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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教育厅（教委、教

育局）、财政厅（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稳岗力度的部署要求，发挥失业保险助企扩岗作用，

鼓励企业积极吸纳大学生就业，现就加快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政策速递 |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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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保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最新通知来了！

来源：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保局、财政厅（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精神和 2022 年《政

府工作报告》部署要求，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办法，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http://www.nhsa.gov.cn/art/2022/7/26/art_104_862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eic1XTHvhnWdAiXt1_uXdA

失业保险十问十答来了！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

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进一步加大失业保险政策支持力度作出新部署，人社部门

抓紧落实落地，推动政策红利惠及更多失业人员，保障失业人员合法权益，让失业人员生活

无忧。按照新部署和新要求，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待遇需要哪些条件？对再就业会不会有

影响？针对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待遇可能存在的疑惑，中企人力整理了以下“十问十答”，

一起来看看吧！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202207/t20
220728_47950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INCs041ghYqmnYsvHmaklw

相关问答：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202207/t20220728_479507.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202207/t20220728_47950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eic1XTHvhnWdAiXt1_uXdA
https://mp.weixin.qq.com/s/INCs041ghYqmnYsvHmaklw
http://www.nhsa.gov.cn/art/2022/7/26/art_104_86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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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28 省平均工资出炉

来源：全国总工会

据不完全统计，除上海、湖北、西藏外，28 省份已披露 2021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整体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高于城镇私营单位。

https://mp.weixin.qq.com/s/XYb6E3dz7MCpOtiyWwyX5g

https://mp.weixin.qq.com/s/26eU_l5nxwFrWe73WNKkSg

二季度“最缺工”的 100 个职业排行发布

来源：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人社部日前发 2022 年第二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 100 个职业排行，正在

找工作的小伙伴，这份榜单一定要看一看。

https://mp.weixin.qq.com/s/26eU_l5nxwFrWe73WNKkSg
https://mp.weixin.qq.com/s/XYb6E3dz7MCpOtiyWwyX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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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8 月起可以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医疗费用

来源：上海医保

8 月起，上海市已组建医保家庭共济网、选择了共济支付的参保人员，就可以在上海市定

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自负医疗费用。

关于北京市 2022 住房公积金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有关问题的通知

来源：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

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北京市实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若干规定》的要求，

经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报市政府批准，现就 2022 住房公积金年度（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下同）住房公积金缴存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关于小微企业招用北京市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有关事项
的通知

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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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对小微企业招用本市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符

合条件的给予社会保险补贴。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gfxwj/202207/t20220728_2781514.html

http://gjj.beijing.gov.cn/web/zwgk61/_300587/_300696/325884822/index.html

政策速递 |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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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jx2dJZ1l_qLi7MVt32-0xg

https://mp.weixin.qq.com/s/jx2dJZ1l_qLi7MVt32-0xg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gfxwj/202207/t20220728_2781514.html
http://gjj.beijing.gov.cn/web/zwgk61/_300587/_300696/32588482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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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就 · 在浦东”助企纾困最新政策合集

来源：浦东人社

为积极推进新政落地，通过政策引导实现市场化就业，全面做好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现

送上 2022 年最新助企纾困政策集合。

https://mp.weixin.qq.com/s/GytvJlz49vSz9-M3OPRVCQ

政策速递 | NEWS

关于印发广州市引进人才入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来源：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州市公安局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广州市引进人才入户管理办法》，规范引进人才办理流程，提高引

进人才工作效率，现将《广州市引进人才入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

实施。实施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公安局反映。

http://rsj.gz.gov.cn/gkmlpt/content/8/8383/post_8383121.html#505

http://rsj.gz.gov.cn/gkmlpt/content/8/8383/post_838312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GytvJlz49vSz9-M3OPRVCQ


7

家有宝贝升学，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要这样处理

上海“一网通办”新上线 66 个线上人工帮办事
项，涵盖这些企业和个人事项

来源：中国税务报

实操指导 | GUIDE

去年，“一网通办”首批 35 个线上人工帮

办事项正式上线，受到企业群众的广泛欢迎。

今天开始，第二批线上人工帮办的 66 个高

频事项正式上线，共涉及 11 个部门和各区，其

中个人事项 33 项、企业事项 24 项、个人和企业

事项 9 项。与首批事项合计 101 项，实现线上人

工帮办覆盖本市办件量居前的 100 个高频事项的

目标。详见↓

https://mp.weixin.qq.com/s/3tzDOU4g0uh
CZa9iKB4DWA

来源：上海发布

家有宝贝升学，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要这样

处理，具体操作往下看：

第一步：您需要对号入座，看看您孩子

属于下表中哪种情形。

第二步:具体操作如下:(情形一:需要新增

子女教育信息的；情形二:需要修改子女教育信

息的)。

https://mp.weixin.qq.com/s/Xr06Vb
Mb0DLNieOxNjOOqw

https://mp.weixin.qq.com/s/Xr06VbMb0DLNieOxNjOOqw
https://mp.weixin.qq.com/s/Xr06VbMb0DLNieOxNjOOqw
https://mp.weixin.qq.com/s/3tzDOU4g0uhCZa9iKB4DWA
https://mp.weixin.qq.com/s/3tzDOU4g0uhCZa9iKB4D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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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案例 185 号

