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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保障数据统计表 

   关于疫情和经济衰退造成的长期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明确。新冠肺炎的蔓延导致缴费工作被迫中断、劳

动者工作能力下降，进而可能对退休津贴和残疾津贴带来冲击。整体来看，金融脆弱性1在女性工作者

中的表现明显加剧，如下图2所示：  

养老金方面的性别差距,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来源：经合组织2020年发布 

从养老金表现出的性别差距可以看出，女性平均养老金收入所占比重高出或低于男性比例。3在经合组

                                                      

1  https://www.sdgfund.org/gender-dimensions-pension-systems-policies-and-constraints-protection-older-women;  
2 https://www.forbes.com/sites/carmenniethammer/2020/07/11/coronavirus-likely-to-widen-gender-gap-in-retirement/#7fe5576d6abe 
3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DDN-20200207-1 

https://www.sdgfund.org/gender-dimensions-pension-systems-policies-and-constraints-protection-older-women
https://www.forbes.com/sites/carmenniethammer/2020/07/11/coronavirus-likely-to-widen-gender-gap-in-retirement/#7fe5576d6abe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DDN-20200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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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成员国中，65岁及以上女性领取的养老金平均比男性低25%。4 造成这种差距的部分原因是工作模式

的不同。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充分的残疾津贴，尤其是对非标就业人员提供不足，那么女性获得的残疾

津贴将会更低5。  

 中国社会保障政策 

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全民医保制度 

2020 年 8 月 26 日，国家医疗保障局起草《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旨在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全民医

保制度，改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解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问题。 

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2020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计

划用 2 年左右时间，健全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意见强调完善基本生活救

助、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范基本生活救助标准调整机制。同时强调完善急难社会救助，包括重

大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情况下的救助工作。将因突发公共事件陷入困境的人员纳入救助范围，强化困

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 

《预算法实施条例》确立精算平衡原则   

2020 年 8 月 3 日国务院修订《预算法实施条例》，将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修改后的条例第

三条确立了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在精算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运行，一般公共预算可以根据需要

和财力适当安排资金补充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阶段性减免缓缴政策，助力企业复产复工 

2020 年 7 月 21 日，人社部举行 2020 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公布自 2 月下发《关于阶段性减免企

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截至 6 月底，三项社保共减免企业缴费 5769 亿元，缓缴社保费 431 亿元，

对纾解企业困难，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预计减免政策实施到年底，三项社会保

险全年合计为企业减少成本 1.6 万亿元。  

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探索适应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政策 

 

2020 年 7 月 1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

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发改高技〔2020〕1157 号），强调探索适应跨平台、多雇主间灵活就业

                                                      

4 2017年世界银行提供的东亚数据（含中国）, 东亚老龄化社会中的“养老金性别差距”. 中国数据见: 赵锐, 赵耀辉. 2018. 中国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

异, 女性主义经济学, 24:2, 218-239.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545701.2017.1411601 
5 经合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 确保2020年更好实现对自雇工作者的社会保护. 文件为在沙特阿拉伯举办的G20首脑会议之G20就业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准

备, 2020年4月8日. 

 

http://www.nhsa.gov.cn/art/2020/8/26/art_48_3418.html
http://www.nhsa.gov.cn/art/2020/8/26/art_48_3418.htm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8/25/c_1126411738.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8/20/content_5536179.htm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fbh/202007/t20200721_380113.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7/t20200715_1233793.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7/t20200715_1233793.html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6422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545701.2017.141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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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益保障、社会保障等政策。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保费缴纳、薪酬等政策制度，明确

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相应责任。推进失业保险金的线上便利化申领，方便群众办事。 

2020年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国办发〔2020〕27号）进

一步要求加大对灵活就业的保障支持。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要求持续深入推进工程建设领域

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伤预防工作。同时加大对困难灵活就业人员的帮扶力

度，2020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灵活就业人员，可按规定自愿暂缓缴费。            
 

社会救助法草案列入 2020 年立法工作计划 

根据 2020 年 7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的《2020 年立法工作计划》，社会救助法草案拟于今年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已惠及贫困人口超 950 万人次 

截至 2020 年 6 月底，由中国扶贫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蚂蚁金服保险、支付宝公益共同发起的“顶

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已签约四川、贵州、云南等 12 省份 80 县，项目投入资金规模达

28742.96 万元，为 954.19 万人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提供健康保障。“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自 2017

年 7 月发起，为现行贫困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18 至 60 周岁的主要劳动力提供公益补充医疗保险

保障。到 2020 年 6 月底，项目已累计理赔 94833 人次，理赔金额达 15386.28 万元。到 2020 年

底，该项目预计将为全国 1000 万人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提供健康保障。 

中国医疗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2020 年 6 月 24 日，国家医保局公布《2019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 2019 年          

 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达到 135407 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其中参加职工医保 32925 万

人，比上年增长 3.9%；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102483 万人，比上年减少 0.3%（2018 年居民医保参

