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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障数据统计表 

   

         数据来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2021 

中国社会保障政策 

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 

2021年11月，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保障工作的

意见》（交运发〔2021〕122号）。意见从完善平台和从业人员利益分配、支持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保障从业人员

合理劳动报酬、合理休息、改善工作条件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完善社保经办服务，提高新业态人员参保和享

受待遇的服务便捷性，并鼓励网约车平台企业积极参加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意见

包括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尽快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202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21〕42号）。意见

分层分类、精准确定医疗救助对象范围，确保制度保护覆盖全体人群。除了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救助对象还包括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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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tjsj/202201/t20220127_433753.html
http://www.nhsa.gov.cn/art/2022/1/17/art_7_7783.html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ysfws/202111/t20211130_3628783.html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ysfws/202111/t20211130_3628783.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24/content_5653181.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1/19/content_56514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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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家庭成员和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以及因病致贫重病患者。同时意见强化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据医保局政策解读，经三重制度综合保障，2020年困难群众

门诊慢特病和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稳定在80%左右。 

推进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 

2021年12月31日，人社部、国家邮政局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提出用工

灵活、流动性大的基层快递网点可优先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明确了工作原则、参保范围和计缴方式，同时要求优化经办

服务。通知鼓励商业保险作为补充保障方式。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2022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发改高技〔2021〕187

2号），明确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意见还包括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具体意

见。 

中国社保经办 

畅通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 

2021年11月，人社部、财政部发布《关于畅通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的通知》（人社厅发〔2021〕85号），就参

保职工和参保失业人员跨省转移接续的缴费年限累计、失业保险费用计算方法及待遇发放标准、转移接续办理流程等做

出具体规定。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 

2021年11月，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印发《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医保办发〔2021〕43号），主

要规定了转移接续的适用人员范围、线上和线下申请方式、办理流程、有关待遇衔接等问题。办法有三方面亮点：一是

线上流转材料，二是进一步精简材料、优化流程、压缩时限，三是办理进度全程可查。查看更多信息。 

推进工伤保险“异地就医” 

2021年12月，人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伤医疗管理服务工作有关问题的的通知》（人社部函〔2021〕170号）。

其中提出加快推进工伤保险“异地就医”工作，在2022年底前实现申请人可持社会保障卡在异地协议机构直接结算工

伤医疗费。 

地方政策 

山东东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山东省东营市出台政策，推进企业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享受相应工伤保险待遇。

灵活就业人员从事的每个非全日制工作的用工单位都可以为其单独参加工伤保险。  

 

 

 

http://www.nhsa.gov.cn/art/2021/11/19/art_105_7361.html
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shbx_4216/gsbx/202201/t20220129_433936.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20/content_5669431.htm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shiye/202112/t20211210_430066.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1/28/content_5653856.htm
http://www.nhsa.gov.cn/art/2021/11/26/art_38_7409.html
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shbx_4216/gsbx/202112/t20211227_431309.html
https://m12333.cn/policy/izs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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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省出台意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 

自八部门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 号）后，多个省份陆续发布

指导意见，出台具体实施措施，如江苏、重庆、四川、天津等。 

江西社保信息系统对接全国信息系统 

2021年12月28日，江西省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对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信息系统上线仪式在南昌举行。江西成为全国首个

接入全国统筹信息系统省份。查看更多信息。 

广东省出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试行办法 

2021 年 12 月，广东省人社厅、财政厅和税务局联合印发《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办法（试行）》。根据试

行办法，广州、深圳等大湾区 9 市的新业态就业人员、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根据自愿原则参加失业保

险，符合条件的依规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安徽省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安徽省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放开户籍地参保限制，

统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的政策和流程，并完善灵活就业人员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政策和流程。 

上海市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实施意见》，提出研究制定平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试点开展

平台网约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工作。积极研究、创造条件，将非本市户籍灵活就业人员逐步纳入本市社会保险制度。 

多个省份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延长产假增加育儿假 

自202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后，已有多个省份修改了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多数省份延长了产假，明确育儿假。部分省份（如广东）还提出了健全生育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 

