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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上半年总体就业形势如何？下半年人社部有哪些稳就业举措？综合统

计监测和调研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逐步企稳，稳中加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新增

就业任务过半，失业水平逐步回落，重点群体就业基本稳定，劳动力市场供求保持平衡。

就业形势持续改善，一方面，得益于经济恢复的有力支撑。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持续显现，经济运行稳定恢复，有力拉动就业复苏。

另一方面，得益于政策服务的持续发力。今年以来，人社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延续实

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举措、加强就业帮扶助力乡村振兴意见等，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农业

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持续开展“春风行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行动

“等系列服务活动，稳定了预期，稳定了市场，稳定了就业。

下一步，人社部将突出重点，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确保就业局势总

体稳定。

上半年就业形势如何？有哪些稳就业举措？答案在这里
来源：人社部

政策速递 | NEWS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
n/buneiyaowen/rsxw/202107/t20210726_419324.html

全国篇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107/t20210726_419324.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107/t20210726_419324.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107/t20210726_419324.html
http://gjj.beijing.gov.cn/web/zwgk61/_300587/_300696/11028853/index.html
http://gjj.beijing.gov.cn/web/zwgk61/_300587/_300696/1102885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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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电子劳动合同

电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协商一致，以可视为书面形

式的数据电文为载体，使用可靠的电子签名订立

的劳动合同。

依法订立的电子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电子劳动合同的约定，

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电子劳动合同的订立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的，要

通过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平台订立。

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平台要通过有效的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提供劳动合同订立、调取、储存、应

用等服务，具备身份认证、电子签名、意愿确认、

数据安全防护等能力，确保电子劳动合同信息的

订立、生成、传递、储存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满足真实、完整、准确、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等要

求。

2021 年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

市户籍的受理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7 日（工作

日）至 2021 年 7 月 2 日（工作日），博士毕

业生受理时 间可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工作日）。

应届生毕业后仅此一次机会，一定要把握好。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高向东表示：

我国人口的持续增长，主要还是因为人口惯

性。

“育龄妇女还有 3 亿多人，每年能够保持

1000 多万的出生人口规模。稳定的出生人口就是

我国人口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预计未来 8-10

年，我国人口数还会在 14 亿以上。”

不过，高向东特别提到，具体到上海，出生

人口增长速度则面临较为严峻的局面。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电子劳动合同订立指引》。

电子劳动合同的订立应该注意哪些事？

关 于 电 子 劳 动 合 同 ， 你 需 要 知 道 的 几 点
如何调取、储存、应用电子劳动合同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务微信

鼓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使用政府发布的劳动

合同示范文本订立电子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未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或内容违反法律法规

规定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双方同意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要在

订立电子劳动合同前，明确告知劳动者订立电子劳

动合同的流程、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和查看、下载

完整的劳动合同文本的途径，并不得向劳动者收取

费用。

2021 年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

户籍的受理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7 日（工作日）

至 2021 年 7 月 2 日（工作日），博士毕业生

受理时 间可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工作

日）。

应届生毕业后仅此一次机会，一定要把握好。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高向东表示：

我国人口的持续增长，主要还是因为人口惯

性。

“育龄妇女还有 3 亿多人，每年能够保持 1000

多万的出生人口规模。稳定的出生人口就是我国人

口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预计未来 8-10 年，我国

人口数还会在 14 亿以上。”

不过，高向东特别提到，具体到上海，出生人

口增长速度则面临较为严峻的局面。

政策速递 |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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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要确保向电子劳动合

同订立平台提交身份信息真实、完整、准确。

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平台要通过数字证书、联

网信息核验、生物特征识别验证、手机短信

息验证码等技术手段，真实反映订立人身份

和签署意愿，并记录和保存验证确认过程。

具备条件的，可使用电子社保卡开展实

人实名认证。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要使用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要求、依法设立的电

子认证服务机构颁发的数字证书和密钥，进

行电子签名。

电子劳动合同经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署

可靠的电子签名后生效，并应附带可信时间

戳。

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后，用人单位要以手

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或者 APP 信息提示

等方式通知劳动者电子劳动合同已订立完

成。

电子劳动合同的调取、储存、应用

用人单位要提示劳动者及时下载和保存电子

劳动合同文本，告知劳动者查看、下载电子劳动

合同的方法，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用人单位要确保劳动者可以使用常用设备随

时查看、下载、打印电子劳动合同的完整内容，

不得向劳动者收取费用。

劳动者需要电子劳动合同纸质文本的，用人

单位要至少免费提供一份，并通过盖章等方式证

明与数据电文原件一致。

电子劳动合同的储存期限要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合同保存期限的规

定。

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平台要留存订立和管理电

子劳动合同全过程证据，包括身份认证、签署意

愿、电子签名等，保证电子证据链的完整性，确

保相关信息可查询、可调用，为用人单位、劳动

者以及法律法规授权机构查询和提取电子数据提

供便利。

政策速递 |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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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于调整北京市 2021 年最低工资标

