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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国民经济持续恢复 发展预期目标较好完成

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1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等多重考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加强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发展，改革开

放创新深入推进，民生保障有力有效，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全

国

篇

关于明确 2022 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

办事处：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1274
/content.html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1/t20220117_1826436.html

政策速递 | NEWS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6320903

2022 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确定：948240 元！

截图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2 年 1 月 17 日上午 10 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22 年度一次性工亡

补助金标准调整为: 47412×20=9482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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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1/t20220117_1826436.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1274/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1274/content.html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632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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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大北京市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

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为进一步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鼓励登记失业就业困难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经商市财政

局同意，现就扩大本市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关于优化上海市企业纳税缴费“一件事” 做好“五险一金”缴费工资合并申报有关
工作的通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各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各税务分局、上海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心、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各参保单位：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为进一步优化上海市

税收营商环境，提升企业纳税缴费便利度，现就上海市优化企业纳税缴费“一件事”，做好

“五险一金”缴费工资合并申报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nsfw/202201/t461628.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201/t20220114_2591450.html

https://rsj.sh.gov.cn/tshbx_17729/20220117/t0035_1405161.html

关于 2022 年上海市“元旦、春节”期间对家庭生活困难的失业人员发放一次性补
助的通知

来源：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各地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就业促进中心：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指示精神，提高困难群体的民生保障待遇

水平，现就 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对家庭生活困难的登记失业人员发放一次性节日补助

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政策速递 | NEWS

地

方

篇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nsfw/202201/t461628.html
https://rsj.sh.gov.cn/tshbx_17729/20220117/t0035_1405161.html
https://rsj.sh.gov.cn/tshbx_17729/20220117/t0035_1405161.html
https://rsj.sh.gov.cn/tshbx_17729/20220117/t0035_1405161.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201/t20220114_2591450.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201/t20220114_2591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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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个人免缴条件的通知

来源：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

根据《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期公布的深

圳市 2022 年最低工资标准，现就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免缴条件通知如下：

http://zjj.sz.gov.cn/ztfw/zfgjj/tzgg/content/post_9483635.html

政策速递 | NEWS

http://zjj.sz.gov.cn/ztfw/zfgjj/tzgg/content/post_9483635.html
http://zjj.sz.gov.cn/ztfw/zfgjj/tzgg/content/post_94836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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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上线，
异地转移接续“一键办”

港澳居民在上海如何参保缴费？

来源：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来源：上海公积金

实操指导 | GUIDE

公积金转移接续

新增线上办理渠道啦~

职工可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

小程序办理转移接续业务

https://mp.weixin.qq.com/s/1Qpl4wEMv
oqm5-1HC9B3_A

https://mp.weixin.qq.com/s/5qait5ijVGB
ybjmyJrfnMQ

港澳居民本市参保，这些你需要知

道。

https://mp.weixin.qq.com/s/1Qpl4wEMvoqm5-1HC9B3_A
https://mp.weixin.qq.com/s/1Qpl4wEMvoqm5-1HC9B3_A
https://mp.weixin.qq.com/s/5qait5ijVGBybjmyJrfnMQ
https://mp.weixin.qq.com/s/5qait5ijVGBybjmyJrfn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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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是常见的劳动争

议案由。为避免此类争议，用人单位在用工实践中，应

注意以下几种情形——

情形一

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事实依据

第一，用人单位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依据不存

在。比如，用人单位以发现员工名下有一家经营范围与

单位相同的公司为由，认定员工严重违反公司关于竞业

禁止的相关规定而解除劳动合同。但如果员工的这家公

司并未实际运营，就不能仅凭工商注册而认定员工违反

了竞业禁止规定。

用人单位恶意制造员工违纪的假象以解除劳动合

同，也属于没有事实依据。比如，用人单位告知某员工

可以休一个月的带薪假找新工作，该员工因此连续 3

天未出勤，用人单位立即以其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这也属于用人单位违法。

因为，旷工是劳动者在有过错的主观意识指导下实

施的“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勤”的客观行为。这个案例中，

用人单位存在恶意引导行为，故不能仅以劳动者缺勤的

客观表现就认定有旷工事实。

第二，因规章制度对某些概念的定义模糊等原因，

劳动关系双方对事实性质的理解存在歧义，可能造成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

比如，某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员工在公众场合殴打

他人，公司将解除劳动合同。如果一名员工在公众场合

因为口角而用力拍了一下同事胳膊，公司认定这一行为

属于“殴打他人”而解除劳动合同，就可能因其对“殴

打”的定义没有信服力而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单位这样解除劳动合同，违法！
►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 作者：马潇 陕西其源律师事务所

