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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2021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通知
一、参保范围。年满 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应在本人户籍
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二、缴费档次。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
元、1500 元、2000 元、3000 元、4000 元 12 个档次。鼓励有条件的城乡居民选
择高标准缴费，多缴多补，长缴多得。对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的特殊群体
由区政府为其代缴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并保留 100-200 元个人缴费档
次。

三、缴费时限。2021年集中征缴时间为 1-6月。
四、征收方式
线上缴费方式：湖北税务手机 APP、湖北税务电子税务局、鄂汇办手机

APP、代征银行手机 APP。

线下缴费方式：代征银行柜面缴费、村（社区）收缴归集缴费、自助办税
（费）机缴费。

目前，湖北税务手机 APP 可采用银联卡、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多种渠
道进行支付。

五、注意事项
1.已参保续缴人员，当年可重新选择缴费档次缴费。
2.当年新参保人员应按规定在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或镇（街道）人社

服务窗口办理参保登记手续，也可通过湖北政务服务网实行线上办理参保手
续，参保登记后选择缴费档次缴费。

3.满 60周岁（1961年出生）人员应在 2月底前缴费，便于及时申报待遇。
4.未登记的重度残疾人（一、二级），应携带残疾证及复印件到村（社区）

或镇（街道）人社服务窗口进行登记，并了解相关个人缴费和代缴政策。
5.补缴人员要明确补缴年度和年限，一并缴费。从 2021 年开始，一次性

补缴人员统一调整为当年满 60周岁、满 60周岁前进行一次性补缴。
6.由村（社区）代缴参保人员应在参保地缴费。
附：1.邮政储蓄银行代征网点分布情况表

2.农业银行代征网点分布情况表

鄂汇办手机 APP湖北税务手机APP 农业银行代征网点分布情况表

咨询电话：农业银行0722-3256708

咨询电话：邮储银行0722-3069115

邮储银行代征网点分布情况表

机构全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擂鼓墩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小东关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何店镇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府河镇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两水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淅河镇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淅河镇东门口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万店镇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万店镇塔湾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洛阳镇营业所

地址
南郊擂鼓墩大道北段
解放路 18号
何店镇王家河街 54号
府河镇大桥路 53号
经济开发区新工一路 118号
淅河镇汉孟路
淅河镇东门口街
万店镇万店居委会新街 620号
万店镇塔湾街
洛阳镇沿河东路 5号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联系方式
0722-3223553
0722-3069020
0722-4892113
0722-4551843
0722-3307160
0722-4513580
0722-4516366
0722-4612265
0722-4611555
0722-4802143

机构全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解放路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南郊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碧桂园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曾都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开发区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神农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汉东路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青年路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随州市香江营业所

地址
舜井大道 213号福应百货 1楼
解放路 313号
碧桂园翠山蓝天 3街
沿河大道 78号（口福正对面）
交通大道 K016号（公安局斜对面）
烈山大道 726号
汉东路 20号
汉东路 30号
青年路中段（东方巴黎商业广场）
交通大道南端（香江商贸中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联系方式
0722-3225061
0722-3311547
0722-3813746
0722-3316381
0722-3584631
0722-3322961
0722-3259097
0722-3225047
0722-3225823
0722-3598373

曾都支行营业室
曾都烈山支行
曾都北门支行
开发区丰汇支行
开发区汉东路支行
开发区淅河支行
曾都西关支行
曾都北郊支行
开发区城南支行
曾都万店支行
曾都洛阳支行
曾都何店支行
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开发区金穗支行
开发区随东支行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营业
营业
营业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0722-3223409
0722-3313678
0722-3223089
0722-3233364
0722-3223277
0722-4513557
0722-3223118
0722-3319139
0722-3813435
0722-4615868
0722-4802173
0722-4892066
0722-3584293
0722-3314169
0722-4513558

随州市解放路 70号
随州市沿河大道 168号
随州市烈山大道 259号
交通大道 138号
随州市汉东路 288号
淅河镇源丰大道 175号
随州市解放路 125号
随州市清河路 21号
随州市擂鼓墩大道 5号
曾都区万店镇新街 476号
曾都区洛阳镇北门街 25号
曾都区何店镇中兴大道 87号
交通大道开发区段 28号
随州市青年路 80号
开发区淅河镇三合路 63号

