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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工资指导线来了！今年你工资涨了吗？

来源：中国新闻网

截至 11 月 8 日，全国已有 14 个省区市发布了 2021 年企业工资指导线。企业工资指导线，

是政府根据当年经济发展调控目标，向社会发布的年度工资增长水平的建议，由基准线、上线(又

称为预警线)和下线构成。

多地在 2021 年企业工资指导线通知中强调，着力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而企业和员工则

关心，这是强制要求给员工涨工资吗？涨幅必须达到指导线吗？

全

国

篇

1133 万人！城镇新增就业全年目标提前完成

来源：新华社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 至 10 月

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133 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10 月份青年人失业率为 14.2%，

连续三个月下降，青年人就业状况逐步改善，大学生就业入职逐步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

工规模基本稳定，脱贫劳动力务工总量持续增加，9 月底达到 3103 万人，超过去年规模。

此外，灵活就业发挥吸纳就业“蓄水池”作用更加显著。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加快发展，推动灵活就业人数不断提升。更具活力的新职业不断出现，

为就业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

http://www.gov.cn/xinwen/2021-11/16/content_5651330.htm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1/11-09/9605381.shtml

涉及约 8000 万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改革，到底改了什么？

来源：人民日报

专业技术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骨干和中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日前，

随着《关于深化实验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27 个职称系列的改革指导意

见全部出台，历时 5 年的职称制度改革重点任务已完成。

这是现行职称制度实施 30 多年来首次进行的全面系统改革，涉及约 8000 万专业技术人

才，到底改了什么？改革后，如何开展专业技术人才评价？评价标准、评审范围有无变化？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
w/202111/t20211115_427792.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111/t20211115_427792.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111/t20211115_427792.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1-11/16/content_5651330.htm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1/11-09/96053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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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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信用评价与修复有关事项的公告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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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 2021 年

“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推进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营

商环境，引导纳税人及时纠正违规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

善失信约束制度 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 号)等文件要求，现

就纳税信用评价与修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政策速递 | NEWS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0720/content.
html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关于
2021 年本市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待遇有关问题的通告

来源：北京市人社局

为保证本市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待遇平稳衔接，现就关于 2021 年养老保险待遇和工伤保险待

遇有关问题通告如下：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为北京自贸区引进毕业生赋权的通知

来源：北京市人社局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由部分重点功能区管理机构和区政府有关部门行使一

批市级行政权力等事项的决定》（京政发〔2021〕27 号）精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决

定，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朝阳区、海淀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

区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以下简称各承接主体）行使引进毕业生行政确认权力，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111/t20211119_2540727.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111/t20211104_2529094.html

地

方

篇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111/t20211119_2540727.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111/t20211104_2529094.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072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072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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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总工会发布三胎生育慰问标准

来源：上海市总工会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发展的决定》精神，落实“三孩”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工会组织服务职工的能力，切实关心关爱职工，

根据《上海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沪工总财﹝2018﹞96 号）文件精神，基层

工会使用工会经费做好第三胎生育慰问有关事项：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首次登录操作指导

来源：上海市社保中心

单位首次登录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需要安装协卡助手、浏览器控件。具

体使用须知、登录步骤如下：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

等事项的通知

来源：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等事项的

通知》（粤府函〔2021〕294 号）（下称《通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

部办公厅关于广东省调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的意见》（人社厅发

〔2021〕45 号），结合我省实际，现就 5 年过渡期待遇发放及清理地方性养老金项目的处

理意见通知如下：

https://mp.weixin.qq.com/s/q80_Yo87UVijUtC9z64l_g

http://hrss.gd.gov.cn/zcfg/content/post_366635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a5bIcikWiqTcoJ4B4wJLqQ

https://mp.weixin.qq.com/s/a5bIcikWiqTcoJ4B4wJLqQ
http://hrss.gd.gov.cn/zcfg/content/post_366635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q80_Yo87UVijUtC9z64l_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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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已上线！ @上海:身份证、社保卡、营业执照等
可实现电子亮证

来源：上海市社保中心职保处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务微信

实操指导 | GUIDE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数据丢失怎么办？

来源： 上海税务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是全国统一的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总门户，参保人可以通过访问国

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

(http://si.12333.gov.cn),或者下载“掌上

12333”手机 APP，注册登陆后体验相关服务。

目前，该平台已上线开通 9 类 33 项全国统

一的社保服务，可以查询个人社保权益记录、办

理社保关系转移、完成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申领失业保险待遇、测算养老金和失业金、查询

社保卡状态等，实现“跨省通办”。

启用新工作电脑，自然人电子税务局一片空

白，这怎么办？人员信息还能重新录入补救

一下，已申报的个税数据要怎么恢复？

遇到这种情况，只需实名办税人员在办税

服务厅窗口提前开通【扣缴端数据下载】

功能权限，就能在 72 小时内在自然人电

子税务局（扣缴端）下载个税数据！下面

就是操作步骤↓↓↓

https://mp.weixin.qq.com/s/iCHvbjaJOR
1qGCxDhur5aA

第一步：

打开“随申办”市民云 APP，在主页点击 “亮

证”选项。

第二步：

进入“亮证”界面后点击“添加证照”，在

各类证照列表中选择您需要的证照进行添加。

https://mp.weixin.qq.com/s/iCHvbjaJOR1qGCxDhur5aA
https://mp.weixin.qq.com/s/iCHvbjaJOR1qGCxDhur5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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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赵某系北京太穹酒店员工，住在公司宿舍。2019

年 11 月 17 日，赵某的夜班时间为 22:30-次日 7:00，

当日 22 时许，赵某从其所住的职工集体宿舍准备去上

班，行至宿舍门口时突然晕倒在地，后被同事发现送往

医院急救。

后经医院诊断为“1.脑出血恢复期（右侧基底节区）

左侧肢体偏瘫、左侧中枢性面瘫、构音障碍 2.高血压 3

级极高危 3.2 型糖尿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 4.高血脂症

5.陈旧性脑梗死 6.轻度贫血”。经治疗后，赵某处于康

复阶段。

2020 年 9 月 18 日，海淀区人保局受理公司提交

工伤认定申请。人保局认为，赵某同志于 2019 年 11

月 17 日所受到的伤害，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故

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视同工伤的情

形，现决定不予视同工伤。

赵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

伤害的。该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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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中，赵某于 2019 年 11 月 17 日 22 时许突发

疾病，经就医治疗后目前处于康复阶段，不符合《工伤

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认定工伤中职工受到事故伤害的

准备上班时突然晕倒在宿舍门口，能否认定为工伤？
► 来源：劳动法库

热点聚焦 | FOCUS

情形，亦不符合该条例第十五条视同工伤中职工因突发

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

综上，人保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

赵某主张因宿舍地面有水造成其滑倒，应予认定为

工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北医三院的诊断证明

书及住院志，赵某系因突发头痛导致摔倒，其头部无外

伤情况；且在人保局向其询问及其自述事发经过的过程

中，赵某均未提及因地面有水导致滑倒等受到事故伤害

的相关陈述。故，赵某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

依据，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驳回赵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赵

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赵某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

险条例》第十四条或者第十五条应当认定工伤的条件。

人保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因此，一审法

院判决驳回赵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

综上，二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案号：(2021)京 01 行终 392 号（当事人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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