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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政策快报         

第二期（2020年4-5月） 

 

中国社会保障数据统计表 

2020年一季度参保人数（百万）                            

 

来源：人社部2020年4月21日发布                              来源：人社部2020年5月发布 

 

中国政策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着力解决基本民生保障问题 

2020 年 5月 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 2020 年政府工作

报告。报告在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力度方面明确了一系列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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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万户企业受益（2019年全年的三倍） 

返还金额达423亿元 

惠及职工8513万人 

受益企业户均人数为27人 

 

 请访问国际劳工组织了解更多应对全球新冠疫情的社会保障政策措施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国际劳工组织 

968 

203 249 

http://www.gov.cn/xinwen/2020-04/21/content_5504862.htm
http://english.www.gov.cn/2020special/govtworkreport2020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ShowWiki.action?id=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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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 30 元； 

-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 

-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 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驻地保障； 

-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 

-对因灾因病因残遭遇暂时困难的人员，都要实施救助。 

创造就业岗位,提供更多灵活就业的机会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重视平台就业，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支持

多渠道灵活就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湖北省将就企业遗属待遇相关政策开展研究 

2020 年 5月 13日，人社部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定向援助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

意见》，将研究出台企业遗属待遇相关政策。 

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数字贸易、零工经济，鼓励灵活就业新模式 

2020 年 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

实施方案》，支持互联网企业、共享经济平台建立各类增值应用开发平台、共享用工平台、灵活就业

保障平台。面向自由设计师、网约车司机、自由行管家、外卖骑手、线上红娘、线上健身教练、自由

摄影师、内容创作者等各类灵活就业者，提供职业培训、供需对接等多样化就业服务和社保服务、商

业保险等多层次劳动保障。 

加大对失业人员的帮扶力度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加快恢复和稳定就业，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6号），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

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加强参保失业人员基

本生活保障。 

 

过去 现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申领失业

保险金的失业人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

费满一年的； 

（2）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3）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上述条件中有任意一条不符的失业人员将不具备

保险金领取资格。 

两类失业人员可申领失业补助金（期限不超过6

个月）：  

（1）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

员； 

（2）不符合失业保险金领取条件的参保失业人

员，如缴纳失业保险费不满一年。 

 

http://english.www.gov.cn/premier/news/202005/30/content_WS5ed197f3c6d0b3f0e94990da.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0-05/13/content_5511166.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5/13/content_5511166.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4/10/content_5501163.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4/10/content_5501163.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20/content_5493644.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20/content_54936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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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3月底，全国已经向230万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93亿元，向6.7万名失业农民合同制

工人发放了一次性生活补助4.1亿元。截至4月中旬，已有8省份下发明确规定，3省份已有实际发放。

2020年5月29日，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0〕40号），阶段性扩大了失业农民工保障范围，失业保险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展到所有城乡参保

失业人员。 

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政策 

2020年3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

办发〔2020〕6号），明确加快实施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加大减负稳岗力度。对暂时

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标准可按不超过6

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或按不超过3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保

险费确定。 

2020年5月9日，人社部和财政部《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持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

30号）规定，对中小微企业，2020年12月31日前返还标准最高可提至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

险费的100%。 

2020年5月13日，人社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定向援助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

明确湖北省在阶段性免征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基础上，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

率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1年4月。 

2020年6月22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

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49号），明确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

费政策实施期限。 

复工综合险政策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北京、海南、宁波、徐州等多地推出新型补贴型商业保险——“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综合保险”以

减轻疫情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以海南为例，如员工疑似或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并接受治疗或强制

隔离，员工所在企业须依照现行法律正常发放员工工资，且可向保险公司申请每人每月最高6000元的

赔偿。该保险项目重点保障企业因在生产经营场所内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按照政府疫情防控要求进行

封闭或隔离所导致的产品损失、员工工资及隔离费用的支出，按7:3由省级财政和企业共同负担。 

中国社保经办工作 

加快完善失业登记统一平台 

人社部已经开通失业登记全国统一入口，失业人员可通过手机、电脑等提交失业登记的相关申请，查

询审核办理的有关进度，足不出户即可掌上办理失业登记。同时，失业人员也可以登陆各地线上失业

登记平台，或者到当地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现场办理。 

辽宁省提供居民医疗保险移动支付服务 

      经过一个多月的推广和论证，辽宁省居民医疗保险移动支付服务试点工作已于3月底完成，并于4月初

正式启动。自此，辽宁省可为参保人提供包括手机银行、微信银行、个人网银、助农取款点POS机、自

动取款机、自助发卡机在内的六种支付方式完成基本医保缴费。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shiye/202006/t20200609_375841.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shiye/202006/t20200609_375841.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3/20/content_5493574.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3/20/content_549357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18/content_5512519.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5/13/content_5511166.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5/13/content_5511166.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25/content_552198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25/content_5521984.htm
http://mof.hainan.gov.cn/sczt/zwdt/202002/f12ef3e9b78746e28a708073ea9fcce0.s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0-04/01/content_5497803.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4/08/content_55001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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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政策 

