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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障数据统计表 

 

         信息来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20年10月 

新一代社保卡的电子芯片中录入持卡人的电子信息并兼具多项金融和社会保障功能。随着社保卡和

银行卡的功能融合，金融社保卡成为持卡人享受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身份

证明（点击查看更多信息）。电子社保卡指以非实体存在的电子社保凭证，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实体

社保卡具有的全部功能并通过线上或多种应用软件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更多信息见下文中的地方政

策。 

中国社会保障政策 

“十四五“规划确立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目标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目标下提

出： 

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

13.25亿人  

覆盖94.6%的人口 

电子社保卡累计签发2.55亿

张 

27个省份的221个地区开通

电子社保卡移动支付应用 

 

参保人数 (百万) 

 

社保卡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fbh/202010/t20201023_392929.html
http://www.icbc.com.cn/ICBC/%E4%B8%AA%E4%BA%BA%E9%87%91%E8%9E%8D/%E9%93%B6%E8%A1%8C%E5%8D%A1/%E8%81%94%E5%90%8D%E5%80%9F%E8%AE%B0%E5%8D%A1/%E5%B7%A5%E9%93%B6%E9%87%91%E8%9E%8D%E7%A4%BE%E4%BF%9D%E5%8D%A1.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11/22/content_5563283.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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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推进社保转移接续，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 

 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

体系。 

 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落

实异地就医结算，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 

 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清单 

10月，人社部整理发布了一份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清单。扶持政策涉及就业、技能提

升、创业、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一次性临时救助金）等多方面。  

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2020年9月10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

见》，继2016年6月开启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后，正式启动第二轮试点。目前除宁夏、青海、西

藏、海南之外，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有一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通过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

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被视作是“社保第六险”。 

养老服务业加速发展 

中国积极应对老龄化，加速发展养老服务业[“十三五”成就巡礼]。中国已有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近22万个。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成为新职业。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方案改革将个人账户缴费纳入统筹基金 

根据中国政府改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方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中一半的缴费（每年约合0.3万亿元）

将纳入社保统筹账户，用于报销门诊费用。 

中国社保经办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根据人社部发布的三季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社

保查询、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养老金测算、资格认证等全国性、跨地区的9类27项社保公共服务。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011/t20201102_394413.html
http://www.nhsa.gov.cn/art/2020/9/16/art_37_3586.html
http://www.nhsa.gov.cn/art/2020/9/16/art_37_3586.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2010/t20201026_393194.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0-10/23/content_5553707.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10/23/content_5553707.htm
http://www.xinhuanet.com/2020-11/10/c_1126721692.htm
http://www.nhsa.gov.cn/art/2020/8/26/art_48_3418.html
https://www.asiainsurancereview.com/News/View-NewsLetter-Article/id/73801/type/eCin/Proposed-basic-medical-insurance-reform-will-channel-funds-from-individual-accounts-to-communal-pool
https://www.asiainsurancereview.com/News/View-NewsLetter-Article/id/73801/type/eCin/Proposed-basic-medical-insurance-reform-will-channel-funds-from-individual-accounts-to-communal-pool
http://www.gov.cn/xinwen/2020-10/23/content_5553772.htm
http://si.12333.gov.cn/2284653.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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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服务将纳入医保  

2020年11月2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的指导

意见》，明确“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的具体内容，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的机构可

申请签订医保定点协议，线上、线下医疗服务实行公平的医保支付政策。 

推广应用具有金融功能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 

2020年10月23日，人社部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关于推广应用具有金融功能的第三代社会保

障卡的通知》，全面启动第三代社保卡推广应用工作。自2021年起，全国所有地区新发、补领、换

领社保卡时全部采用支持SM系列算法的第三代社保卡，并加快签发电子社保卡，实现线上线下“一

卡通用、一网通办”。加强部门间合作，支撑更多民生和金融服务，探索以社保卡为载体建立居民

服务“一卡通”。 

协调扶贫工作与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理，实现三千万老年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建立了社保扶贫信息共享机制，定期将建档立卡的贫困

人员信息与基本养老保险联网数据及全民参保数据进行比对，为精准参保提供支持。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稳步推进 

2020年9月28日，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推进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的通

知》。通知决定扩大试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覆盖范围和门诊结算范围。  

明年起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信息实现互联互通 

2020 年 8 月 24 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阶段性目标：自 2021 年参保年度起，全国参保信息实现互联互通、

