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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 月 27 日！全国多地产假一览表出炉

来源：中工网

近日，北京、上海、浙江和重庆全国多地宣布修改计划生育条例，大部分省份将生育假由过

去的 30 天延长到了 60 天。根据各地最新法规内容（截至 11 月 27 日），一份全国多地产假一

览表最新出炉！

全

国

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 2021 年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来源：人社部

经国务院同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公布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 年版）》。

2021 年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共计 72 项职业资格。其中，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59 项，

含准入类 33 项，水平评价类 26 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 13 项。目录中准入类职业资格关系

公共利益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均有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

定作为依据；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社会通用性，技术技能要求较高，行

业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确实需要。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
w/202112/t20211202_429340.html

http://www.workercn.cn/34055/202111/28/211128082343580.shtml

政策速递 | NEWS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112/t20211202_429340.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112/t20211202_429340.html
http://www.workercn.cn/34055/202111/28/211128082343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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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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调工伤人员生活护理费！最高 5267 元

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保障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伤人员的基本生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经市政府

批准，决定对因工致残一至四级工伤人员的生活护理费进行调整。现就有关问题通告如下：

政策速递 | NEWS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111/t20211125_2545053.html

技能人才平均工资突破 12 万元！上海市发布企业技能人才市场工资价位通告

来源：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本市技能人才平均工资为 12.79 万元，突破 12 万元。技能等级越高，工资也越高。

其中，电燃气水生产供应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的技能人才工资较高。

据了解，企业技能人才市场工资价位数据来源于国家人社部统一部署开展的企业薪酬调查。

今年，本市共调查企业 3037 户。调查对象为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在生产服务一线岗位工作、

2019 年全年正常出勤的技能人才，包括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和初级工（其中高级

技师、技师和高级工为高技能人才）17.5 万人。工资价位数据为 2019 年取得的全部工资性收入，

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工资等。将每个技能人才的工资水平从高到低排序，

处于 90%位置的为高位数，50%位置的为中位数，10%位置的为低位数。具体情况如下：

@上海五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就业的本市应届研究生符合基本条件可直接落户

来源：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为贯彻本市相关会议精神，推进本市高质量人才高地建设，加大吸引人才支持力度，特

别是支持“五个新城”建设招揽人才。经上海市高校招生和就业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开

放第二批 2021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落户受理工作，并试点在五个新

城和自贸区新片区就业的本市应届研究生毕业生符合基本条件可直接落户的政策。受理时间

为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工作日）。

http://rsj.sh.gov.cn/tsj_17090/20201202/t0035_1396555.html

地

方

篇

https://mp.weixin.qq.com/s/OvRBj57tg6Z_0kddCRpHEg

http://rsj.sh.gov.cn/tsj_17090/20201202/t0035_139655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OvRBj57tg6Z_0kddCRpHEg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111/t20211125_2545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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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上海市职称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

来源：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职称评审程序，加强职称评审管理，保证职称评审质量，客观科学公

正评价专业技术人才，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上海市职称评审管理办法》，本办法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止。管理办法共八章四十七条，主要内

容包括：

广东省 12 月 1 日起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来源：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日前，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决定从今年 12 月 1 日

起调整提高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将更好发挥最低工资标准的

保障作用，进一步提高低收入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高质量发展和

共同富裕。

http://hrss.gd.gov.cn/zwgk/xxgkml/gzdt/content/post_3678417.html

https://rsj.sh.gov.cn/trsrc_17730/20211203/t0035_1404189.html

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表

https://rsj.sh.gov.cn/trsrc_17730/20211203/t0035_1404189.html
http://hrss.gd.gov.cn/zwgk/xxgkml/gzdt/content/post_36784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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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开始确认 发票领用（专业配送）领票人如何选择?

来源：上海税务来源：个人所得税 APP、人民网

实操指导 | GUIDE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涉及子女教育、继

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

赡养老人等六项，需要纳税人每年提交一次。具

体怎么操作呢？请收下这份攻略。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1
206/c1004-32300822.html

其实要想在专业配送中选择到领票人，只在

购票人变更模块添加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满足以

下几点：

1. 领票人是“办税人员实名信息采集”、“办税

人员维护”模块维护过的已通过实名验证的办税

人员；

2. 领票人在“办税人员实名信息采集”或“办

税人员维护”模块有“办理发票业务”权限；

3. 领票人在“发票票种核定购票人变更”模块

内已成功添加购票人。

满足了这三点领票人信息才能在发票领用模

块显示，接下来就带大家了解一下操作步骤：

1. 办税人员实名信息采集/办税人员维护

2. 办税人员权限维护

3. 发票票种核定购票人变更

具体详细操作如下：https://mp.weixin.qq.com/s/_AV1BhnwJ
3h7CzsMY9sh2g

各位办税人员，在办理发票领用（专业配

送）时是否遇到过“购票人信息”是空的，

领票人也没办法选择的情况呢？明明已

经检查过发票票种核定购票人变更，也有

购票员信息了，怎么到发票领用就是没有

人员可以选择呢？

年终奖纳税方式自 2022 年起将调整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
10755/c3978994/content.html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符合《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

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5〕9 号）规定的，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

入除以 12 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本通知所附按

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以下简称月度税率

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

税。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也可以选择

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居民个人取得全年

一次性奖金，应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缴纳个人

所得税。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1206/c1004-32300822.html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1206/c1004-32300822.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978994/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978994/content.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AV1BhnwJ3h7CzsMY9sh2g
https://mp.weixin.qq.com/s/_AV1BhnwJ3h7CzsMY9sh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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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王小贞系上海斯赫公司员工，2002 年 10 月 14 日

