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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总局明确城市维护建设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
自 9 月 1 日起施行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政策速递 | NEWS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进一步规范城市维护建

设税（以下简称城建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确定办法等事项的公告》（2021 年第 28 号）等相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5/c516859
0/content.html

全国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为正确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数字经济

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相关内容，结合审判实践，制定如下规定。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15851.html

提示：按住 CTRL 并点击链接进入网站页面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15851.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5/c516859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5/c5168590/cont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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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为进一步加强企业用工指导，落实“增强企业用工灵活性”要求，我们依据《劳动合同法》，

制定了《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简易劳动合同示范文本》和《签订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

限的劳动合同工作指引》，现予以公布，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选用参考。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

北京发布《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简易劳动合同示范文本》
及相关签订工作指引的公告
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地方篇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医

疗保障工作，进一步减轻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等

的缴费负担，有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经省、市

同意，现就我市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缴

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广州发布职工社会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费阶段性惠民政策
来源：广州市医疗保障局

http://www.gz.gov.cn/gzybj/gkmlpt/c
ontent/7/7741/post_7741529.html#14
462

本办法由上海市高校招生和就业工作联席会

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定并发布，评分

办法由毕业生要素和用人单位要素两部分组成，

联席会议每年根据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对非上海生

源应届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及市政府相关政策进行

必要的调整。2021 年标准分为 72 分。

2021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
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
来源：上海学生就业创业服务网

http://www.firstjob.shec.edu.cn/folde
r76/folder79/2021-08-02/5050.html

政策速递 | NEWS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108/t2021080
2_2453968.html

http://www.firstjob.shec.edu.cn/folder76/folder79/2021-08-02/5050.html
http://www.firstjob.shec.edu.cn/folder76/folder79/2021-08-02/5050.html
http://www.gz.gov.cn/gzybj/gkmlpt/content/7/7741/post_7741529.html
http://www.gz.gov.cn/gzybj/gkmlpt/content/7/7741/post_7741529.html
http://www.gz.gov.cn/gzybj/gkmlpt/content/7/7741/post_7741529.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108/t20210802_2453968.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108/t20210802_2453968.html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158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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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速递 | NEWS

根据《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31 号）、《关于继续贯

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2020〕29 号）、《关于落实粤港澳大

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深人社规〔2020〕4 号），制定深圳市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

才 2020 年纳税年度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报指南。

深圳市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 2020 年纳税年度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报指南
来源：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http://hrss.sz.gov.cn/tzgg/content/post_9041147.html

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职工工资状况，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审核，确定了我省 2021 年

企业工资指导线，企业职工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为 7%。

根据国务院及省政府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要求，企业工资指导线基数为 2020 年全国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97379 元；不再发布企业职工货币工资增长上线、下线。

2021 年山东企业工资指导线发布
来源：山东省人民政府

http://www.shandong.gov.cn/art/2021/8/2/art_1078
51_113586.html

http://www.shandong.gov.cn/art/2021/8/2/art_107851_113586.html
http://www.shandong.gov.cn/art/2021/8/2/art_107851_113586.html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15851.html
http://hrss.sz.gov.cn/tzgg/content/post_9041147.html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15851.html