保人数同比数据含未整合的新农合）；享受待遇人次和医疗费用持续增加。 

 参加生育保险 21417 万人，比上年增长 4.8%。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率达到 99.9%以上，医保扶贫综合保障措施惠及贫困人口近 2 亿人

次，帮助 418 万因病致贫人口精准脱贫。 

 享受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便利的人次增加。 

 
2020 年 7 月 23 日，国务院办公厅《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0 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国办发〔2020〕25 号）在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方面列出重点工作任务，包括：提高基本医疗保障

水平，城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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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推进“互联网+医疗保障”；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医疗保障经办服

务等。 

核算检测项目纳入医保 

2020年6月16日，国家医保局就做好新冠病毒检测的挂网采购、价格管理和医保支付工作发布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7/31/content_5531613.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7/08/content_5525117.htm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0-07/12/c_1126227626.htm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0-07/12/c_1126227626.htm
http://www.nhsa.gov.cn/art/2020/6/24/art_7_3268.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7/23/content_5529417.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7/23/content_5529417.htm
http://www.nhsa.gov.cn/art/2020/6/19/art_37_32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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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各地要在综合考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需要、本地区医保基金支付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

按程序将针对新冠病毒开展的核酸、抗体检测项目和相关耗材纳入省级医保诊疗项目目录，并同步确

定支付条件。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于2020年6月1日正式生效 

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护和实现公民获得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的权利。建立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职工互助医疗和医疗慈善服

务等为补充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湖北省保险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免缴 2020 年度保险保障基金 

 
2020年6月11日，中国银保监会印发通知，对湖北省保险机构给予免缴2020年度保险保障基金的支持

政策。本次保险保障基金免缴对象包括：一是注册地在湖北省的保险法人机构，二是注册地不在湖北

省的保险法人机构在湖北省设立的分支机构。有4家法人机构和其他80家保险公司在湖北省内设立的分

支机构将受惠，预计免缴保险保障基金金额将超过7亿元。该政策有助于降低湖北保险机构经营成本，

推动保险机构更好地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和金融支持。 

地方政策动态 

 湖北：随州市推进建筑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 

 安徽：“免报直发”助力企业稳岗 

 广西：启动社保基金专用票据电子化改革 

欧盟社会保障政策 

          建立欧洲儿童保障的路线图 

2020年8月19日，欧盟委员会针对欧洲儿童保障的路线图公开征求意见。它希望在2021年提出一项具

体建议。其目标是执行欧洲关于保育和儿童支持的社会权利支柱原则11。 

新冠肺炎背景下欧盟委员会呼吁采取行动，为季节性工作者提供保护 

2020 年 7 月 16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确保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为欧盟季节性工作者提供保护的若干准

则，其中就国家权力机关、劳动监察部门和社会伙伴给出指导意见，以保障季节性工作者的权利、健

康和安全并确保他们意识到自己享有的权利。 

欧盟委员会启动青年就业支持：通往工作的桥梁  

2020年7月1日，关于“通往工作的桥梁”理事会建议的提案强化了青年保障，并加强了对整个欧盟弱

势年轻人的覆盖范围，目前覆盖15至29岁年龄段的人群。在此框架内，委员会将启动一项有关年轻人

获得社会保护的研究。它将绘制各种就业形式下各种福利的资格条件。委员会还提醒说，它正在研究

http://www.gov.cn/xinwen/2019-12/29/content_5464861.htm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910938&itemId=925&generaltype=0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gzdt/202008/t20200805_381911.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gzdt/202007/t20200721_380107.html
http://www.g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20-08/04/c_1126321799.htm
https://ec.europa.eu/info/law/better-regulation/have-your-say/initiatives/12565-European-Child-Guarantee-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newsId=9738&furtherNews=yes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newsId=9738&furtherNews=yes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94047695309&uri=CELEX:52020DC0277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1079&lang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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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台工作相关的挑战，并将在2021年提出措施，以改善通过数字平台工作的人们的工作条件。  

欧盟：促进工作公平竞争 

作为欧洲首个工作申报运动的一部分，欧盟未申报工作处理平台和欧洲劳工局（ELA）共同发起了名为

“#EU4FairWork”的社交媒体活动，呼吁欧盟各地的工人和雇主分享有关工作申报的个人经历。该活

动的口号是“赚取收入、申报收入、享受待遇”，话题标签 #EU4FairWork。 

 

国际社会保障政策 
 
部分失业援助计划：多变形势下的调整措施 
 
部分失业援助计划有时也称作短期工作援助计划。根据国际社会保障协会，部分失业援助计划是降低

经济骤然下滑的程度并缓解其对劳动力市场冲击和社会影响的一种主要方法，已成为新冠危机期间维

持就业及经济生产能力、保障收入水平和扶持企业最具成效的干预机制。三月和四月疫情爆发不久，

许多国家实施了大量影响广泛的计划，尤其是针对缓解由封锁限制引发的经济危机。 

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家政工人遭受最严峻的失业冲击  

6月16日国际家政工人日，国际劳工组织召开了一场名为“新冠疫情后，让体面劳动化为现实”的全球

在线研讨会，就家政工人的现状进行评估研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疫情已对全世界的家政工人造成