欧盟平台工作者工作条件研究和倡议 

2020 年 3月 1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关于平台工作者工作条件的研究报告。报告概述了劳动用工形式

增加对工作者个人带来的挑战。在新发布的《欧洲新工业战略》中，欧盟委员会提出计划于 2020年 9

月在布鲁塞尔召开平台就业相关会议，并将就提高平台工作者工作条件提出倡议。 

欧盟委员会提出助力工作保障的阶段性新举措——关于降低疫情紧急状态下失业风险的阶段性帮扶

（SURE） 

关于降低疫情紧急状态下失业风险的阶段性帮扶（SURE），是一种专在欧盟成员国实施的失业保障机

制，旨在为成员国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职业和工作者提供保护。 

 

国际政策 

 

 各国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社会保障措施 

疫情防控期间，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均收集

发布了社会保障动态（更多详细内容请见“出版物”一节中的“国际劳工组织特别关注”板块）。 

2020年1-4月养老金改革详录 

内容包含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世界各国免缴社保费有关情况回顾。 

新冠疫情引发的职业危害的防护 

    新冠肺炎可能会为工作者带来长期损伤，包括工作能力的暂时或永久性衰退，或无法胜任过去的工作。

工伤保险认定普遍需提供医学证明，以确认员工因工作期间接触到新冠病毒（SARS-CoV-2）而确诊为新

冠肺炎且这种接触确实与工作有关。针对这一要求，许多国家采取更加灵活的处理方式以避免逐例分析

认定，例如暂停提供医学证明或推出阶段性补助。 

国际标准 

《国际劳工标准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常见问题》（2020年5月29日，2.1版）针对国际劳工标准和新冠

肺炎最常见的问题作出问答汇编。 

统计数据 

衡量零工工作 

2020. 关于平台工作收入数据的数字化单一窗口。一些欧盟国家已启动从平台服务公司直接获取平台

工作者收入数据的计划。本报告探讨了在欧盟范围内，通过“数字化单一窗口”自愿自动报告在线平

台工作收入数据的可行性。 

2019. 欧盟联合研究中心，欧洲数字化劳动平台：平台工作者人数、概况和就业现状。 

2019. 经合组织，平台工作者评估，经合组织数字经济论文, 282号, 经合组织出版社, 巴黎。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furtherNews=yes&newsId=958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20DC0102
https://ec.europa.eu/ireland/news/coronavirus-commission-mobilises-all-of-its-resources-to-protect-lives-and-livelihoods_en
https://www.touteleurope.eu/actualite/en-quoi-consiste-le-mecanisme-europeen-de-reassurance-chomage.html
https://www.touteleurope.eu/actualite/en-quoi-consiste-le-mecanisme-europeen-de-reassurance-chomage.html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ShowWiki.action?id=3417&lang=EN
https://ww1.issa.int/coronavirus/media-monitor?page=1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3635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20-04/index.html
https://ww1.issa.int/news/can-covid-19-be-considered-occupational-disease
https://www.ilo.org/global/standards/WCMS_739937/lang--en/index.htm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738&langId=en&pubId=8304&furtherPubs=yes
https://ec.europa.eu/jrc/en/publication/digital-labour-platforms-europe-numbers-profiles-and-employment-status-platform-workers
https://www.govexec.com/management/2020/02/gig-economy-and-bls-surveys/16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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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20届日内瓦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对“自雇”工作者的统计学定义和衡量，对非独立承包

商进行统计数据分类建议的理论基础。 

出版物 

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特别关注 

病假及隔离期间的疾病津贴: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国家防控和政策考量（2020 年 5月） 

疾病津贴:导论（2020年 5月） 

其他出版物 

申策, 约翰·威廉姆森, 迟振河, 杰西卡·詹森，2020，中国农村能从全民非缴费型社会养老中获益

吗？国际社会保障评论（2020年第73卷第2期） 

E.坎梅拉特，2020，不同社会保障支出计划与贫困、不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保障评论

（2020年第 73卷第 2期）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即将出版，从灵活劳工到“粘滞劳力”：对中国平台经济中送餐员的跟踪调查 

国际劳工组织包容性劳动力市场、劳动关系和工作条件处即将出版，关于中国数字化劳动力市场：工

作条件、前景展望和政策问题，  

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即将出版，中国数字化劳动力平台与劳动保护 

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2020，远程工作和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移动办公 

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2020，数字时代下的平台工作方案  

陈斌, 刘涛, 郭林, 谢正林，脱域的数字经济：中国新经济背景下的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社会政策

管理，2020，1-15 

陈斌, 刘涛, 王瑛琦，无常的脆弱：新经济时代的就业新形式与混乱的就业保障，国际环境研究与公

共卫生杂志，2020, 17(5), 1531; 27, 02, 2020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2019，全球失业保险制度：依据和政策方案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9，欧盟国家立法中的零工工作者 

