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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障数据统计表 

   

         数据来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2021 

中国社会保障政策 

《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021年6-7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就《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鼓励无雇工的个体工商

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建立多层

次医疗保障，包括建立和发展覆盖全民、保障均衡适度的长期护理保险。 

 

《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条例》等列入国务院 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2021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 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其中《社会救助法草案》（民政部、财政部起草）

等列入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18 件法律案，《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条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医保局起

草）、《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网信办组织起草）等列入拟制定、修订的 28 件行政法规。 

 

多项政策出台加强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 

2021年7月，多项涉及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的政策陆续出台： 

➢ 人社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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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ghtj/tj/dttj/202109/W020210926519124061879.pdf
http://www.nhsa.gov.cn/art/2021/10/11/art_7_6196.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1-06/16/content_5618310.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6/11/content_561719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23/content_56267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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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要求各地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组织未参加职工基本

养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做到应保

尽保。 

《意见》强化职业伤害保障，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组织开展平台灵

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平台企业应当按规定参加。采取政府主导、信息化引领和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

的方式，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

保险，提升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保障水平。 

8月18日，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人社部副部长游钧介绍，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将坚持社会保险定

位，也就是说这将是由政府主导的保障制度，在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的大框架下建立和实施。同时创新制度模

式，适应平台线上经营的特点，创新政策、创新方式。另外，制度将采取试点先行模式。 

9月10日，人社部会同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召开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就维护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对美团、滴滴等10家头部平台企业开展联合行政指导。会议要求平台企业准确理解和把握

《意见》，全面贯彻落实好《意见》要求，依法合规用工。 

➢ 国家邮政局、人社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交邮政发〔2021〕

59 号） 

《意见》完善了符合快递业特点的工伤保险参保政策。《意见》提出：鼓励快递企业直接用工；对用工灵活、

流动性大的基层快递网点，可统筹按照地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或营业额比例计算缴纳工伤

保险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推动企业为快递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总工发〔2021〕12 号） 

《意见》要求加快推进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大力推行网上入会方式，创新服务内容和服务

模式。配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加快完善工时制度，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推动司法机构出台相关司法

解释和指导案例。 

➢ 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国市监

网监发〔2021〕38 号） 

《意见》对保障外卖送餐员权益从劳动收入、劳动安全、食品安全、社会保障、从业环节、组织建设等方面提

出全方位要求。在社会保障方面，要求网络餐饮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依法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参加

社会保险，鼓励其他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鼓励

针对平台就业特点，探索提供多样化商业保险保障方案，提高多层次保障水平。 

 

人社部发布“十四五”规划 

2021年6月29日，人社部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在社会保障方面： 

➢ 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积极促进有意愿、有缴费能力的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新就

业形态从业人员等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 建立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

最低缴费年限。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推

动个人养老金发展。建设积极稳健的失业保险制度，探索建立多层次工伤保险制度体系，推进平台灵活就业人

http://www.gov.cn/xinwen/2021-08/18/content_5631907.htm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109/t20210910_422831.html
http://www.spb.gov.cn/zc/flfgjzc_1/202107/t20210715_3964735.html
https://www.acftu.org/wjzl/wjzlzcwj/qzwj/202107/t20210728_784163.html?7OkeOa4k=qAkpkGkQ6JuQ6JuQ6cRNhObfK39gfhkI9cTHF83Y3SQqqqqqqqqqqqqq6q
http://www.cnfia.cn/archives/21078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ghcw/ghjh/202107/W0202107283682843877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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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职业伤害保障工作。 

➢ 推进社会保险待遇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动调整，同时全面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

金正常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 坚持精算平衡，健全基金预测预警制度，继续扩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规模。 

➢ 建设国家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构建全国一体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加快推动社会保险经办数字化转型。 

 

低保不再区分城乡 统一规范为“最低生活保障” 

6月11日，民政部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民发〔2021〕57号）。《办法》适度拓展了低保范围，明确低

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人员可以单独提出低保申请。低保边缘家庭一般是指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家庭人均收

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倍，且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的家庭。同时《办法》删除了有关城市低保、农村低保

