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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英国、日本、西班牙、新西兰等多国调整赴华签证政策

来源：中企人力

近日，随着疫情趋稳，多个中国驻外使馆发布官方通知，放宽了外国人赴华签证的要求，

中企人力为您整理如下：

政策速递 | NEWS

全

国

篇

看看能领多少！多地公布高温津贴发放标准

来源：劳动报、新闻晨报

上海中心气象台 2022 年 06 月 26 日 12 时 00 分再次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中心城区、嘉定、闵行、青浦、松江、浦东和宝山等地当天的最高

气温将超过 35℃。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

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应当向劳

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https://mp.weixin.qq.com/s/Bf6TdwteJ7zex8vd_ccHqw

https://mp.weixin.qq.com/s/MAatnysiP8jh7vKJ0iOhwg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7050
/content.html

国家医保局等四部门关于阶段性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的通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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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障基本民生，助力企业纾困解难，经国务

院同意，现就阶段性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单位缴费有关工作通知如

下。

https://mp.weixin.qq.com/s/MAatnysiP8jh7vKJ0iOhwg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705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77050/content.html
https://mp.weixin.qq.com/s/Bf6TdwteJ7zex8vd_ccH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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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正式执行！税务“全电子发票”来了！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上海税务局、江苏税务局、财经第一教室等

“全电发票”来了！6 月 21 日起正式执行！

https://mp.weixin.qq.com/s/yW4je-LbPbxcVdwPcFxlNQ

http://www.gov.cn/xinwen/2022-07/04/content_5699098.htm

2022 下半年，这些好消息不要错过！

来源：中国政府网

不知不觉，2022 年已经过去一半!下半年，又将有一批政策要实施。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

税额政策行业范围扩大、小型非营运二手车迁入限制全面取消.....看看哪些关系到你的生活?

http://www.gov.cn/xinwen/2022-07/04/content_5699098.htm
https://mp.weixin.qq.com/s/yW4je-LbPbxcVdwPcFxl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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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宣：2022 上海社保、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比例和月缴存额上下限

来源：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上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关于本市 2022 年度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的通告

 关于 2022 年度上海市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比例以及月缴存额上下限的通知

2022 年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不调整，月最低工资继续为 2590 元

来源：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本市经济社会的影响，经市劳动关系三方共同研究，2022 年本市

最低工资标准不调整，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继续为 2590 元，适用于非

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继续为 23 元。

关于北京市用人单位招用毕业年度本市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扩岗补助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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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财政审计局，各有

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方案》文件精神，进一

步促进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对用人单位招用毕业年度本市高校毕业生，符合条件的给予一

次性扩岗补助。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https://mp.weixin.qq.com/s/O24ZC7wVBG0OFSB03PAntg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206/t20220630_2756322.html

政策速递 | NEWS

地

方

篇

https://mp.weixin.qq.com/s/K4DZEHJK9cBm1XoG11Dl2g

https://www.shgjj.com/html/xxgk/zcfg/gjjgwhgjjzx/albpl/jc/20972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K4DZEHJK9cBm1XoG11Dl2g
https://mp.weixin.qq.com/s/O24ZC7wVBG0OFSB03PAntg
https://www.shgjj.com/html/xxgk/zcfg/gjjgwhgjjzx/albpl/jc/209728.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206/t20220630_27563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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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起，上海市启动组建医保家庭共济网，一张图读懂办理流程（附问答）

来源：市医保局、上海发布

上海市医保局介绍，为落实国家和市相关要求，7 月起，上海市正式启动医保家庭共济组

网。个人账户家庭共济使用，是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结余资金，从仅限职工本人使用，

拓展到可以给配偶、父母及子女等家庭成员共济使用。上海市历年账户有结余的职工医保参

保人，可以自愿组建家庭共济网，通过“随申办市民云”APP、随申办微信小程序、随申办支

付宝小程序，将本人已参加上海市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作为共济成员。

https://mp.weixin.qq.com/s/483MRW5lH4ne2UxXahkRtA

政策速递 | NEWS

关于做好 2022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工作的通知

来源：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公安局

各高等学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各委、办、局，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用人单位：

为做好 2022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以下简称“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进沪