热点聚焦 | FOCUS

第三，用人单位没有证据证实员工存在可被解聘的

事实。比如，某员工连续迟到 5 次，按规章制度应解除

劳动合同，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没有及时固定证据，导

致单位无法证明员工确实违反了规章制度。在此情形下

用人单位解聘员工，就可能因无法举证被认定为违法。

情形二

错误适用法条或规章制度

第一，如果员工的确存在过错，但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合同适用的法律条款错误或适用的规章制度条款错

误，都可能引起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争议。

比如，员工不能胜任工作，应依据《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条处理，但单位却以员工不能胜任工作属于严重

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聘，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再比如，用人单位解聘依据的是规章制度第十条，

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上写的却是依据第二十条，就属于

依据的规章制度错误。但对于这种情况，要考虑员工是

否确实存在严重过错，不能仅因一点形式瑕疵而否认单

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

第二，如果规章制度的内容违法或严重不合情理、

未经民主程序或未向员工公示或告知，用人单位根据这

样的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就会被认定为违法。

比如，用人单位规定员工必须服从领导，否则辞退。

但若员工面临危险作业的指令，可依法拒绝，单位因此

解除劳动合同显然是违法的。

还有一种情形是，员工有严重过错，公司解除劳动

合同时却没有对应的规章制度可以适用，是否会构成违

法呢？笔者认为，即使没有规章制度，员工也应善意、

诚信、充分地履行劳动合同，否则，单位可以合法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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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 FOCUS

但是，如确无规章制度，则单位只能在员工存在非

常明显、严重的过错时，方可解除劳动合同。比如，用

人单位对旷工的处理无规定，员工旷工一天，不好判断

是否严重违纪；但若其连续旷工 15 天，一般来说，可

认定为严重违纪。

情形三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解除劳动合

同，显然是违法的。比如，《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

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

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

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三期”女员工劳动合同，就

违反了上述强制性规定。

情形四

解除程序违法

这一违法解除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形：

未通知工会。根据法律规定，有工会的单位，与员

工解除劳动合同应通知工会；未通知的，应在员工起诉

前补正。对于无工会的单位，建议征求职工代表的意见。

在员工无过错时，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未履行相

应程序义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因员

工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解除劳动

合同，用人单位要证明其不能从事原工作，由单位另行

安排工作后也不能从事新工作；员工不能胜任工作的，

用人单位要先培训或调整岗位，对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才能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用人单位要先

与员工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一致的，才能解

除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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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搜索你的吃和远方

上海国展宝龙丽筠酒店 | ¥399/套

在江浙沪严峻的疫情下，外带年夜饭无疑是另一种新晋热门选择！它
是一个帮你解决年夜饭做饭难题的福利：全家福、香蹄、八宝鸭、大
黄鱼......海陆荟萃，精心出品八大菜品！加热即享一大桌豪华酒店出品
丰富年夜饭！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新府中路 1550 号

1 外带虎年贺喜八大碗年夜饭

上海浦东临港开元大酒|¥2988/10
人

贴心推出 10 人/6 人/4 人团圆宴，
满足不同家庭需求！ 送客房，全家
一起和和美美过新年！每个菜单都
匠心出品，云集海陆空佳肴，样样
精美，全家吃得美味又安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南芦
公路 888 号

2 年夜饭外带礼盒

锦江都城经典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外滩
新城饭店 | ￥2299 起/8-10 人

这家充满华丽质感的“外滩小和平”
奉上买房送餐钜惠，菜单豪如其名—
— 龙虎奔腾套餐 + 帝王将“蟹”套
餐！丰盛 10 人宴+风雅商务房 3 间+
自助早餐，8 道精美冷碟+13 道海陆
饕餮，海鲜硬货领衔，贵价尖货云集！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江西中路 180 号

4 10 人团聚宴

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 | ￥1688 起
/8-10 位

既要满足大家族欢乐聚餐又要考虑
防疫，选择外带年夜饭不失为一种两
全其美的方式！菜单由酒店鲜筵&锦
筵两大名餐厅主厨联合打造，专属定
制礼盒高级感满满， 14 道菜品海陆
云集，自用/送礼都很赞！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 250 号

3 年夜饭套餐

企游天下 |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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