营业
营业
营业
营业
营业
营业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公休日
（法定节假日以外）

周六 周日
网点地址联系方式网点名称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随州各
级共青团组织和广大团干部、团员青年积极
响应，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贡献青春力量。“无论何时，守好责任
田，努力做好分内事，才是最重要的！”随州市
教育局团干部、青年志愿者王伟说，通过这场
战“疫”，他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国家的强大、
人民团结的力量。

抗疫路上，我们在一起。2020年 2月初，
在疫情刚暴发时，王伟看到团市委发出的抗
击疫情行动倡议书，立即联络身边的亲朋好
友一起参与抗疫，为疫情防控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和支持。2月 9日上午，他和朋友一同
向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随州账户捐赠了
1.8万元善款。听说基层防疫物资紧张，王伟
又拿出 2.5 万元从外地买了消毒机、口罩、消
毒液等防疫物资，捐赠给曾都区城管局、何店

镇政府、随州高新区中心学校、淅河镇卫生院
大堰坡分院等基层一线单位。时至今日，王
伟还珍藏着当初捐赠物资的一些收据单子，
他说：“这些单子有特殊的纪念意义。这证
明，在疫情的危急关头，我和所有抗疫的逆行
者在一起！”

坚守防疫一线，守护群众健康。疫情防
控期间，王伟作为机关团干部，被安排负责随
州市教育局机关大院居民的采购代购工作。
机关大院有 40多户居民，其中大多数是离退
休干部和工作人员，普遍年纪较大且身体
弱。每天 9 点以前，他会把住户的购物需求
一一询问并记录下来。一顶小红帽、一副口
罩、一双深口手套、一身雨衣……每天上午，
王伟奔走在城区超市、药店等，对照清单为居
民们挑选各类生活物资。有时居民需要大米
或者食用油等物品，他就肩挑手提送上楼。

疫情防控期间交通管制，为了给院里的居民
买到新鲜的蔬菜，他常常早上 6 点就骑车去
超市等候。王伟说，他努力把工作做细致一
点，这样居民才能好好生活，安心居家隔离。
7 月份，王伟被市教育局党组授予“优秀共产
党员”荣誉称号，对他在疫情期间下沉社区志
愿服务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服从组织安排，哪里需要去哪里。无论
是抗疫期间志愿服务，或者是本职日常工作，
王伟尽职尽责地完成每一项任务。1999 年，
王伟从随州师范学校毕业，被安排到了偏远
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大堰坡永丰小学任
教，此后十多年扎根在农村基层学校。2019
年，他被选调到市教育局挂职锻炼，组织参与
随州市“健康校园”、校车管理、学校“明厨亮
灶”等重点工作。作为市教育团工委副书记，
他主动谋划市直学校共青团工作，通过“智慧

团建”系统摸清团组织底数，率先完成中学共
青团改革任务，将随州二中成人礼活动打造
成中学共青团品牌活动，组织各学校团委参
加业务培训，2020 年考核吸纳市直高中优秀
学生 200人加入共青团组织。

“我是一名党员、团干部，愿用青春和热
血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自己的贡献。”王伟
说，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不仅要做到在组
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最重要的是要
带领学校团员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听党话，跟
党走。继续立足平凡岗位，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努力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放飞青春梦想。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肖新俊）为充分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员下沉服务常态化，
近日，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员教师前往城南新
区前进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血
压测量、心肺听诊，专科常见疾病的预防保健及
药物治疗咨询,宣传药物合理使用知识，让慢病
防治、安全合理用药宣传走进社区、送到基层。

义诊现场，前来咨询的居民络绎不绝，他们
有的拿着自己的体检报告、有的拿着药、还有的
拿着各种检查报告到现场咨询，随州职业技术
学院党员教师分为检查组、咨询组、健康宣教组
三个小组，用认真热情的工作态度、精湛的医疗
技术为社区居民耐心解答，他们为居民们测量
血压、检查身体、分析病情，并讲授疾病预防、科

学用药、个人防护、卫生保健等知识。
本次活动持续半天，共服务居民 80 余人，

受到居民们的高度好评，社区居民开心地说：
“真的是非常贴心，没想到在家门口都能享受到
如此贴心的医疗服务，真的感谢社区和专家
们！”