动态更新、实时查询，参保信息质量明显提升。 

地方政策 

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创新发展 

2020年10月23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事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突出政策制度集成创新，支持海南先行先试，从就业创业、社会保障

、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若干政策措施。在社会保障方面，意见提出： 

 探索建立企业年金自动加入机制。创新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模式，畅通为高层次高技能人

才建立企业年金的机制。 

 将海南全省纳入养老保险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先期实施范围。 

 指导海南探索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新模式，探索建立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http://www.nhsa.gov.cn/ART/2020/11/2/ART_37_3801.HTML
http://www.nhsa.gov.cn/ART/2020/11/2/ART_37_3801.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huanti/jinbaogongcheng/jbgcshehuibaozhangka/jbgcshbzkwenjianbiaozhun/202011/t20201111_396088.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huanti/jinbaogongcheng/jbgcshehuibaozhangka/jbgcshbzkwenjianbiaozhun/202011/t20201111_396088.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011/t20201102_394418.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0/02/content_5548965.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0/02/content_5548965.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9/14/content_5543194.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9/14/content_5543194.htm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2010/t20201023_393008.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2010/t20201023_393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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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对海南企业养老保险补助资金的支持力度。 

河南规范完善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2020年10月1日起，河南省实现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建立全省规范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养老

保险政策、基金收支管理、基金预算管理、责任分担机制、信息系统、经办管理服务、激励约束机

制等全省统一。 

江苏扬州“三个一”保障农民工工伤权益 

江苏省扬州市尝试建立工伤认定与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在保障农民工工伤权益方面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 

北京市启用电子社保卡 

2020年9月，北京市正式启动电子社保卡申领。持电子社保卡可享受30多项全国“一网通办”人社

服务。全国首张电子社保卡于2018年4月投入使用，同期在福州、青岛等城市设立了早期试点项目，

试点城市支付宝用户可以进行线上社保缴费。目前电子社保凭证已得到普及。 

欧盟社会保障政策 

欧盟理事会通过加大疫情及后疫情时代的最低工资保护力度的决定  

欧盟理事会通过加大欧盟最低工资保护力度的决定，以应对新冠疫情期间及疫情过后的贫困和社会

排斥。理事会认识到最低工资制度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上最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其中包括受新冠疫

情危机冲击最严重的群体。此外，这类制度还具有保持整体经济平稳的效果；同时理事会还承认它

们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就业和社会参与。决定鼓励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通力协作，共同执行“欧洲社

会权利支柱行动计划”，该计划强调：所有资源匮乏的人员均有权获得充足的最低工资待遇，以确

保在人生各阶段享有体面生活。 

欧盟劳工局协同开展其首个联合审查 

2020年9月21日是欧盟劳工局(ELA)的历史性时刻——这个成立于2019年的欧盟机构协助欧盟国家

确保欧盟国家劳动力流动相关规定不受侵犯。 

在联合审查行动中，三个欧盟国家携手共同打击建筑行业漏报工作，开启了欧盟首个申报益处宣传

周活动。 

这是ELA首次支持联合审查行动 ，协助调查比利时、立陶宛和葡萄牙的建筑公司。在经过几个月的

准备并克服了新冠疫情带来的突发阻碍后，ELA员工作为劳动监察员，加入到任务执行中。这次联

合行动是整个欧洲劳动监察工作的转折点，工作人员监察了与ELA研制的共享工具和审查流程并因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gzdt/202010/t20201021_392738.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gzdt/202010/t20201030_393743.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rsxw/202009/t20200923_391317.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8-04/23/content_5285164.htm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0/10/12/strengthening-minimum-income-protection-in-the-covid-19-pandemic-and-beyond-council-adopts-conclusions/
https://www.ela.europa.eu/the-european-labour-authority-coordinates-its-very-first-concerted-inspe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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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打击漏报工作方面开创了一系列新的行动方针。随着欧洲劳动力市场互联互通，欧盟国家能够

携手应对这一共同挑战尤为重要。 

聚焦欧盟“工作公平”行动周 

在2020年9月21-25日欧盟“工作公平”行动周期间，欧盟举办大规模线上活动，倡导工作条件公

平合理的工作文化，开展了各类提高认知的活动和跨境监察。该活动旨在强调未申报工作的负面影

响，以及如何将未申报的工作转变为申报的工作。为此，全欧洲的劳动监察机构、社会伙伴及其他

相关组织采取了多种举措，包括制作资讯视频和信息手册、创办专门网页、联系媒体、举办线上研

讨会以及通过人员交流和联合审查的方式进行跨境合作。（点击查看#EU4工作公平运动  线上游戏  

成功案例） 

国际社会保障政策 

亚太国家签署关于加强社会保护的行动计划 

2020年10月22日，亚太地区国家签署了一项行动计划，承诺共同推进关于社会保护的区域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和社会发展了史无前例的阻碍，亚太地区政府正竭力为民众提供社会保护，