6

养老金计发办法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满足领取养老

金条件的，按照规定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后，按月

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

养老金组成。

对于 1992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参保人员，在此基

础上，再发给过渡性养老金。

其中，个人账户养老金按照本人办理申领基本养老

金 手 续 时 个 人 账 户 储 存 额 除 以 国 家 规 定 的 计 发 月 数 确

定。计算公式为：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

计发月数。

这里就涉及到了“主角”——计发月数。击要

计发月数

根据国发〔2005〕38 号文件规定，计发月数根据职工

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

确定。该文件对参保人员退休时年龄对应的计发月数都做了

规定，从 40 周岁到 70 周岁都对应不同的计发月数。具体如

下表所示：

财务人员离职？财务负责人、办税员、
领票人信息变更操作看这里！

@财务负责人、办税员、领票人：

个人信息安全很重要，企业财会人员在离职交接工

作时，千万记得将自己的财务负责人、办税员、领票人

等身份信息及时变更，防范风险哦。如何在电子税务局

中便捷完成信息变更，快来了解一下！

登录电子税务局，点击中央“我要办税”...点击要

具体操作详情点击：

养老金计发月数是 139，我只能领 139
个月的养老金吗？

来源：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来源：上海税务

https://mp.weixin.qq.com/s/jXOjURe8Yux
-MP1qtPNV9A

实操指导 | GUIDE

说起养老金，经常提到“计发月数”这一概

念，比如 60 岁的计发月数是 139，70 岁的

计发月数是 56。56 也就是 4 年多，那之后

的养老金呢？谁来发？不会就没有了吧？

当然不会，养老金每月发放，发放终身（待

遇领取人员出现被判刑收监或失踪等特

殊情况的，暂时停止享受养老待遇）。当

个人账户全领取完后，由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继续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发放终身。

小企

https://mp.weixin.qq.com/s/jXOjURe8Yux-MP1qtPNV9A
https://mp.weixin.qq.com/s/jXOjURe8Yux-MP1qtPNV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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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非因工作原因受到伤

害的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规定，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

定为工伤，这就是所谓的“三工”。

“三工”中最核心的因素是“工作原因”，是构成工

伤的充分条件，“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更多的是证

明工作原因的辅助因素，同时也对工作原因起补强作用。

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

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

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则推定为工作原因，亦可认定为工伤。

当然，如果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员工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受到伤害并非因工作原因导致，则不能认定为工

伤。

2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不是履行工作职责受

到暴力伤害的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

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可认定为工伤，包括

两层含义，一层是指职工因履行工作职责，使某些人不合

理的或违法的目的没有达到，这些人出于报复而对该职工

进行的暴力人身伤害；另一层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职工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的意外伤害，诸如地震、厂

区失火、车间房屋倒塌以及由于单位其他设施不安全而造

成的伤害等。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强调的是受

到的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存在有因果关系。如果员工

因个人利益、个人私怨等原因受到暴力伤害，显然无法认

注意！以下 10 类伤亡不能认工伤
► 版权信息：劳动法库

热点聚焦 | FOCUS

定为工伤。

3 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的

因工外出期间一般包括以下情形：1、员工受用人单

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

有关的活动期间；2、员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

开会期间；3、员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

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

工伤，这里强调的是“工作原因”。

如果员工在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个人活动，则不能认

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此亦进行了明确，“职工因工

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

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

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 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但本人负主要责任

或全部责任的

上下班交通事故是工伤认定的常见类型，但并非所

有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都能认定为工伤，这里需

考虑员工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大小。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可认定为工伤，“非本人主要责任”

如何理解？具体是指“无责任”、“次要责任”、“同

等责任”。

若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结论为员工个人承担事

故的“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则不能认定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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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发生疾病，该疾病不属

于职业病，且发病距死亡时间超过 48 小时的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

同工伤。

“突发疾病”包括各类疾病，不要求与工作有关联。

实务中较为常见的病是心脏病、脑出血、心肌梗塞等突

发性疾病。“48 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

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

员工虽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发病（非职业

病），但 48 小时之后才死亡的，不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

只能按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处理。

6 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请假回家后再到

医院救治或死亡的不能视同工伤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法规司《关于如何理解<工伤保

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复函》认为，对条例第十

五条第（一）项视同工亡的理解和适用，应当严格按照

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径直送医院抢救等四

要件并重，具有同时性、连贯性来掌握，具体情形主要

包括：

1.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当场死亡；

2.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

急，直接送医院或医疗机构当场抢救并在 48 小时内死亡

等。至于其他情形，如虽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病或

者自感不适，但未送医院抢救而是回家休息，48 小时内

死亡的，不应视同工伤。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 3687 号裁定书

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

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上述条款主要是

针对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能坚持工作，

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情况而设定的。如果是在回

家之后再到医院救治或突发疾病死亡的，就不属于这一

条规定的适用范围。

本案中，张海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感到身体不

适，请假回家后卧床休息，至次日被家人发现、经抢救

无效死亡。虽然该不幸后果值得同情，但并不属于《工

伤保险条例》上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省人力社保厅作

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于法有据。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

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并无不当。

——《代秋燕、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和社会保

障行政管理(劳动、社会保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2017）最高法行申 3687 号