欧盟政策 

欧盟提出改善平台工作条件的新措施 

2021 年 12 月 9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改善平台工作条件的一系列措施，支持欧盟数字劳工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发

布了一份通讯、一份指令提案和指南草案。拟议的指令包括正确确定通过数字劳工平台从业的人员的就业状况，以及工

人和自雇人员在算法管理方面的新权利。 

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实现第 102 号公约的批约目标 

巴拉圭成为第60个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旗舰公约即1952 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 102 号）的国家，

实现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2012年设定的目标。查阅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23/content_5626761.htm
http://jshrss.jiangsu.gov.cn/art/2021/12/28/art_77261_10234436.html
http://www.cq.gov.cn/zwgk/zfxxgkml/wlzcxx/hmlm/whszfbm/202112/t20211201_10061851.html
http://rst.sc.gov.cn/rst/zcwj/2021/12/22/b4708abca1044f249c1459dc3b6ac0f8.shtml
http://hrss.tj.gov.cn/zhengwugongkai/zhengcezhinan/zxwjnew/202112/t20211231_5767256.html
https://m12333.cn/policy/rbue.html
http://hrss.gd.gov.cn/gkmlpt/content/3/3700/post_3700949.html#1274
http://hrss.ah.gov.cn/public/6595721/8478072.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11021/3f0138f0342e4e4f8acb5f5da4e179a7.html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8/58ed2b3717ae44d6b938883cbdae9f6f.s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532570.html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6605
https://ec.europa.eu/social/BlobServlet?docId=24992&langId=en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827047/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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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加快行动，促进就业和社会保护 

（经济）复苏的严重分化或将损害团结和信任，并进一步加剧未来危机（包括气候变化）对世界的影响。为此，联合国

和国际劳工组织共同建立了“全球加速器”项目，通过确保全球筹资，创造 4 亿就业岗位，并向当前未纳入覆盖的 40

亿人口提供社会保护。 查阅 

国际政策 

南非采取措施以在 2022 年建立一项新的全民收入补助 

2021 年 12 月，由南非社会发展部、国际劳工组织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基金派出的联合专家组，建议南非首

先将每月福利金制度化，逐步落实全民基本收入补助。查阅 

西班牙实施养老金改革法 

西班牙政府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的养老金改革法。该法就西班牙养老金制度作出多项改革，包括：提高提前退

休罚金，扩大对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奖金选择，免除特定年长工人的社保缴费，建立一项新的可持续机制，采取新的待遇

调整方法，以及设立一所新的社保经办机构。查阅 

以色列上调女性法定退休年龄 

作为年度预算审核的一部分，2021 年 11 月 4 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一项法律（《经济政策法》），将女性法定退休年龄

由 62 岁逐渐上调至 65 岁。（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不受本法影响，仍为 67 岁）。查阅 

爱沙尼亚提高第二支柱养老金储蓄的选择 

爱沙尼亚财政部拟允许参保人自愿将其第二支柱养老金费率从目前的 2%提高至 4%或 6%，相关草案尚处于协调阶段。

自强制储蓄的养老金制度建立以来，第二支柱养老金费率始终保持在工人工资总额的 2%。目前，财政部计划对《养老

金法案》作出修正，允许参保人将费率提高到 4%或 6%。查阅 

英国提议立法扩大自动参保养老金范围 

提案建议扩大自动参保养老金范围，将包括年轻工人和低收入者在内的雇员纳入覆盖。专家警告称，这或将导致雇主成

本增加。2022 年 1 月 5 日，提交给议会的议案中指出，如将自动参保的年龄下限从 22 岁下调至 18 岁，雇员将额外享

有 4 年养老金储蓄。此外，提案还将取消当前为自动参保设定的 10,000 英镑最低收入门槛，这意味着所有年满 18 岁的

工人都将参保。查阅  

西班牙立法保护养老金购买力 

2021 年 12 月，西班牙议会通过一项法律，以保护养老金购买力，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在短期及长期内的充足性和财务可