的概念，不再区分城乡，统一规范为“最低生活保障”。 

 

巩固拓展社会保险扶贫成果助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21年8月20日，人社部、民政部等多部门下发《关于巩固拓展社会保险扶贫成果助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通知

（人社部发〔2021〕64号）。《通知》要求减轻困难群体参保缴费负担，完善困难群体参保帮扶政策。对参加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的缴费困难群体，地方人民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缴费档次养老保险费。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

济组织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困难人员参保缴费提供资助。对灵活就业

的进城务工人员，引导其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发布 

2021年9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规划》部署健全多层次医保制度体系，分类

优化医保帮扶政策。落实全民参保计划，推进职工和城乡居民在常住地、就业地参保，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

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丰富面向老年人等的保险产品。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生育保险政策。推进基本医

保参保登记和接续转移等跨省通办，在全国实现异地就医住院、门诊费用线上结算。 

 

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年9月27日,  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纲要

明确了在下一个十年中妇女与社会保障方面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保障妇女平等享有社会保障权益，参保率和保障水

平不断提高。持续推动社会保险参保扩面，支持灵活就业女性参加相应社会保险，实现应保尽保，缩小社会保障的性别

差距。建立国家级社会保险全民参保登记信息库，加强社会保障分性别统计、信息动态监测和管理。  

中国银保监会鼓励人身保险多样化发展 

10月，中国银保监会发文，鼓励保险机构丰富人身保险产品供给，加大新产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各类灵活就业人员等特

定人群的保障力度。 

中国社保经办 

生育三孩费用纳入生育保险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29/content_5628296.htm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202108/t20210820_421166.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202108/t20210820_421166.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9/29/content_5639967.htm
http://www.nwccw.gov.cn/2021-09/27/content_295248.htm
http://www.nwccw.gov.cn/2021-09/27/content_295249.htm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12872&itemId=917&general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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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国家医疗保障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发【2021】36号）。

《通知》要求各地确保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及时、足额给付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

贴待遇。同步做好城乡居民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保障和新生儿参保工作。  

 

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出台 

2021年7月16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和民政部办公厅印发《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试行）》的通知（医保办发

〔2021〕37号）。《通知》确立了评估指标体系和实施要求，并明确采用组合法对评估结果进行判定。数据显示，目

前全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参保人数达1.34亿人。 

地方政策 

北京生育三孩享生育奖励假30天 

据北京市卫健委确认，2021年5月31日（含）后按规定生育三孩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生育奖励假30天，

其配偶享受陪产假15天。女职工经所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同意，可以再增加假期一至三个月。 

杭州扩大工伤保险适用范围 

2021 年 9 月 2 日，杭州市人力社保局印发《关于部分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允许部分未建立劳动关

系的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按照自愿原则为其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办法》所称的特

定人员包括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在内的三类人员。  

欧盟政策 

理事会通过“欧洲儿童保障”机制倡议 

日前，欧盟理事会已通过欧盟委员会关于建立“欧洲儿童保障”机制的提议。“欧洲儿童保障”旨在预防和打击社会排

斥，保障有需要的儿童——存在贫困或社会排斥风险的 18 岁以下群体——获得一系列关键服务，包括：儿童早教和护

理、教育、医疗、营养、住房等。 

 