极其严重的影响。新冠肺炎导致超5,500万家政工人面临生计危险，其中3,700万人为女性。据估计，

全球仅有10%的家政工人享有和其他行业工作者同等的劳动保护。 

韩国国民年金公团应对新冠肺炎的应急计划经验 

韩国国民年金公团（NPS）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借助了预防性危机管理系统和组织间合作，2020年6

月16日，公团报告了采取的一系列抗疫措施。 

统计数据  

2020年7月27日，社会保护信息交互系统（MISSOC）更新了关于国家社会保护制度的最新信息，现

已可以查询欧盟所有成员国、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已更新的社会保护制度相关信息（自

2020年1月起）——包括对各组织的简要说明及其对自雇人员的社会保护情况。 

2020年7月20日，经合组织利用最新数据对各国收入不均及贫困状况进行基准测试和监测。经合组织

收入统计数据库是经合组织的专用统计数据库，其收录的数据可反映多项指标的水平和趋势，包括：

税收和转移支付完成前后的基尼系数、相对贫困率和贫困差距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和中位数

等。 

2020 年 2 月，“欧洲晴雨表”调查，欧洲未申报工作。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newsId=9742&furtherNews=yes
https://ww1.issa.int/news/partial-unemployment-schemes-adapting-measures-uncertain-context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domestic-workers/events-and-training/WCMS_745956/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domestic-workers/events-and-training/WCMS_745956/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travai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7961.pdf
https://iskm.issa.int/sites/default/files/2020-06/Article_COVID-19_KOREA_ENG%20%28002%29.pdf
https://www.missoc.org/missoc-tables-january-2020-now-available/
https://www.oecd.org/social/income-distribution-database.htm
https://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survey/getsurveydetail/instruments/special/surveyky/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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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闻评论 

为抑制不断增加的养老金支出，同时预防未来因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短缺，6 月 29 日日本议会通过

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改革方案。其中的主要条款将包括：上调延迟领取养老金待遇的最大年龄；提高工

作收入与养老金相结合的收入测试值，高于此数值则减少养老金发放；以及将更多兼职员工纳入养老

保险范畴。 

7 月 2 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基本养老金法律，计划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推行以收入测试为依据的

基本养老金，以此作为对国家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充。该养老金计划以在工作期限内收入低于平均水平

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个人为目标受众，旨在降低他们陷入老年贫困的风险。此外，

政府将通过上调社会保险补贴的方式承担基本养老金的全部费用。 

疫情封锁将法国技术平台工作者的地位推上前列，对此法国将考虑就保护零工经济从业者提出相关方

案。由法国政府指派的九名专家主张提高对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的保护，例如截至2020年10月实现对优

步科技有限公司和Deliveroo送餐员的相关保护。 

6月至8月间，智利商讨实施提前支取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改革方案，以备疫情引发的紧急需求。与其他

国家不同的是，智利并没有根据困难状况设定不同层次的提取金额。但本篇文章的作者就这一改革对

未来养老水平的影响作出警示，文中指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需对养老保险待遇最低标准予以保障。 

7月3日，《曼谷邮报》刊载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依据2009

年泰国实施的全民养老保险计划评估其在扩大老年保险覆盖范围上的进展。他们提出要普及为所有6岁

以下儿童设定的儿童抚养补贴项目并将其纳入国家关键战略，保障儿童和家庭未来能抵御任何经济危

机，同时降低新冠肺炎过后有需求的家庭得不到经济援助的风险。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view/?ref=134_134797-9iq8w1fnju&title=Paid-sick-leave-to-protect-income-health-and-jobs-through-the-COVID-19-crisis
http://www.oecd.org/els/family/OECD-Is-Childcare-Affordable.pdf
http://www.oecd.org/els/family/homelessness-policy-brief-2020.pdf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RessourcePDF.action?id=56827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RessourcePDF.action?id=56783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RessourcePDF.action?id=56783
https://www2.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15/arza-fin.pdf?v=1&d=20150706T154055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newsId=9753&furtherNews=yes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newsId=9740&furtherNews=yes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furtherNews=yes&newsId=9750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20-06/index.html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20-07/index.html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20-07/index.html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6-16/france-considers-new-protections-for-gig-worker-invisibles
https://www.latercera.com/opinion/noticia/retiro-anticipado-de-fondos-de-pensiones/HRQKAWMXMNFYNAE47DGYS3GOD4/
https://www.bangkokpost.com/opinion/opinion/1945176/social-protection-is-pathway-to-pandemic-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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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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外私人及公共养老金、社会保障和退休制度的国际最新进展详见：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19-12/index.html 

 

 

 

 

政策快报由中欧“提升中国社保经办服务能力，实现全民社会保障”项目制作。 

 

政策快报中阐述的观点不代表欧盟观点。 

本项目由欧盟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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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ShowNewss.action?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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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19-12/index.html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projects/WCMS_713539/lang--en/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