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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减税降费政策操作指南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退税减税降费政策操作指南（一）~（十二）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5810
/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75898/content.html

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的公告

来源：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为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现将扩大全额退

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有关政策公告如下：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5763
/content.html

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在落实特困行业

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以下称三项社保费）政策的基础

上，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扩大政策实施范围、延长缓缴期限等问题通知如下：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5763/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5763/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75898/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581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581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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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以下

简称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202205/t20
220526_450148.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
w/202206/P020220607329175265728.pdf

2021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面对 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诸多

风险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贯彻落

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署， 开拓创新、拼搏进取，扎

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推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实现了“十

四五” 良好开局。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206/P020220607329175265728.pdf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206/P020220607329175265728.pdf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202205/t20220526_450148.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202205/t20220526_4501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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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就业，发补贴！上海市人社局推一系列政策措施！

来源：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助力复工复产实施人才特殊支持举措的通知

 上海市出台两项稳就业补贴政策

 上海市拓宽职业技能提升补贴受益范围

北京：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办法的通告

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2〕31 号）精神，现就扩大阶段性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

（以下简称三项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办法通告如下：

减费让利护复工！上海市、区级经济恢复和重振政策措施汇总（截止 6 月 7 日）

来源：中企人力

为更加有力、更加高效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经济

恢复和重振攻坚战，上海市政府研究制定了《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涉及

八个方面，50 条措施。

https://mp.weixin.qq.com/s/NFDqVj0UfMYBlJKvZxo-Wg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206/t20220602_2728257.html

政策速递 | NEWS

地

方

篇

https://rsj.sh.gov.cn/trsrc_17739/20220607/t0035_1407296.html

https://rsj.sh.gov.cn/tsj_17090/20220606/t0035_1407281.html

https://rsj.sh.gov.cn/tjypx_17728/20220606/t0035_1407258.html

https://rsj.sh.gov.cn/tjypx_17728/20220606/t0035_1407258.html
https://rsj.sh.gov.cn/tsj_17090/20220606/t0035_140728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NFDqVj0UfMYBlJKvZxo-Wg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206/t20220602_27282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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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市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

来源：上海住房公积金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

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建金〔2022〕45 号）以及本市加快经济恢复和

重振工作要求，现就本市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https://www.shgjj.com/html/zyxw/209320.html

政策速递 | NEWS

一图解读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三版）

来源：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根据本市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的要求，为加快全面复工复产，指导工业企业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第一版、第二版的基础上，修订形成了《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

情防控指引（第三版）》。为方便企业了解，制作了指引要点一图解，快来看看要点图解和

全文吧。

http://sheitc.sh.gov.cn/zxxx/20220531/41c45f28f8524ea2a2c9b77c95a0cb4
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RWZE1w1UL7kvfRtkvDv4SQ

上海企业年报延期至 9 月 30 日

来源：上海发布

为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支持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复工复产复市，经

市政府同意，市场监管、商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统计、海关、外汇六部门制定政策，2021

年度企业年度报告延期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https://mp.weixin.qq.com/s/RWZE1w1UL7kvfRtkvDv4SQ
http://sheitc.sh.gov.cn/zxxx/20220531/41c45f28f8524ea2a2c9b77c95a0cb46.html
http://sheitc.sh.gov.cn/zxxx/20220531/41c45f28f8524ea2a2c9b77c95a0cb46.html
https://www.shgjj.com/html/zyxw/2093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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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本月征期延长至 6 月 30 日

来源：上海税务

按月、按季申报的纳税人，本市 2022 年 4、5、6 月份申报纳税期限延长至 6 月 30 日。

https://mp.weixin.qq.com/s/Bj79A4UO0UQmlEj0lLK_qA

政策速递 | NEWS

上海：多重保障升级，“沪惠保”2022 版正式上线！
来源：中企人力

好消息！2022 版 “沪惠保”今天正式开售！始于 2021 年的“沪惠保”，作为由政府指

导、上海专属的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受到了广大上海市民的青睐。从“沪惠保”

官方数据显示，去年总参保人数超 739 万。这对于 2021 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约 1900 万的上

海来说，意味着不到 3 个上海人中就有 1 人投保了“沪惠保”。

今年，保费上涨 14 元，保障责任也有所升级，新市民也可参保，快来为自己和家人保驾

护航吧！

https://mp.weixin.qq.com/s/TvrdN__LwDjJVl9fHYPyPA

http://hrss.sz.gov.cn/xxgk/zcfgjjd/zcfg/shbx/content/post_9793811.html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工伤预防项目初评标准（试行）》
和《深圳市工伤预防项目评审标准（试行）》的通知

来源：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完善工伤预防标准体系，

健全工伤预防项目管理制度，根据《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规〔2017〕13

号）、《关于工伤预防项目实施的暂行办法》（粤人社规〔2018〕6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

实际，制定《深圳市工伤预防项目初评标准（试行）》和《深圳市工伤预防项目评审标准（试

行）》，适用于本市相关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等社会组织申报的工伤预防项目的初评和评

审，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本通知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试行，有效期 2 年。

http://hrss.sz.gov.cn/xxgk/zcfgjjd/zcfg/shbx/content/post_979381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TvrdN__LwDjJVl9fHYPyPA
https://mp.weixin.qq.com/s/Bj79A4UO0UQmlEj0lLK_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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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年度汇算中可退税的纳税人，个税 APP
操作流程来啦，专项附加扣除热点 17 问请收好！