欧洲各界联盟呼吁欧盟成员国履行《关于家庭工人体面劳动的公约》 

欧洲约有950万家庭工人，其中家庭护理人员占数百万。对此，欧盟委员会及由雇主、工会、民间社会组织和国际机构

组成的联盟共同呼吁欧盟各国批准实施国际劳工组织于2011年通过的第189号《关于家庭工人体面劳动的公约》。  

欧盟针对季节性工人面临的挑战和工作条件的最新研究 

在欧盟其他成员国从事季节性工作的欧盟公民多达 85 万人，他们在获得社会保护和享受充分的工作条件等方面面临关

键挑战。 

国际政策 

新加坡人力部设立咨询委员会，为零工经济从业人员提供保护 

新加坡人力部日前宣布建立平台从业人员咨询委员会，旨在增强对在网络平台就业的自雇人员，即配送员、私营司机和

出租车司机的保护。委员会重点解决三方面问题：提高养老金及住房充足性、确保为发生工伤的从业人员提供充足的经

http://www.nhsa.gov.cn/art/2021/7/21/art_37_5587.html
http://www.nhsa.gov.cn/art/2021/8/3/art_37_5692.html
http://www.bj.xinhuanet.com/2021-08/06/c_1127735720.htm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1/9/2/art_1229063383_1741061.html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750&furtherNews=yes&newsId=10024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newsId=10037&furtherNews=yes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newsId=10028&furtherNews=yes
https://www2.staffingindustry.com/row/Editorial/Daily-News/Singapore-Ministry-of-Manpower-sets-up-advisory-committee-to-protect-gig-economy-workers-5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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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保护，以及缩小集体谈判能力差距。 

 

瑞典启用补充养老金 

自 9 月 1 日起，瑞典养老金机构向领取收入关联养老金并满足一定收入和参保要求的 65 岁及以上个人每月支付 600 克

朗（约合 69.54 美元）的补充养老金，旨在提高对退休前长期从事低薪工作的养老金领取人的经济保障。据瑞典政府预

计，补充养老金将惠及全国约 55%的 65 岁以上民众，且其中女性领取人的占比达到 62%。 

 

波兰政府宣布推行全民儿童津贴，以“创造国家未来” 

8月17日，波兰政府公布了新推出的儿童津贴计划的实施方案，希望通过该政策“鼓励生育”。根据内阁批准的“家庭

福利资金”计划，自明年1月起，政府将在每个家庭第一个孩子出生的12至36个月里支付12,000兹罗提（约合2,630欧

元）的补贴。所有家庭不论收入，均可享受该待遇。 

阿根廷为母亲提供养老金缴费年限抵免 

阿根廷于 8 月 2 日宣布，为达到 60 岁法定退休年龄但未满足缴费型社会养老保险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30 年）的母亲

提供缴费年限抵免。对于符合条件的母亲：每育有一名子女可抵免 1 年的缴费，每抚育一名领养儿童或残疾儿童可抵免

2 年缴费，如此前领取过全民儿童津贴（AUH），则每抚养一名子女可抵免 3 年缴费。 

德国启动基本养老金计划 

德国于7月启动基本养老金计划，以确保所有参加社会保险缴费的退休人员可以达到基本生活标准。根据新制度，凡在

德缴纳养老金满33年者都将有资格领取基本养老金，所规定的年限包括工作时间和抚养家庭或照看亲属花费的时间。该

计划旨在为长期缴纳养老金但因工资较低或工时较少无法享受充足的养老金待遇的群体提供收入补贴，确保其达到基本

的生活水平。 

挪威计划扩大强制性职业年金覆盖面 

6 月 18 日，挪威政府建议通过立法降低或消除一定的收入、年龄和工作门槛，扩大对私营部门工作者的强制性职业年金

覆盖。立法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获得国会批准，并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实施。改革提议旨在提高退休储蓄，尤其

针对年轻群体、兼职员工和低收入工人。 

法国建立平台型自雇工人代表权 

2021年4月21日，法国在第484号条例中规定了与平台型自雇工人代表权相关的条款和细则以及行使该权利的条件，并

推动建立了就业平台社会关系管理局（ARPE）。条例旨在为法国平台从业人员建立集体谈判权和代表权，并将从部分

行业开始（首先是私家车司机和配送行业），最终扩大到平台。 

英国和加拿大对公共养老金采取零排放政策 

英国颁布《2021养老金计划法案》，要求各项养老金计划遵循国际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小组（TCFD）提出的净零碳