全球新闻评论 

2020年6月，泰国皇家政府预计向1500万非标就业员工和1000万农民（共计2500万人次）发放3500亿

泰铢的现金补助。政府已批准向1600万注册人员每月发放5000泰铢的补助金,为期三个月（4-6月）；

已注册的农民将一次性获得15000泰铢补助。泰国皇家政府宣布早前遗漏或错过注册机会的人员将同

样获得5000泰铢补助，此类人员总计约850万人。  

2020年5月23日，英国《柳叶刀》发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必要工作者的困境》。文章指出，源源不

断的新闻报道让人们意识到必要工作者的价值，而他们通常不享有合理的劳动保障（如废品回收者、

外卖员、女服务员等）。同时，文章强调了高质量的体面劳动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2020年4月20日，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政府计划实施“快捷计划”，为零工工作者提供社会保

障。消息称，自3月第2周以来，印度政府已就此问题同雇员公积金组织、雇员国家保险公司等社会保

障机构进行多轮研讨。 

2020年4月14日，据加拿大《多伦多星报》报道，所有紧急救助金申请人已收到救助金。4月6日，加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36042.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451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soc_sec/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4506.pdf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toc/1468246x/2020/73/2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toc/1468246x/2020/73/2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toc/1468246x/2020/73/2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publications/report/2020/telework-and-ict-based-mobile-work-flexible-working-in-the-digital-age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publications/report/2020/scenarios-for-platform-work-in-the-digital-age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spol.12603
https://www.mdpi.com/1660-4601/17/5/1531/htm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CMS_723778/lang--en/index.htm
https://www.pwclegal.be/en/documents/may-2019-gig-economy-report.pdf
https://www.thairath.co.th/news/business/1861606
https://www.thairath.co.th/news/business/1861606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1918996/state-readies-b350bn-in-aid-for-informal-workers-farmers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1918996/state-readies-b350bn-in-aid-for-informal-workers-farmers
https://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0140-6736%2820%2931200-9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small-biz/startups/newsbuzz/government-fast-tracks-plan-to-provide-social-security-for-gig-workers/articleshow/75259380.cms?from=mdr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small-biz/startups/newsbuzz/government-fast-tracks-plan-to-provide-social-security-for-gig-workers/articleshow/75259380.cms?from=m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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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紧急救助申请程序上线。民众表示审核程序简易，所有申请紧急救助金的人无论是否达到申请资

格都能获得自动批准。申请过程仅需几分钟且选择直接存款的申请人可在几天内收到救助金。但如果

之后，加拿大税务局确定申请人不符合申请资格，则申请人必须于次年春天即2020年税费到期时偿还

相应救助金金额。 

2020年4月11日巴西资讯。巴西是全球非标就业人员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据报道，在巴西申请登记

联邦政府60000雷亚尔紧急救助的人数总计已达3220万。救助金领取人员包括自雇工作者、非正规专

业技术人员和处于暂时离岗状态的职工。 

关 于 疫 情 期 间 社 会 保 障 举 措 和 零 工 工 作 者 资 讯 剪 报 详 见 ： https://www.business-

humanrights.org/en/covid-19-highlights-lack-of-social-protections-for-gig-economy-

workers 

视讯 
国际劳工组织视频“为全民享有充足的疾病津贴” 

 

各国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措施 

  

 

 

 

 

 

 

 

 

 

 

 

 

 

 

 

 

灵活规定工作时间 

共享用工 

疫情期间保障工资给付义务 

禁止、限制解雇雇员 

减少社会保障缴费 

暂缓社会保障缴费 

下调最低缴费费率 

制定疫情期间最低或基本收入保障 

提高社会救助金水平 

扩大社会救助申领资格 

对贫困和弱势人口发放国家紧急救助金 

一次性上调在付的缴费型养老金 

提前支付缴费型养老金 

允许从个人养老金账户中大额提款 

父母赡养津贴 

对疫情期间关键工作者的子女保育 

带薪病假：免除条件限制 

带薪病假：扩大惠及范围 

向企业发放国家补偿以应对员工特殊时期离岗 

失业保险资助下岗职工教育培训 

允许新职工领取失业补助金（国家资助） 

延长失业补助金领取期限 

提高失业补助金标准 

放宽失业补助金领取资格要求 

短工时失业金补偿 

阶段性失业“裁员”计划 

发放紧急补助以达到工资保障标准 

工资补助 
 

 

 

0 2 4 6 8 10 12 14

https://labs.ebanx.com/en/news/economy/people-registered-for-covid-19-emergency-assistance/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covid-19-highlights-lack-of-social-protections-for-gig-economy-workers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covid-19-highlights-lack-of-social-protections-for-gig-economy-workers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covid-19-highlights-lack-of-social-protections-for-gig-economy-workers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744708/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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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20年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世界银行社会保障动态。 

涉及国家：阿根廷、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柬埔寨、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法

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荷兰、菲律宾、南非、韩国、西班牙、泰国、土

耳其、意大利、巴基斯坦、美国等共27个国家。 

信息来源 

https://ww1.issa.int/coronavirus/media-monitor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ShowNewss.action?id=3 

https://socialprotection.org/discover/news 

关于私人及公共养老金、社会保障及退休制度的最新进展和相关报道详见：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19-12/index.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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