就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https://edu.sh.gov.cn/xxgk2_zdgz_xxxsgz_01/20220628/7350129616ea4dcd
92d3b6df85f322e2.html

https://mp.weixin.qq.com/s/fftT86LCvE83J2FKyk27wg

@上海企业，如何申请“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贴”？

来源：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我们想知道什么类型的企业可以申请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贴，什么时候可以申请，

申请的操作步骤是什么？希望能图文具体展示一下。”一起来看解答↓

https://mp.weixin.qq.com/s/fftT86LCvE83J2FKyk27wg
https://mp.weixin.qq.com/s/483MRW5lH4ne2UxXahkRtA
https://edu.sh.gov.cn/xxgk2_zdgz_xxxsgz_01/20220628/7350129616ea4dcd92d3b6df85f322e2.html
https://edu.sh.gov.cn/xxgk2_zdgz_xxxsgz_01/20220628/7350129616ea4dcd92d3b6df85f322e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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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2 年深圳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调整工作的通知

来源：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缴存人：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灵活就业人

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现就 2022 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

调整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上海市民，7 月 1 日起这些民生保障待遇标准调整啦

来源：上海发布

7 月 1 日起，调整失业保险金和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https://mp.weixin.qq.com/s/T2bup9by2N_Q8WdX9ENITA

政策速递 | NEWS

关于 2022 年度广州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
来源：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经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就 2022 年度（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调整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http://gjj.gz.gov.cn/gg/tzgg/content/post_8349025.html

http://zjj.sz.gov.cn/ztfw/zfgjj/tzgg/content/post_9908929.html

http://zjj.sz.gov.cn/ztfw/zfgjj/tzgg/content/post_990892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T2bup9by2N_Q8WdX9ENITA
http://gjj.gz.gov.cn/gg/tzgg/content/post_8349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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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
防疫物资相关的税务知识你了解了吗？

收好这张表！增值税留抵退税的申请时间和享受
方式一看就懂

来源：上海税务

实操指导 | GUIDE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全额退还增值税期

末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扩大至批发零售业等

13 个行业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下同)，那么，这

些行业企业应在什么时候申请留抵退税呢?

快收藏下面这张表格吧!

https://mp.weixin.qq.com/s/Sb6ZtKCpIgh
MHui5xMrsSg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中，疫情防护用品成

了许多企业和个人共同抵御病毒的必备。那么

这些用品有哪些相关税费优惠政策呢？来看

看下面几条热点问答吧！

 企业复工复产为职工购买防护用品，发票

已开，进项税额能否抵扣？

 该笔支出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是否可以

税前扣除？

 单位发放给职工防护用品，是否需要缴纳

个人所得税？

https://mp.weixin.qq.com/s/2Yd3nsD
hkmZPLgYnhFfWNA

https://mp.weixin.qq.com/s/Sb6ZtKCpIghMHui5xMrsSg
https://mp.weixin.qq.com/s/Sb6ZtKCpIghMHui5xMrsSg
https://mp.weixin.qq.com/s/2Yd3nsDhkmZPLgYnhFfWNA
https://mp.weixin.qq.com/s/2Yd3nsDhkmZPLgYnhFfW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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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业限制协议中，双方通常会对竞业限制违约金

作出约定，旨在因劳动者竞业行为造成用人单位利益损

失时的填补。那么，当劳动者主张违约金畸高的情况下，

法院如何审查认定呢？

近日，上海一中院就审结了一起竞业限制纠纷案

件。二审综合竞业限制期限、员工的主观过错以及公司

的实际损失等因素，改判劳动者支付约定违约金的

50%，即 94 万余元。

前员工入职竞争企业

“老东家”不满

常力医疗公司是业内知名医疗公司，陈先生是该公

司的一名资深员工，在该公司工作已近 20 年。

2014 年 1 月，常力医疗公司与陈先生签订《竞业

限制协议》，约定陈先生离职后的竞业限制期为一年，

补偿标准为其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基本工资的三

倍，若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应向公司支付相当于离职前

两年基本工资的违约金。

2020 年 6 月 19 日，陈先生向常力医疗公司提出

辞职，双方解除了劳动关系。辞职后，陈先生于 6 月底

入职了飞达医疗公司。同年 11 月，陈先生又入职至另

一业内知名的东健医疗公司工作。

常力医疗公司得知此事，认为陈先生的行为违反了

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遂申请劳动仲裁，要求陈先

生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返还已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