闫佳琳诉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

平等就业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2 年 7 月 4

日发布）

【关键词】民事/平等就业权/就业歧视/地域歧视

【裁判要点】

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时，基于地域、性别等与“工

作内在要求”无必然联系的因素，对劳动者进行无正当

理由的差别对待的，构成就业歧视，劳动者以平等就业

权受到侵害，请求用人单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 3 条、第 26 条

【基本案情】

2019 年 7 月，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喜来登公司）通过智联招聘平台向社会发布了一批

公司人员招聘信息，其中包含有“法务专员”“董事长

助理”两个岗位。2019 年 7 月 3 日，闫佳琳通过智联

招聘手机 App 软件针对喜来登公司发布的前述两个岗

位分别投递了求职简历。闫佳琳投递的求职简历中，包

含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户口所在地、现居住城市

等个人基本信息，其中户口所在地填写为“河南南阳”，

现居住城市填写为“浙江杭州西湖区”。据杭州市杭州

互联网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记载，公证人员使用闫佳琳

的账户、密码登陆智联招聘 App 客户端，显示闫佳琳

投递的前述“董事长助理”岗位在 2019 年 7 月 4 日

热点聚焦 | FOCUS

14 点 28 分被查看，28 分时给出岗位不合适的结论，“不

合适原因：河南人”；“法务专员”岗位在同日 14 点

28 分被查看，29 分时给出岗位不合适的结论，“不合

适原因：河南人”。闫佳琳因案涉公证事宜，支出公证

费用 1000 元。闫佳琳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判令喜来登公司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抚慰金以及承担

诉讼相关费用。

【裁判结果】

杭州互联网法院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作出（2019）

浙 0192 民初 6405 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喜来登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闫佳琳精神抚慰金

及合理维权费用损失共计 10000 元。二、被告喜来登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闫佳琳进行口头

道歉并在《法制日报》公开登报赔礼道歉（道歉声明的

内容须经本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在国家级媒

体刊登判决书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被告喜来登公司承

担。三、驳回原告闫佳琳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闫佳

琳、喜来登公司均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作出（2020）浙 01 民终 736 号民

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平等就业权是劳动者依法享有

的一项基本权利，既具有社会权利的属性，亦具有民法

上的私权属性，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是其人格独立和

意志自由的表现，侵害平等就业权在民法领域侵害的是

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内容——人格尊严，人格尊严重要的

方面就是要求平等对待,就业歧视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种

严重的受侮辱感,对人的精神健康甚至身体健康造成损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闫佳琳诉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案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



9

热点聚焦 | FOCUS

害。据此，劳动者可以在其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寻求民事侵权救济。

闫佳琳向喜来登公司两次投递求职简历，均被喜来登公司以“河南人”不合适为由予以拒绝，显然

在针对闫佳琳的案涉招聘过程中，喜来登公司使用了主体来源的地域空间这一标准对人群进行归类，并

根据这一归类标准而给予闫佳琳低于正常情况下应当给予其他人的待遇，即拒绝录用，可以认定喜来登

公司因“河南人”这一地域事由要素对闫佳琳进行了差别对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在明确规定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四种法定禁止区分

事由时使用“等”字结尾，表明该条款是一个不完全列举的开放性条款，即法律除认为前述四种事由构

成不合理差别对待的禁止性事由外，还存在与前述事由性质一致的其他不合理事由，亦为法律所禁止。

何种事由属于前述条款中“等”的范畴，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用人单位是根据劳动者的专业、学历、

工作经验、工作技能以及职业资格等与“工作内在要求”密切相关的“自获因素”进行选择，还是基于

劳动者的性别、户籍、身份、地域、年龄、外貌、民族、种族、宗教等与“工作内在要求”没有必然联

系的“先赋因素”进行选择，后者构成为法律禁止的不合理就业歧视。劳动者的“先赋因素”，是指人

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人力难以选择和控制的因素，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和调节机制,不应该基于人力难

以选择和控制的因素给劳动者设置不平等条件；反之，应消除这些因素给劳动者带来的现实上的不平等，

将与“工作内在要求”没有任何关联性的“先赋因素”作为就业区别对待的标准，根本违背了公平正义

的一般原则，不具有正当性。

本案中，喜来登公司以地域事由要素对闫佳琳的求职申请进行区别对待，而地域事由属于闫佳琳乃

至任何人都无法自主选择、控制的与生俱来的“先赋因素”，在喜来登公司无法提供客观有效的证据证

明，地域要素与闫佳琳申请的工作岗位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关联或存在其他的合法目的的情况下，喜来

登公司的区分标准不具有合理性，构成法定禁止事由。故喜来登公司在案涉招聘活动中提出与职业没有

必然联系的地域事由对闫佳琳进行区别对待，构成对闫佳琳的就业歧视，损害了闫佳琳平等地获得就业

机会和就业待遇的权益，主观上具有过错，构成对闫佳琳平等就业权的侵害，依法应承担公开赔礼道歉

并赔偿精神抚慰金及合理维权费用的民事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石清荣、俞建明、孔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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