准的通知》规定，从 8 月 1 日起，北京市最低工

资标准将由每小时不低于 12.64 元、每月不低于

2200 元，调整到每小时不低于 13.33 元、每月

不低于 2320 元。

8 月起，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上涨！

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
2106/t20210611_2412040.html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7 月 16 日发布《关

于 2021 住房公积金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有关问

题的通知》，明确 2021 住房公积金年度北京地

区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调至 28221 元，月

缴存额上限为 6774 元，职工和单位月缴存额上

限均为 3387 元。

@北京职工,住房公积金将有这些变化！

来源：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http://gjj.beijing.gov.cn/web/zwgk61
/_300587/_300696/11028853/index.h
tml

经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深圳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

金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将于 7 月 20 日起正式实施，在深就业的灵活

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好消息！深圳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

来源：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http://gjj.sz.gov.cn/gkmlpt/content/8/8943/post_894389
1.html#1952

地方篇

政策速递 | NEWS

http://gjj.beijing.gov.cn/web/zwgk61/_300587/_300696/11028853/index.html
http://gjj.beijing.gov.cn/web/zwgk61/_300587/_300696/11028853/index.html
http://gjj.beijing.gov.cn/web/zwgk61/_300587/_300696/11028853/index.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106/t20210611_2412040.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106/t20210611_2412040.html
http://gjj.sz.gov.cn/gkmlpt/content/8/8943/post_8943891.html
http://gjj.sz.gov.cn/gkmlpt/content/8/8943/post_89438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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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已调整，缴费金额这样算！
来源：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日前，市人社局发布了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调整的消息。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本市社保缴费

基数上限调整为 31014 元/月，下限调整为 5975 元/月。缴费基数上、下限调整后，用人单位及其从业

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金额有变化吗？

8 月起，沪公积金无房租赁月提取限额提高啦！
来源：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据市公积金中心发布，为加大住房公积金对缴存职工租房支持力度，对符合在本市连续足额缴存住

房公积金满 3 个月、本人及配偶在本市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等条件的职工，租赁住房不属于网签备案

范围的，每户家庭（含单身家庭）月提取金额不超过当月实际房租支出，最高月提取限额由 2000 元调

整为 2500 元。新规自 2021 年 8 月 6 日起执行。

http://www.shgjj.com/html/zyxw/206221.html

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

*注：本市工伤保险费率实行基准费率与浮动费率相

结合的办法，上表仅按照基准费率计算。另，医疗

保险中含单位缴纳的生育保险。

灵活就业参保人员：

政策速递 | NEWS

http://www.shgjj.com/html/zyxw/206221.html
http://www.shgjj.com/html/zyxw/206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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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证办理一件事”

在“一网通办”平台移动端上线啦！

8 月 9 日起，“居住证办理一件事”模块在“一网

通办”平台移动端——“随申办”APP、“随申办”微

信小程序、“随申办”支付宝小程序正式上线！居民群

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居住登记、居住证新办、居住

登记住址变更、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等事项。

 亮点展示

1. 提供“一站式”服务。

2. 试行亲属关系“承诺制”。

3. 信息共享复用，无需重复提交。

4. 提高电子证照制发效率。

5. 推出精准智能提醒服务。

具体操作流程和常见问题详情点击：

从即日起，如需咨询医保相关事项，请拨打

12393 或 12345。如需现场咨询或办理医保各项

业务，可前往市、区医保经办机构，具体地址如

下：

2021 年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

市户籍的受理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7 日（工

作日）至 2021 年 7 月 2 日（工作日），博

士毕业生受理时 间可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工作日）。

应届生毕业后仅此一次机会，一定要把握

好。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高向东表示：

我国人口的持续增长，主要还是因为人口惯

性。

“育龄妇女还有 3 亿多人，每年能够保持

1000 多万的出生人口规模。稳定的出生人口就

是我国人口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预计未来 8-10

年，我国人口数还会在 14 亿以上。”