7 非因工作原因对遇险者实施救助导致伤亡又未

经有关部门认定为见义勇为的

《工伤保险条例》第 15 条第（二）项规定在抢险救

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视同工

伤，这里需注意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因工作原因对遇险者实施救

助导致伤亡的情形是否认定工伤问题的答复》（【2014】

行他字第 2 号）中意见如下：非因工作原因对遇险者实

施救助导致伤亡的，如未经有关部门认定为见义勇为，

似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考虑到请示所涉案件中张诗春舍

身救人的行为值得提倡，建议你院与下级法院协调当地

有关部门，尽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做好相关安抚工作，以

妥善化解争议。



9

热点聚焦 | FOCUS

8 故意犯罪导致伤亡的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职工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

故意犯罪的；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

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的社会影响恶劣，对国家、社会和公民的财产、

利益等损害较大，本着引导公民遵纪守法的精神，对于

故意犯罪的恶劣情形，法律设定了不利后果，将其排除

在工伤保险制度之外，不予认定工伤。

“故意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刑事侦查机关、检察

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结论性意见为依

据。需特别注意的是，过失犯罪导致的伤亡不影响工伤

认定，比如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

9 醉酒或者吸毒导致伤亡的

法律将因醉酒导致伤亡的情形排除在工伤认定的

范围之外，主要是考虑国家的一些法律规定禁止醉酒后

工作、醉酒后驾车等，因此，由于醉酒导致行为失去控

制而引发的各种事故不能作为工伤处理，这样规定也是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职工酒后工作，减少工伤事故的

发生。

对于醉酒标准，可以参照《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

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国家标准(GB19522-2004）。

这一标准规定：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 （等

于） 20 毫克／100 毫升、小于 80 毫克／100 毫升的

行为属于饮酒驾车，含量大于（等于） 80 毫克／100

毫升的行为属于醉酒驾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医

疗机构等有关单位依法出具的检测结论、诊断证明等材

料，可以作为认定醉酒的依据。

吸毒在医学上多称药物依赖和药物滥用，吸毒对人

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

和浪费，毒品交易活动加剧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扰乱

了社会治安，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威胁。相比醉酒，吸

毒在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社会危害性等方面，有过之而

无不及，借鉴国际公约相关规定，我国亦将吸毒排除工

伤认定范围之外。

10 自残或者自杀的

“自残”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伤害自己的身

体，井造成伤害结果的行为。

“自杀”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

行为。有的自残或者自杀是员工精神状态导致的，但也

有的不能排除是为了获得工伤待遇导致的，自残或者自

杀与工作没有必然联系，员工应对其主观故意承担责

任，因此，不能认定工伤。

实务中比较难做得到的是怎么证明员工是自残或

者自杀？毕竟不是人人都会留下遗书的，这个举证责任

在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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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码中企企游

具体商品详情和购买须知详见订单页面

在这里搜索你的吃和远方

1 豪华房度假套餐

上海东方绿舟宾馆 | ¥788/晚

内含豪华（双床）房*1 晚，2 大 1 小早餐*1 份（儿童仅限 1.3m
以下），特色农家菜套餐*1 份（入住当日 3 人份晚餐），特色渔
家火锅套餐*1 份（入住次日 3 人份午餐）。东方绿舟园区免费游
览（入住期间凭房卡入园区）。

地址：上海沪青平公路 7000 号（东方绿舟 2 号门）

企游天下 | TOUR

4 高级房两晚度假套餐

嘉兴阳光大酒店 | ¥699/2 晚

内含高级房*2 晚（大/双床任选），
2 大 1 小自助早餐*2 份（儿童仅限
1.2 米以下）。国庆：10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需加价￥100/间夜，加价
部分直接交付酒店。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中山东路 1628
号

2 静安寺大闸蟹自助晚宴

上海宏安瑞士大酒店 | ¥188/位

酒醉、香糟、避风塘、香辣 、咸蛋
黄...每日随机 5 种口味大闸蟹畅吃！
另有三文鱼、烤羊排、烤牛眼肉、生
蚝...海陆狂欢掀翻味蕾！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 1 号

3 夏小馆·夏宫中餐厅

上海静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 ¥398/4
位

坐拥 270°绚丽城景，食金陵片皮鸭
三吃、生滚状元鸭骨粥、豉汁小黄鱼、
翡翠炒鸭件、凉菜、招牌点心，本帮
&粤菜在舌尖互撩！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 12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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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人力上海总部

淮海中路 8 号兰生大厦 8 层

邮编：2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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