这一计划的实施正是适时之举。该行动计划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主持召

开的社会发展委员会第6届会议上获批签署，为从国家层面开展行动提供了总体框架，同时为提高各

国认知与能力以切实扩大社会保护覆盖面搭建了区域平台。 

韩国基本收入计划公布试行结果 

韩国京畿道青年基本收入计划发布了其首次试行结果。京畿道政府于2020年9月10-11日在线上公

布其2020年基本收入情况。 

越南推迟正常退休年龄 

2020年11月20日，越南国会通过了《劳动法》（修正案），法案提出将男性正常退休年龄从60岁

逐步延长至62岁，女性由55岁延长至60岁，并将于2021年1月起生效实施。根据修正案，男性退休

年龄每年推迟3个月（至2028年完成），女性每年推迟4个月（至2035年完成）。按现行规定，部

分劳工最多可在达到正常退休年龄前5年退休。 

英国上调国家养老金领取年龄 

2020年10月6日，英国将国家社会保险计划中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以下简称“SPA”)上调至66

岁；而此前为实现女性SPA与男性相匹配，英国已分别于2010年4月和2018年11月将女性SPA上调

至60和65岁。进一步预计，2026-2028年期间英国男性和女性的SPA均将提高到67岁，2044-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1496&langId=en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1299&intPageId=5397&langId=en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newsId=9750&furtherNews=yes
https://www.scoop.co.nz/stories/WO2010/S00170/asia-pacific-countries-endorse-action-plan-to-strengthen-social-protection.htm
https://basicincometoday.com/after-universal-cash-relief-south-korea-is-showing-increasing-interest-in-universal-basic-income/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19-1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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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6年则提高到68岁。据英国政府，在预期寿命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上调SPA是为养老金领取者提

供经济保障并确保养老金制度财政可持续的必要之举。英国法律规定至少每6年对SPA展开一次评估，

以决定其是否需进行额外调整（下一次评估将在2023年进行）。 

经法院裁定，爱沙尼亚颁布个人账户计划改革法案 

2020年10月20日，爱沙尼亚总理颁布关于国家个人账户计划改革的法案；当日早些时间，爱沙尼

亚最高法院裁定该法案合宪。其中，法案规定所有劳工均可自愿参与个人账户计划，允许计划参与

者管理个人投资，并引入一次性缴费的选项。 

统计数据 

自今年3月以来，疫情隔离和防控措施对全球数以百万的非正规就业人员造成冲击。印度约4亿非正

规经济劳动者面临陷入更深度贫困的风险。在牛津大学统计的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措施严厉指数中，

印度封锁措施的严格程度迫近上限。 

信息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新冠肺炎疫情政策快报 (2020年4月7日) 

注：气泡表示每个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人员相对于总体计数的规模，y轴表示每个国家的非正规就业水平 

2019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nhsa.gov.cn/art/2020/6/24/art_7_3268.html    

中国启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zgrkpc/dqcrkpc/  

全球社会保护数据仪表盘(WSPDD)发布 

全球社会保护数据仪表盘针对社会保护体系的各项维度给出了详尽的国家统计数据，其中包括国家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20-10/index.html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40877.pdf
http://www.nhsa.gov.cn/art/2020/6/24/art_7_3268.html
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zgrkpc/dqcrk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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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官员和研究人员极为关注的关键指标，以及用于监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指标。ILO全球社会保护数据库中收录的大部分数据来自其社会保障调查(SSI), 即ILO定期从各国劳

动部、社会保障部、福利部、社会发展部、财政部及其他部门采集的行政管理数据。此外，数据仪

表盘还补充了现有的国际和国内数据来源，特别是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社会保障国别报告的数

据。全球各国概况参见https://ww1.issa.int/country-profiles 

出版物 

ISSA 2020.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的应对措施与促进社会团结、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的相关经验 国际

社会保障评论, 第73卷, 2020.3 

就业公平项目 2020. 零工经济与新冠肺炎：未来展望 

欧盟 2020. 社会保护委员会年度报告 

国际劳工组织 2020. 社会保护的财政空间: 筹资选择评估手册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 2020. 我们期望的保护: 亚太地区社会前景展望  

