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执法统计年报
1-1表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岗位设置及在岗情况

序号 执法主体
岗位设置及在岗人数 执法力量投入情况

岗位设置数 在岗人数 年度参与执法人数

1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4（含A岗、B岗） 101（含A岗、B岗） 34（A岗）



1-2表

政务事项办理情况
序号 主体名称 事项名称 办理情况

1 职业能力建设处 设立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审批
2020年此项工作无审批。

2 职业能力建设处
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设
立审批

2020年此项工作无审批。

3 劳动服务管理中心 对企业职工给予技能提升补贴
2020年对35976名企业职工给予技能提
升补贴6116.5万元。

4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处 非北京生源毕业生进京就业审批
2020年共为9309名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办
理进京落户审批手续。

5 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职业技能鉴定考评人员资格认定

2019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决定2020年
底前将技能人员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全
部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不再组
织职业技能鉴定。2020年，职业技能鉴
定管理中心受理职业技能鉴定考评人员
资格认定0件。

6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北京市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含分
站）设站的审核批准

2020年新增工作站27个，园区类工作站
分站59个。

7 劳动关系处 对国有企业工资内外收入进行检查

2020年度重点检查企业户数为117家，
其中企业集团本部59户，企业集团所属
二级企业58户，并对5家企业进行了行
政抽查。

8 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 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资格审核
2020年已完成14046名高校毕业生求职
创业审核，发放补贴资金1404.6万元

9 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职业技能鉴定考生违规处理
2020年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办理职业
技能鉴定考生违规处理0件。

10 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职业技能竞赛备案
2020年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共受理29
家竞赛组委会备案。

11 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职业资格证书核发
2020年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共核发职
业资格证书13673本。

12 人力资源市场处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2020年为北京首要资源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办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14 劳动服务管理中心
对城镇就业困难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
业）、灵活就业的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2020年对310038名城镇就业困难人员自
谋职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给予
社会保险补贴32.76亿元。

15 劳动服务管理中心
对社会公益性就业组织安置城乡就业困难
人员给予岗位补贴

2020年对29338名城镇就业困难给予岗
位补贴104287.85万元。

16 劳动服务管理中心 对稳定就业岗位的企业给予稳岗补贴
2020年向72158家参保企业返还失业保
险费47.63亿元。

17 劳动服务管理中心 对用人单位给予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2020年对94022家用人单位给予岗位补
贴和社会保险补贴24.21亿元。

18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社会保险待遇支付（不含医疗保险和生育
保险）

2020年养老保险待遇支付40373227人次
、失业保险待遇支付3035549人次、工
伤保险待遇支付270472人次



19 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职业指导培训补贴
2020年度无机构申请。

20 职工养老保险处
部分企业退休人员资格认定及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核准

2020年市级核准职工待遇共计4861人。

21 职工养老保险处
对补缴2011年7月1日前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进行确认

2020年市级补缴2011年7月1日前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共计109件。

22 工伤保险处 对工伤康复申请进行确认
2020年全市工伤康复申请进行确认153
人。

23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工伤保险费率确定
2020年工伤保险费率确定11230家。

24 工伤保险处 工伤认定
2020年1-12月份全市共完成工伤认定
19094人。

25 劳动关系处
对北京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的奖励

此项工作3-5年进行一次，2019年对195
家先进单位和100名先进个人进行了奖
励，2020年未开展该项工作。

26 就业促进处
对北京市就业创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的奖励

根据《关于印发<北京市就业创业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暂行办法
>的通知》（京人社就发〔2016〕
247号），北京市就业创业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周期为每三年一次，
2018年已按规定开展了首次评选，计划
2021年开展第二次评选。

27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处
对举报属实，为查处重大违反劳动保障法
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提供主要线索和
证据的举报人给予奖励

2020年无该事项的奖励。

28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北京市博士后（青年英才）创新实践基地
设立与管理

暂无情况

29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博士后、青年英才工作评估以及人员进出
站手续办理

2020年共计进站550人、出站342人、
退站35人。

30 职业能力建设处 
处理民办职业培训学校教师和受教育者申
诉

2020年此事项无申诉。

31 职工养老保险处 对企业适用的特殊工种名录进行确认
2020年市级对企业适用的特殊工作名录
进行确认为零。

32 劳动保障监察总队
对企业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出
证管理

2020年市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计为
834家企业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
出具相关证明文件。

33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处理（不含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

2020年无相关事项工作。

34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
对在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中应试人员的
违纪违规行为进行认定与处理

经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研究决定，北京地区2020年度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并入下一年度开
展，因此，2020年度未有违规违纪专业
技术人员。

35
人力资源市场处、职业
介绍服务中心

对职业中介机构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资质认
定和政策扶持

2020年执业介绍补贴金额321500元，其
中日常职业介绍补贴人数为433人，补
贴金额为199500元；公共就业服务专项
活动为61场次，补贴金额为122000元。



36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待遇核定
2020年工伤保险待遇核定15928人、失
业保险待遇核定3035549人。

37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工伤职工工伤保险关系转移
2020年工伤职工工伤保险关系转移
25130次，共24865人。

38 劳动服务管理中心
对公益性岗位纳入社会公益性就业组织的
评估认定

2020年无岗位评估事项

39
职工养老保险处、社会
保险基金监督处

企业年金方案、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合同备
案

2020年市级备案企业年金方案26件；为
49家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合同进行了备案
。

40 职工养老保险处 企业退休职工继续留用协议备案
2020年市级备案企业职工继续留用协议
共计112人。

41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社会保险登记核定征收（不含医疗保险和
生育保险）

2020年社会保险登记征收648588家、
10449183人。

42 劳动服务管理中心 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审核
2020年核准各类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
化管理约131.53万人。

43 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备案
2020年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共办理职
业技能鉴定专场考试备案138场次。



1-3表

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序号 主体名称 计划检查数 实际检查数

1 北京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 400家 431家

2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 东城6家  房山3家
共12家：东城2家，西城2家，门头沟1
家，房山2家，怀柔1家，平谷2家，密
云2家

3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监督
处

1.养老、工伤行政审批部门市级
2家，区级10家。
2.养老、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市级
2家，区级10家。
3.失业保险相关行政经办审批部门市
级3家，区级15家
4.技能提升行政经办审批部门市级2
家，区级10家
5.最低抽查15家企业、10家培训机构

1.养老行政审批部门：市级1家（养老
处)，区级17家；工伤保险行政审批部
门：市级1家(工伤处），区级6家。
2.养老经办机构：市级1家（社保中
心），区级6家；工伤经办机构（劳鉴
中心）：市级1家，区级6家。
3.失业保险相关行政、经办部门：市
级3家（就业处、劳服中心、职介中
心），区级18家；
4..技能提升行政经办部门：市级2家
（职业能力建设处、职业能力建设指
导中心），区级34家；
5.同时，延伸检查26家社保所，88家
企业和48家培训机构。

4 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63件 63件

5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20家 34家



1-4表

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案件情况

序号 主体名称 做出行政处罚案件数 做出行政强制案件数

1 北京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
4 0

2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0



1-5表

投诉举报案件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

序号 主体名称
投诉案件
数

举报案件
数

结案数

分类

订立和解
除劳动合
同

支付工资
和最低工
资标准

参加社会
保险和缴
纳社会保
险费

工作时间
和休息休
假

职业介绍
未成年工
劳动保护

女职工特
殊劳动保
护

职业技能
培训和职
业技能考
核

内部劳动
保障规章
制度

其他

1 北京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 49 0 49 1 27 1 2 3 0 0 1 1 13

2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