金 24 万余元，并支付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 189 万

余元等。

后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陈先生继续履行竞业限制

协议，支付常力医疗公司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 47

万余元。

热点聚焦 | FOCUS

一审：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支付违约金 189 万

双方均不服仲裁裁决，分别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

常力医疗公司在诉讼中坚持要求陈先生返还已支付

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24 万余元，并支付违约金 189 万余

元等。

陈先生则称自己无需履行竞业限制协议且无需支付

竞业限制违约金。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常力医疗公司、飞达医疗

公司与东健医疗公司在经营范围上存在高度重合，确认

三家公司属于竞争企业。陈先生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

离职之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先后入职飞达医疗公司与

东健医疗公司的行为，有违《竞业限制协议》的约定，

存在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行为。故判决陈先生需返还竞

业限制补偿金，并按照《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的金额支

付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 189 万余元。

二审：竞业限制违约金过高 改判减半

陈先生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

陈先生：三家公司实际经营内容并不相同，且我在

三家公司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也不相同，故我并未违

反竞业限制协议。如法院认定我违反了，则约定的违约

金也过高，应予调整。

陈先生在二审中提供了其与常力医疗公司 CEO 的

微信聊天记录、飞达医疗公司董事长与常力医疗公司

CEO 的微信聊天记录等新证据，旨在证明常力医疗公司

CEO 对于陈先生入职一事并无异议。

关于陈先生是否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的问题，上海一

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竞业限制违约金 189 万？二审改判
► 来源：上海一中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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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家公司的名称来看，均含有“医疗”二字，显然三家公司所处行业相同。另，三家公司的企业

公示信息反映出三家公司的经营范围存在高度重合之处，应当来说常力公司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义务。

陈先生如认为三家公司并非竞争关系，应当对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然陈先生对此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

予以证明。

虽然陈先生再三强调其在三家公司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不同，但判断劳动者是否违反竞业限制义

务，应以其前后就职公司之间是否构成竞争关系为据，而非以劳动者在前后公司中从事的工作内容为据，

否则将会带来易规避之风险。鉴于陈先生未能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其违反了竞业限制

协议，并无不当。

关于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而应予调整的问题，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第一，按照竞业限制协议，双方约定的竞业限制期限仅为一年、竞业限制补偿金总额为三个月的平

均基本工资，而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为离职前两年的基本工资。相较竞业限制期限的设定、竞业限

制补偿金的金额，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违约责任较重。

第二，根据陈先生在二审期间提供的新证据，常力医疗公司 CEO 对于陈先生在飞达医疗公司工作并

未提出异议，相反对其之前工作给予了肯定并表达了不舍，使得陈先生对该行为的性质产生了一定的误

解，后续又转任东健医疗公司。由此可见，陈先生的主观过错并不大。

第三，常力医疗公司称陈先生的行为对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并未能对此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

明。

综上，上海一中院综合竞业限制期限的设定、竞业限制补偿金的金额、陈先生的主观过错以及常力

医疗公司的实际损失等因素，认定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根据陈先生的请求予以酌减。

最终，二审判决陈先生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改判酌减违约金为约定金额的 50％，即 94 万余元。

（以上公司名均为化名）

法官说法：

本案主审法官、上海一中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茜指出，对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的审查，应在

诚实信用原则下充分尊重当事人合意，秉持谦抑原则，审慎行使自由裁量权调整约定违约金。当违约金

确实畸高时，则应调整。违约金数额的调整可酌情参考竞业限制协议签订的时间、劳动者原职务、收入

情况、过错程度、未履约期限、以及用人单位的补偿金支付情况、实际损失等。

需要提醒的是，企业为保护其商业秘密、降低潜在的利益损失风险，可以在竞业限制协议中对违约金作

出约定，但应参考上述因素做出合理设定。同时，劳动者也应在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时仔细阅读协议条款，

并按照法律规定及协议约定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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