持续性。此次改革是保护养老金领取人免遭贫困的又一迈进。查阅 

丹麦提出建立最低收入待遇保障新制度 

日前，丹麦最低收入待遇委员会提出建立一项新的制度。如提议通过，简化后的新制度将提供与参考预算相关的待遇，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821167/lang--en/index.htm?utm_source=miragenews&utm_medium=miragenews&utm_campaign=news
https://businesstech.co.za/news/finance/548600/south-africa-is-taking-steps-to-a-new-universal-income-grant-in-2022-what-to-expect/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22-01/index.html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21-12/index.html#israel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estonia-state-to-provide-option-of-increasing-second-pension-pillar-deposits/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uk-expanding-auto-enrolment-could-cost-employers-more-experts-warn/
https://ec.europa.eu/social/BlobServlet?docId=25191&lang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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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促进工作或学习的经济激励措施，并首次提出旨在鼓励儿童积极参加娱乐活动和文化生活的津贴。查阅 

科索沃政府引入一项全民儿童现金补贴 

该计划自 2021 年 11 月起面向 7 岁以下儿童实施，预计最迟将在 2023 年覆盖所有 16 岁以下儿童。查阅 

统计数据 

女性社保覆盖面明显扩大 

2021年1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报告显示，十年间女性

在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上都有显著增长。 

中国个体工商户突破一亿户 

2021年11月数据显示，中国市场主体总量已突破1.5亿户，其中近10年就新增了1亿户。个体工商户数量也已突破1亿户。

亿万市场主体承载了7亿多人就业的基本盘，仅个体工商户就带动了近3亿人就业。 

欧盟社会保险待遇 

2021 年 7 月更新 MISSOC | 社会保护信息交互系统 表 XII - 就长期护理作出广泛修订。 

出版物 

亚太经合组织（APEC）2021 数字平台工作者社会保护指南 

欧洲性别平等研究所（EIGE）2021 人工智能、平台工作与性别平等 

欧洲社会保险平台（ESIP）2021（个人）自雇型平台工作的失业和疾病津贴覆盖 

国际劳工组织（ILO）2021 扩大社会健康保护: 加快推进亚太地区全民健康覆盖，其中包括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

心原副主任张毓辉、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院赵莹博士参与编写的中国概况介绍。 

ILO 2022 数字平台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国际实践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2022 亚太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保障措施 

经合组织（OECD）2021 2021 年养老金概览: OECD 和 G20 国家各项指标 

联合国（UN）2021 秘书长政策简报：投资就业和社会保护，消除贫困并实现可持续复苏 

信息来源 

国际养老金政策 

欧盟就业、社会事务和包容总司 

https://ec.europa.eu/social/BlobServlet?docId=25189&langId=en
https://ec.europa.eu/social/BlobServlet?docId=25102&langId=en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12/t20211221_1825520.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1-11/03/content_5648587.htm
https://www.missoc.org/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21/12/guidelines-on-providing-social-protection-to-digital-platform-workers
https://eige.europa.eu/publications/artificial-intelligence-platform-work-and-gender-equality-report
https://esip.eu/images/pdf_docs/Updated_ESIP_study_on_social_security_coverage_of_platform_workers_03122021.pdf
https://www.ilo.org/asia/publications/WCMS_83113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information-resources/WCMS_837246/lang--zh/index.htm
https://ww1.issa.int/analysis/social-security-responses-covid-19-pandemic-asia-and-pacific
https://www.oecd-ilibrary.org/finance-and-investment/pensions-at-a-glance-2021_ca401ebd-en
https://www.oecd-ilibrary.org/finance-and-investment/pensions-at-a-glance-2021_ca401ebd-en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jobs_and_social_protection_sept_2021.pdf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category/news/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89&langId=en&furtherNews=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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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改善生活和就业条件基金会平台经济数据库 

美国社会保障管理总署关于近期发展的国际更新  

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护平台 (social-protection.org)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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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快报中阐述的观点不代表欧盟观点 

本项目由欧盟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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