决议。英国是七国集团（G7）中首个承诺实行TCFD提出的气候信息强制披露（2020）的国家，并将依承诺披露气候变

化对其养老金投资组合的影响。早前，英国就业和养老金委员会提议政府就保持默认投资基金与国家气候目标一致的意

见进行磋商。 

链接: 英部长表示，英国将大力发展绿色养老金，巩固缴费确定型（DC）计划; 罗斯·阿尔特曼：养老金能否用于推动可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21-09/index.html
https://socialprotection.org/discover/news/polish-government-announces-new-child-benefits-families-%E2%80%9Ccreate-future-our-nation%E2%80%9D?__cf_chl_jschl_tk__=pmd_Qes49AqDhR685SSjRPVdj5JOkAVQOpONiUXit2s7yuk-1635408454-0-gqNtZGzNAvujcnBszQsl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21-08/index.html#argentina
https://www.iamexpat.de/expat-info/german-expat-news/germany-finally-launches-basic-pension-scheme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21-07/2021-07.pdf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id/JORFTEXT000043403734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u-k-pensions-will-be-greener-and-dc-plans-more-consolidated-minister-says/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ros-altmann-could-pensions-be-used-to-boost-more-sustainable-in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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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投资?  

加拿大第二大养老基金——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表示，集团将于2022年底前放弃全部石油生产资产，并在2030年前将

碳强度降低60%。加拿大第三大养老基金——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委员会（OTPP）宣布建立新的中期指标，将降

低投资组合的碳排放强度作为计划的部分内容，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CPPIB）

是负责任投资原则——在联合国支持下使用ESG（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投资标准的投资者网络——的首批签署

方之一。 

链接: 加拿大第二大养老基金率先表示将放弃其石油资产; 加拿大. 为什么当前越来越多退休人员寻求绿色养老金投资组

合？  

智利总统宣布改革提案：将税收利润更好用于对贫困人口的养老金资助 

智利政府计划取消一系列免税政策，包括一项对证券交易的税收豁免，以增加对贫困人口的养老金资助。 

优步公司将为 7 万名英国司机推出养老金计划 

优步的英国司机将自动加入一项养老金计划，并由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管理。优步缴纳司机收入的3%，司机则可选择将

最低5%的收入作为缴费。符合一定条件的司机可以选择退出计划。 

研究：印度养老金制度需注入动力，以确保充足的退休收入   

2021年美世&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全球养老金指数（MCGPI）调查显示，印度亟需通过战略改革调整养老金制度，确

保充足的退休收入。在接受调查的43项制度中，印度养老金制度的整体指数排名第40位，在充足性分类指数中则排名

最低。 

澳大利亚- 最弱势群体未被纳入残疾人抚恤金 

在澳大利亚，由于资格审查规则越来越严格，自2007年起，无法领取残疾人抚恤金并被迫领取少量稳岗津贴的人数上

涨了超3倍。 

统计数据 

2021 年韩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6.5% 

韩国老龄化加速。报告显示，预计到2030年和2040年，韩国老龄人口将分别上升至1,298万和1,722万；到2050年，老

龄人口或将占全国总人口的43.9%。 

日本老龄人口数量创新高 

据估计，日本65岁或以上人口数量达到3,640万，较前一年新增22万，创历史新高；老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达到创

纪录的29.1%，在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首位。 

希腊成为欧盟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根据欧盟数据统计机构——欧洲统计局关于欧盟人口衰减的报告，到2030年，希腊老龄人口将位居欧盟成员国首位，

并将超过意大利成为欧盟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目前，希腊全国有半数人口年龄超过50岁，据欧盟委员会预计，到

2050年希腊人口将减少近100万，到2070年将减少200万人。希腊正成为欧盟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ros-altmann-could-pensions-be-used-to-boost-more-sustainable-investing/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canadas-second-largest-pension-fund-says-first-to-exit-oil-assets/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canada-why-more-retirees-are-looking-to-green-their-retirement-portfolios/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canada-why-more-retirees-are-looking-to-green-their-retirement-portfolios/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chilean-president-presents-reform-proposal-that-taxes-profits-to-finance-better-pensions-for-the-poor/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chilean-president-presents-reform-proposal-that-taxes-profits-to-finance-better-pensions-for-the-poor/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uber-to-begin-rolling-out-pensions-to-70000-uk-drivers/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indias-pension-system-needs-impetus-to-ensure-adequate-retirement-income-study/
https://www.miragenews.com/most-vulnerable-excluded-from-disability-631251/
http://m.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210929000712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1/09/20/national/japans-older-population-hits-record-high/
https://greekreporter.com/2021/10/21/greece-fastest-aging-eu-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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