入职。

2018 年下半年以来，王小贞因拒绝参加公司安排

的培训、私自对客户报低价、私自安排外协转换公司产

品被公司严重警告 3 次。2019 年 1 月 14 日，公司依

据《员工手册》向王小贞出具《警告和解聘函》，以王

小贞收到 3 份严重警告处分为由，决定当日起解除与王

小贞的劳动合同。

王小贞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仲裁委裁决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609624 元。公司不服，提起诉讼。

一审判决：《员工手册》未履行民主程序和告知程序，

解除违法，需支付赔偿金 760377.75 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公司是否违法解

除与王小贞的劳动合同。公司在《警告和解聘函》已明

确告知王小贞解除理由，故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公司解除

王小贞劳动合同的理由并进行审查。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过程中，首先

应在程序上告知劳动者有关公司的规章制度，其次才能

在实体上依据该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管理。而规章制

度的制定和适用也应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在制定时应履

行民主程序，在制定后也应履行告知程序。在未履行相

应民主程序的基础上，用人单位以公司的单方规定对劳

动者做出任何决定，均不符合程序正义，该决定也失去

意义。

本案中，公司虽提供了《员工手册》，也按照该《员

工手册》的规定对王小贞做出了相关惩处，但公司未提

《员工手册》出现漏洞,公司被判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 来源：劳动法库

热点聚焦 | FOCUS

供证据证明该《员工手册》已经过民主程序，亦未提供

证据证明该《员工手册》已送达过王小贞，故公司以王

小贞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规章制度为由对其解除劳

动合同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

而本案王小贞在平时的工作中存在多处瑕疵，应引

以为戒，在今后的工作中恪尽职守。

综上，公司应支付王小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 760377.75 元。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解雇理由一经确定后，即处于静止状态，不

得另行增加解雇理由

二审期间，公司提供新的证据，以证明王小贞任职

期间在外开办公司，经营同类业务，违反了竞业禁止、

忠诚义务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可依据劳动合同相应条款

及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解除劳动关系。

二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

属于企业自治范畴，但因用人单位往往以利润最大化为

最终目标，故在各方面节约成本、扩大交易空间为其必

然举措，而劳动者处于受雇者地位，本身势单力薄，维

权意识低，又受制于经济因素，因而在面对用人单位制

定或变更规章制度时难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因此，《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在制定、修改或

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

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时，

应当经职员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本案中，公司出具《警告和解聘函》，以王小贞收

到 3 份严重警告处分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一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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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解释称《员工手册》对违纪行为的处分有四档，王

小贞存在两次 B 类处分构成一次 C 类处分，两次 C 类

处分构成一次 D 类处分，因此解除与王小贞的劳动关

系。可见，公司系依据《员工手册》相关规定解除与王

小贞的劳动关系，故应审查《员工手册》是否可作为本

案解除的制度依据。

本院认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员工手册》经过民

主程序制定，其虽于一审提供纸质版《员工手册》放置

于公告栏内的照片，表示员工可自行翻阅，但无法出示

该照片的原始载体，无法显示拍摄时间等，王小贞对此

亦不予认可，故本院难以采信公司关于《员工手册》已

经过公示或送达王小贞的主张。

公司于二审中主张，其解除与王小贞的劳动关系的

依据不仅有《员工手册》，还有劳动合同、公司其他规

章制度及劳动法律相关规定。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据以解雇劳动者的解雇理由一

经确定后，由劳动者违纪引发的争议即处于静止状态，

公司在已经作出解除理由的情况下再以王小贞在外开

办公司经营同类业务为由，再行增加解除理由，缺乏依

据，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员工手册》无法成为公司解除的制度依据，

公司的解除行为程序违法在先，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对于王小贞而言，本案处理结果不代表对其相应行

为的认可，王小贞应反省自身，从本案处理中吸取教训，

恪尽职守。

二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司不服，

向上海高院申请再审。

高院裁定：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员工手册》经过民主程

序及公示，解除违法。公司不能随意于事后增加解除事

由

高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公司出具《警告和解聘函》，

以王小贞收到 3 份严重警告处分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

系。根据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的解释，3 份严重警告处分

的依据系来源于《员工手册》对违纪行为的相关规定。

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制定的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

劳动规章制度，应当经职员代表大会讨论或全体职工讨

论，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且应当以公示

或送达的方式告知员工。

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员工手册》经过上述程序制

定以及经过公示或送达给王小贞，原审认定《员工手册》

无法成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制度依据，故解除行为违

法，该认定未有不当。

公司在一、二审中又提出其解除劳动关系还基于王

小贞具有在外开办公司经营同类业务等违反竞业禁止、

忠诚义务和诚实信用的行为，考虑到用人单位据以解除

劳动关系的事由，一经作出并确定后，该劳动争议即围

绕该事由是否合法正当展开，不能随意于事后增加解除

事由以说明当时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性，据此原审认定

公司再行增加的解除理由，缺乏依据，该认定合法有据。

综上，高院裁定如下：驳回公司的再审申请。

案号：(2021)沪民申 260 号（当事人系化名）

热点聚焦 |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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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人力广州分部

天河区华穗路 406 号之二 908 室

邮编：510623

电话：020-38092120

传真：020-38092121

http://www.hr-channel.com
全国热线：4000 666 180
邮箱: shanghai@hr-channel.com

中企人力上海总部

淮海中路 8 号兰生大厦 8 层

邮编：200021

电话：021-63191616

传真：021-64151122

中企人力北京分部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三里屯 SOHO 写字楼 A 座 1805

邮编：100027

电话：010-65872600/85950114

微信扫码二维码

了解更多服务方案

http://www.hr-chann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