不过，高向东特别提到，具体到上海，出生

人口增长速度则面临较为严峻的局面。

重要通知

医保咨询热线号码变更
来源：上海医保

来源：上海公安人口管理

https://mp.weixin.qq.com/s/RxqNQbJhZg

se0QAxscnY0w

实操指导 | GUIDE

https://mp.weixin.qq.com/s/RxqNQbJhZgse0QAxscnY0w
https://mp.weixin.qq.com/s/RxqNQbJhZgse0QAxscnY0w
https://mp.weixin.qq.com/s/RxqNQbJhZgse0QAxscnY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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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入税，让很多企业老板、人资、

财务为之焦头烂额，大家都知道企业不

为员工缴社保是违法行为。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人员，

企业根本不用为其缴纳社保！具体涉及

以下几类人员：

01 退休返聘人员

公司经常会返聘一些退休人员再任

职，退休人员与其他人员一样，同工同

酬，那么，公司返聘的退休人员是否需

要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呢?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

你知道吗？
以下几类人员，公司无需为其交社保!
► 版权信息：税漫（微信 ID：shuiwu-2019）

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也就是说，

公司与退休人员签订的合同不属于

劳动合同，属于劳务合同。

1. 劳动合同纠纷属于劳动法、劳动

合同法、工会法调整范畴，要求采用

仲裁前置程序。

2. 劳务合同属于民事合同的一种，

受民法、合同法及经济法的调整，故

因劳务合同发生的争议由人民法院

审理也可以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02 聘用实习生

有些企业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也时

常会使用一些尚未毕业的实习生，那

热点聚焦 |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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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交由税务征收已成定局，在

政策的大背景下，做到社保合规

是必须的。在不违法的前提下，

通过合理筹划获得成本优化。

么，聘用实习生，是否需要为其缴纳社

会保险呢?

1.《劳动法》规定：只有符合劳动关系

的用人单位与一定年龄的劳动者才能

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是劳动关系

还是劳务关系，不是由合同名称和内容

来确定的，而是由用工性质来确定。

也就是说，只要劳动者年满 16 周

岁且没到退休年龄，而且与第三方不存

在“归属关系”，双方就应该而且必须

签订《劳动合同》，即使没签，劳动者

也受到《劳动法》保护。

2.实习生虽然年满 16 周岁，但与第三

方学校还存在“归属关系”，所以用人

单位只能与其签订《劳务合同》或实习

协议。

因此，企业聘用的实习生，不属于

劳动合同，属于劳务合同(或实习协

议)，不需要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03 承包商派遣人员

在工程项目总包和分包中，经常会

出现，总包方为了便于工程项目的监

管，时常会派出几名管理人员，如：技

术总监、工程总监、项目经理、施工人

员等现场管理人员，而这些派遣人员的

工资一般都由分包商来承担，同时，分

包商也会与派遣人员签订《劳务合同》。

该类派遣人员，因为只能与分包商

签订《劳务合同》不能签《劳动合同》，

因此，总包方派过来的人员已经与总包

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与总包方

存在“归属关系”，分包方不需要为

其缴纳社保保险。

04 协保人员

协议保留社会保险关系人员简称

协保人员，指与原所在单位、再就业

服务中心签订保留社保关系的三方协

议的下岗职工。

新单位招聘协保人员时只能签订

《劳务合同》，不需要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

05 非独立劳动的兼职人员

非独立劳务的兼职人员是指在不

脱离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

间从事第二职业，为第三方提供体力

或脑力劳动支出。

兼职人员本身有自己的工作，签

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均有工

作单位办理，和兼职公司无关，因此

无需缴纳社保。

06 个体户外包企业业务

将生产线上的员工，以组为单位

成立个体工商户，员工工资便成为了

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而无雇工的

个体工商户，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企业无

需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由于个体工商

户是有一定限额免税政策，同时个体

工商户可以给公司开发票，降低成本，

成为众多企业的筹划方式选择之一。

07 非全日制用工

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

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

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

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

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由个人缴纳

完成。

08 灵活就业人员

灵活就业人员指以非全日制、临时

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

主要由以下三部分构成：

1.自营劳动者：包括自我雇佣者(自谋

职业)和以个人身份从事职业活动的自

由职业者等。

2.家庭帮工：即那些帮助家庭成员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

3.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主要是指非全时

工、季节工、劳务承包工、劳务派遣工、

家庭小时工等一般劳动者。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由个人缴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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