20190101-20191231,点击“条件查询”,界面显示如下。

理悻记在市面

每盘个人a革簸户倍盟

居在:

西馀芷鱼台日揭 t:i、20141001

噩馀1I.l1、8烟 囱20191231

世会惶蹲号码

记!i:l'、国革措: 虚惊4虽记实

E筐’
噩ñll结盟

liil'、"

圭量/量丰遇· 然吕 证件号
性~! 画栋日圃 记主本主 iè;;;事i里 记;;;.且盘蘸

圄 阔悟 2到1071959四151536

回 事事1 230105198509013933

男20150915 141臼13 6101.、7 l0209A5

主20町0408 3525.78 0 3525.78

显示\ :、j2@, ~2顶

记!i:1事盘古计:27633.;6 ~~科里古it町01.27 记;;;.!;)盘雷击计33739.23

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一 →一 句一-
道理撞撞

2.选择需要记实的人员后点击“提交”,打印《职业年金个人

账户记实通知)) (含应记实人员明细),交财务人员作为付款原始

凭证入账。界面显示如下。注意:每个退休人员仅能进行一次退

休记实业务,点击“提交”后不再显示,记实通知请务必留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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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汇3[1ii回国11、1‘「一 ...l、i I昌....! -'.. 'y._1输出豆~:I :::J t~....1邸’

’」 L
职业-(F金个人账户记实j己且知l

单位名称 理l]ì武单位 社会保险登记码 世30∞1260∞010

通知流水号 18132 应记实总人数

应记实廷、金额
主主万幸主干法侣主E抬i五元京角签份

应记买总金额 间,135,23
〈大写) 〈小写}

记实本金 27,633‘96 记实利息 6,101.27

主动上.记实卖金时应划λ以下账户=

职业年金 AA
归集户户名

职业军金 66666
归集户账号

1、业年金
中国工商银行

归集户开户行

下拉窗口内容,能够看到《应记实人员明细)):

J

单位

j业ìil::l人民l归纳

记实通知湾事号18133 单位2元

记实原因 应记实本主 应记实利恩 应记实思主~

休人员记实 24108.18 6101.21 30209.45

3525.18 3525.1日

21633.96 33735.23合计

一、退休记实到账确认CP10081)

参保单位将记实申请中所需退休记实资金从单位零余额账

户划入参保单位缴费账户等待经办机构统一扣划,部分从零余额

直接实行扣划的单位提前做好扣款准备。资金准备好后,参保单

位需通过单位客户端进入“年金征缴一退休记实到账确认”模块

进行“确认”操作。注意:参保单位只有进行“确认”操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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