此次义诊活动的开展，不仅加深了居民对
疾病、健康的理解和认知，同时也让社区更加了
解居民的需求，也为今后党员下沉活动服务项
目的选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据悉，自党员下沉社区工作开展以来，该院
广大党员积极响应社区号召，结合行业特色积
极参与社区治理工作，营造了浓厚的党群和谐
氛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清、通讯员李端琪）近日，市
住建局组织传达学习市委四届七次全会精神，要求系统
干部职工心正崇实、求真务实、心无旁骛地抓好全会贯彻
落实，奋力开创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新局面。

全市住建系统将以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为契机，
积极对接中央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以深
入实施神韵随州补短板品质提升三年行动为抓手，大力
实施规划设计、民生保障、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文化品
质、城市管理、基层治理能力、文明创建等“八大提升工
程”，确保城市布局更加科学、民生设施更加惠民、城市交
通更加通畅、信息设施更加智能、城市环境更加宜居、城
市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不断增强城市品位和文化内涵，努
力把随州建设成宜居宜业宜游的鄂北区域性中心城市和
魅力城市。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陈巧玲 通讯员 李莉

——市教育局团干部王伟的“战疫”故事

立足平凡岗位 书写精彩人生 市住建局传达学习
市委四届七次全体会议精神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赴前进社区开展义诊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清、通讯员续安洲）2020 年
驻点村脱贫攻坚成效如何？新的一年帮扶工作该如何开
展？近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负责人带领帮扶干
部，深入驻点村走访慰问，了解驻点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精心谋划实施好新一年帮扶工作。

根据安排，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包保联系随县淮河
镇桐桥畈村、新街镇金鸡山村、澴潭镇大碑店村和广水市
长岭镇横山坡村等 4 个驻点村的帮扶工作，除了大碑店
村为帮带村外，其余 3 个村均为贫困村。该局安排 87 名
党员干部包保联系 153 户贫困户，从系统内选派政治素
质过硬、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 3 名党员干部全脱产到桐
桥畈村、金鸡山村和横山坡村任驻村第一书记，1名干部
到大碑店村任帮带队员，努力建设一支能打硬仗的驻村
工作队，为驻点村生产发展、脱贫增收提供支持。

精准施策增动力。该局各驻村工作队每年年初精心
制定脱贫计划，并针对每户实际情况，精心制定帮扶措
施。累计为 4个帮扶村筹集帮扶资金 300万元，用于改善
驻点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修建通村公路、安全饮水工
程、抗旱设施等。因地制宜发展养牛、养蜂、艾草、小龙虾
等脱贫产业。目前 4个村 447户贫困户 1215 人已全部脱
贫，基础设施明显得到改善，通村道路硬化了，党员群众
服务中心建好了，路灯亮起来了，环境变美了。

走访中，该局调研专班一行详细了解驻村工作队员
工作开展情况，产业项目建设情况；为驻村工作队员送去
关怀和慰问。该局负责人表示，虽然驻村帮扶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但将继续贯彻落实“四个不摘”要求，继续
开展好驻村帮扶，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效对接。近期，
该局系统还将组织做好困难群众春节前走访慰问工作，
把党委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倾情帮扶驻点村

▲ 1月 5日，曾都区供电公司充分利用 10千伏万镇线万 60线路的停电机会，组织 5
个供电所施工人员同步开展线路自动化改造、三冬检修除缺、网改施工、线路投运、负荷
改接、基础运维树障清理六项工作任务，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保质保量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 （随州日报通讯员 何厚锦 晏家琪摄）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李永久、黄练）1 月 4
日，随县税务局为随州市神农部落旅游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开出全市首张水土保持补偿费税收
票据，费额为 58725 元，标志着水土保持补偿费
等四项新划转非税收入项目在我市实现平稳承
接。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通知要求，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政府非税
收入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涉及随州市的主要

是水土保持补偿费、排污权出让收入和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三项。划转后，项目原征收对
象、征收范围、收入使用均保持不变。市税务局
将本着高效便民、方便缴费人的原则，充分发挥
征收优势，提供“一站式”、便捷化缴费服务，积
极拓展“实体、网上、掌上、自助”等多样化缴费
渠道，让缴费人“少跑路”“不跑路”，享受到非税
收入征管改革带来的红利，不断增强缴费人获
得感和满意度。

我市新划转非税收入项目开出首张税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