联合国 2020. 联合国全面应对新冠肺炎，以挽救生命、保护社会各界、促进更好恢复 

联合国 2020. 亚太地区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社会保护措施：迄今案例及对未来的思考(英/中) 

经合组织 2020. 社会福利住房政策简报   

新冠肺炎疫情对欧盟的社会经济冲击 

国际劳工组织2020. 中国数字劳工平台与工人权益保障 

经合组织 2020. 新冠肺炎疫情的区域性影响: 各级政府间的危机处理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ODI. 儿童给付全覆盖: 政策问题和选择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20. 以社会保护解决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亚洲经济危机  

聚焦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社会保护 新冠疫情危机中的失业保护：国家应对措施与政策考量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呼吁各国政府加强对HIV易感人群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社

会保护措施    

为伤残群体提供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社会保护   

https://ww1.issa.int/country-profiles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issr.12246
https://fair.work/wp-content/uploads/sites/97/2020/09/COVID-19-Report-September-2020.pdf
https://fair.work/wp-content/uploads/sites/97/2020/09/COVID-19-Report-September-2020.pdf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738&langId=en&pubId=8349&furtherPubs=yes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RessourcePDF.action?id=55694
https://unescap.org/publications/protection-we-want-social-outlook-asia-and-pacific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n-comprehensive-response-to-covid-19.pdf
https://www.ilo.org/asia/publications/WCMS_75355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information-resources/WCMS_760797/lang--zh/index.htm
https://www.oecd.org/social/affordable-housing-database/social-housing-policy-brief-2020.pdf
https://www.ilo.org/beijing/information-resources/WCMS_761763/lang--zh/index.htm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he-territorial-impact-of-covid-19-managing-the-crisis-across-levels-of-government-d3e314e1/#section-d1e2125
https://www.unicef.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6/UCB-ODI-UNICEF-Report-2020_0.pdf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poverty-reduction/addressing-covid-19-economic-crisis-in-asia-through-social-protection.html
https://www.ilo.org/secsoc/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ations-and-tools/Brochures/WCMS_75474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docs/WCMS_75557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docs/WCMS_755579/lang--en/index.htm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RessourcePDF.action?id=5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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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 政策简报 2020. 数字通道助力工作受新冠肺炎冲击的群体获得失业救助 

美洲开发银行 2019 现金转移支付：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碳税扶贫  

预防、检测、应对: 社区卫生工作者如何帮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美团 2020年生活服务业新业态和新职业从业者报告 

全球新闻评论（含中国） 

美国加州的优步（Uber）和来福车（Lyft）司机仍将维持承包商身份 

在一项关于允许零工经济公司继续将其司机作为独立承包商的投票议案中，加州选民对此表现出压

倒性的支持，优步和来福车公司因此在票决中获胜；这将给美国全国的相关法规带来影响。 

巴西为应对疫情采取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助力国家贫困水平创历史新低 

巴西是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应对危机，巴西向其国民实行了大规模的现

金转移支付，现已有约6,600万民众（占总人口的30%）每月领取600雷亚尔（110美元）的援助金。

这是巴西历史上实施的最可观的社会计划，全国贫困和贫富差距水平均因此出现历史新低。 

灵活就业条件和工伤保障： 外卖骑手困于系统，系统又困于谁？ 

韩国目前正在研究失业保障新政策 

韩国于 2020 年 4 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举行国会选举，推出惠及全民的紧急救助津贴政策(以下简称

“ERA”) 。ERA 在基本收入保障计划的基础上作出调整，最初由政府提出以保障未纳入缴费型就业

保险制度(EIS)的群体。2020 年 5 月，政府向含 4 名成员的家庭和单身住户分别发放 100 万韩元

（900 美元）和 40 万韩元（350 美元）津贴，这是韩国政府历史上首次不考虑社会风险和需求而向

民众发放津贴。此次一次性 ERA 费用共计 14.3 万亿韩元（120 亿美元）——远超 2019 年失业津

贴的 9 万亿（76 亿美元）总支出。此外，政府还通过相关法律，在资产调查基础上，向未纳入 EIS

制度的待业人员提供为期 6 个月的失业补助金。目前，韩国政府正在准备构建一项覆盖全民的就业

保险计划，以确保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可以在丧失收入的情况下申请失业津贴，但有关该计划