上海：“企业职工退工和停止缴费登记”功能，
新鲜出炉！

来源：上海税务

实操指导 | GUIDE

为进一步优化本市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恢复

市场活力，按照“数字人社”转型升级的工作目

标，自 2022 年 6 月 6 日起，在“一网通办”平

台、“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

同步开通“企业职工退工和停止缴费登记”办事

功能，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办理。https://mp.weixin.qq.com/s/bFknk3y
VvGZWkC19naSt4Q

https://mp.weixin.qq.com/s/aLosO4vF7Cfc
2_ZHHuPvsg

来源：上海社保

2021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正在进行中，申报时间为今年 3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您申报了吗？如遇退税情形该如何

处理？今天，退税操作小贴士来啦，一起了解

一下吧。

小编为大家梳理了一些关于办理个税年

度汇算中专项附加扣除填报的热点问答，希望

能帮助大家正确理解政策，准确填报专项附加

扣除。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问答吧。

https://mp.weixin.qq.com/s/wHVg1t
BHOeBQ29P_ZkrxSQ

https://mp.weixin.qq.com/s/bFknk3yVvGZWkC19naSt4Q
https://mp.weixin.qq.com/s/bFknk3yVvGZWkC19naSt4Q
https://mp.weixin.qq.com/s/aLosO4vF7Cfc2_ZHHuPvsg
https://mp.weixin.qq.com/s/aLosO4vF7Cfc2_ZHHuPvsg
https://mp.weixin.qq.com/s/wHVg1tBHOeBQ29P_ZkrxSQ
https://mp.weixin.qq.com/s/wHVg1tBHOeBQ29P_Zkrx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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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海市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中企法务部围绕

当前企业复工复产相关热点法律问题进行梳理研究，为

您整理了关于复工期间息息相关的十个常见问题及解

答，一起来看看吧！

Q1：复工期间，有员工出现健康状况异常该如何处理？

答：公司应当第一时间向所在区疾控中心报告，并为异

常人员安排临时隔离区，做好消杀工作，保证该员工不

予其他员工在同一空间接触，其他员工暂不可离开公

司，待疾控中心进一步安排。

Q2：复工期间因防疫措施员工被 24 小时封控在公司，

是否有加班费或特殊福利？

答：除非员工被封控在公司期间公司安排员工加班，否

则滞留在公司超过应出勤时间的其他时间不能视为加

班，公司无需支付加班费；对于特殊福利，目前尚未对

该类福利有硬性的规定，公司可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及员

工实际工作情况与员工协商相关待遇。

Q3：核酸检测结果迟迟未出，影响员工出勤了怎么办？

答：鉴于常态化核酸政策尚在实行之初，受核酸检测点

分布、核酸检测机构体量等各方面原因，可能会有部分

员工遇到无法及时出示 72 小时内有效核酸结果而导致

影响出勤的情况，员工应及时向公司报备情况，公司在

了解情况后可以采取灵活措施，如可安排暂时受影响的

员工在等待核酸结果的过程中仍暂时居家办公或远程

办公等。

关于复工复产法律问题的十问十答
► 来源：中企人力

►

热点聚焦 | FOCUS

Q4：公司复工后，仍有员工住所被封控，导致依然无法

复工，该怎么办？

答：公司可以对员工进行分类管理，按目前的政策，对

于能够通勤并能够提供 72 小时内有效核酸结果的员工，

则安排正常出勤；对于仍受防疫措施影响无法通勤的员

工，可以要求员工提供相应文件、通知，可依然采取居

家办公或优先安排法定年休假或福利年假等，无论哪种

安排，仍需按照之前封控期间规定的相关工资支付政策

执行。

Q5：复工了，公司能否能要求之前在封控期间无法安排

居家办工的员工补回工时？

答：除了实行综合工时制的岗位，在一个综合计算工时

周期内，公司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统筹安排工时外，

其他情况公司原则上不能安排员工补回之前的工时，如

公司需要加赶业务进度，复工后安排员工加班的，需要

按照加班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Q6：员工解封了，但公司办公场所仍在封控中，员工是

否能主张公司未提供劳动条件？

答：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公司办公区域封闭无法向员

工开放是客观原因，是公司配合防疫措施的结果，而非

公司自主决定封闭场所导致员工无法正常出勤办公，员

工不能将该种情况视为公司未向其提供劳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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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公司复工后，在封控之前接受 offer 的人员仍无法报到，公司是否可以撤销 offer？

答：如该人员依然是受防疫措施影响而无法报到并入职的，公司可以与该人员就入职事宜进行协商，但不

能因此单方撤销 offer。offer 是一种要约，明确接受后构成承诺，产生法律约束力，受防疫措施影响在公

司复工后仍无法报到不能归责于个人，公司单方撤销 offer 将面临缔约过失责任。

Q8：拟录用人员在封控期间曾确诊，公司是否可以不予录用？

答：无论是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还是无症状感染的，都应享有平等就业权，公司不得以曾确诊为由拒绝

录用，如公司因此拒绝录用的，此类人员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承担民事侵权等法律责任。

Q9：试用期员工在封控期间试用期满，但实际公司并未安排其居家办公无法考量其工作表现，复工后是否

可以延长试用期？

答：受疫情影响，员工在试用期内无法向公司正常提供劳动的，经公司与员工协商，可以适当延长试用期，

但延长的时间不能超过员工被封控的时间。

Q10：公司办公场所附近有封控区域，员工是否能以担心感染为由拒绝复工？

答：如果公司办公场所已解封，处于正常复工状态，员工应当服从公司的复工安排，不能仅因附近有封控

区域而拒绝返岗，除非所需完成的工作内容涉及需进入封控区域内，否则员工不得拒绝公司的正常复工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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