是否将依照丹麦或德国的制度设立尚未确定。 

关于后疫情时代中国零工经济劳动者的预判：缓慢稳步改善 

在美国大都会人寿基金会的支持下，全球博鳌亚洲论坛(BFA)和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就中国经

济恢复状况展开评估研究，其中尤其关注零工经济劳动者复工复产相关进展——由于缺乏可靠的收

入和待遇，该类群体成为最弱势人口之一。研究特别调研了外卖骑手的情况，此类人员数量达300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754188/lang--en/index.htm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english/document/Cash_Transfers_for_Pro-poor_Carbon_Taxes_in_Latin_America_and_the_Caribbean_en.pdf
https://blogs.bmj.com/bmj/2020/03/27/prevent-detect-respond-how-community-health-workers-can-help-fight-covid-19/
https://mp.weixin.qq.com/s/Yn7zCUl27WTE2Qv6b62G2w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04/technology/california-uber-lyft-prop-22.html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9-02/brazil-hands-out-so-much-covid-cash-that-poverty-nears-a-new-low?srnd=premium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9-02/brazil-hands-out-so-much-covid-cash-that-poverty-nears-a-new-low?srnd=premium
https://mp.weixin.qq.com/s/OZy9AhHhCScrl4rbrlolPg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9/23/covid-19-exposes-gaps-in-south-koreas-social-security-system/
https://bfaglobal.com/covid-19/insights/post-covid-prognosis-for-gig-workers-in-china-slow-and-steady-improvement/
https://bfaglobal.com/covid-19/insights/post-covid-prognosis-for-gig-workers-in-china-slow-and-steady-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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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是零工经济劳动者中占比最大的职业之一。 

视讯 

欧盟劳工局关于解决未申报工作的系列播客   

雇员的社会保障：待遇、收益、权利和责任  

本视频聚焦社会保障机构待遇发放；社会保障为企业带来的优势以及在提高工人生产效率、提升公

司形象方面创造的雇主收益；巴基斯坦参保登记流程、登记简化情况及其《社会保障法》中规定的

劳动者登记权利。 

保障卫生工作者，保护患者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以百万的卫生工作者冒着自身健康风险开展日常工作，他们的健康安全同样

影响着所看护患者的安全。为使这些一线工作者获得应有保护，以挽救生命、保证患者安全，尊重

劳工权利并提供合理的工作条件尤为关键。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食品零售商成为一线工作者     

疫情期间，食品零售商和杂货店工人成为维系经济、保障民众食品安全的关键。当前，人们意识到

这些劳动力密集行业的工作者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往往属于低技能工人，工资水平低下

且无法享受充足的社保待遇。  

为伤残群体提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保护 

新冠肺炎：疫情与后疫情时代，为在岗护理工作者提供保护性投资至关重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国家驻家/机构的护理行业正面临严峻挑战。为确保在疫情与后疫情时代

做好防范并实现快速恢复，亟需在医疗及护理体系、劳动力和合理的工作条件方面注入可持续性投

资。 

我们期望的保护：亚太地区社会前景展望  

联合国：为最贫困人口提供临时性基本工资将有效缓解疫情影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局长坎尼·维格纳拉贾在与彭博社的伊冯·曼和里沙德的访谈中，就为何在全

球最贫困人口中推行临时性基本工资计划能够减缓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作出解释。 

  

韩国试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以期提振经济 

为促进疫情期间经济复苏，韩国一省份已试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定期向民众发放现金补助，不设

https://soundcloud.com/user-176034432-237442983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4NzIxNzMxM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4ODE4NzQwN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4NzIzNjU2O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4NzIzODUwO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4NzIzNTA2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4NzI0Mzg4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4ODIyMDkzN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4NzI0NTEx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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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领限制。目前，部分政府官员提议在全国推行这一举措。 

信息来源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  

https://ww1.issa.int/coronavirus/media-monitor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ShowNewss.action?id=3 

https://socialprotection.org/discover/news 

近期国际私人与公共养老金、社会保障与退休相关国际资讯更新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19-12/index.html 

https://www.ela.europa.eu/news.html  

 

 

政策快报由中欧“提升中国社保经办服务能力，实现全民社会保障”项目制作，其内容不代表

欧盟观点。 

本项目由欧盟资助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
https://ww1.issa.int/coronavirus/media-monitor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gess/ShowNewss.action?id=3
https://socialprotection.org/discover/news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19-12/index.html
https://www.ela.europa.eu/news.html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projects/WCMS_713539/lang--en/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