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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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中国社会保障政策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最新调整 

2022 年 5 月 16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财政部发布《关于 2022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人社部发〔2022〕27 号），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调整比例按

照 2021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4%确定，调整方法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并实

现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调整办法统一。查看更多。 

 

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政策进一步扩大 

2022 年 5 月 31 日，人社部等四部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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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阶段性缓

缴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在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 5 个特困行业基础上，再

增加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 17 个其他特困行业。缓缴扩围行业所属困难企业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的单位缴

费部分。通知还提出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支持力度，简化企业申报流程等。查看更多。7 月 2 日，国家医疗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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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tjsj/202207/t20220727_479386.html
http://www.nhsa.gov.cn/art/2022/8/4/art_7_8815.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yanglao/202205/t20220526_450148.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yanglao/202205/t20220526_450148.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yanglao/202205/t20220531_451044.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2-06/01/content_56933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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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局）等部门下发《关于阶段性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的通知》，对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性缓缴职工医保

单位缴费政策。 

根据人社部 2022 年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半年减收缓缴 715 亿元失业保险费，全国共向 584 万户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

岗资金 331 亿元，向 620 万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待遇 402 亿元。今年以来，失业保险新增支持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

所有参保企业以及未出现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 5 个特困行业参保企业的留工补助政策。目前，全国已向 195 万户企业发

放留工补助资金 87 亿元。查看更多。 

畅通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渠道，保障参保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2022 年 6 月 30 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扎实做好失业保险待遇发放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2〕27 号），

要求各地建立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渠道信息推送机制，使参保失业人员最大化知晓申领方式；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建立失业

保险待遇直发模式；健全审核结果及时反馈机制；持续提升失业保险经办服务便捷性等。通知要求实现失业人员仅凭身

份证或社保卡即可申领失业保险待遇；对失业人员领金期间从事灵活就业的，不得停发失业保险待遇。 

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推动大学生就业 

2022 年 7 月 25 日，人社部、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厅

发〔2022〕4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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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招用符合条件的普通高校毕业

生，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 1 个月以上的企业，可以按每招用 1 人不超过 15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

补助。政策执行至 2022 年 12 月底。 

特定养老储蓄试点启动 

为丰富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产品供给，2022 年 7 月 15 日，中国银保监会和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开展特定养老储蓄试点工

作的通知》。《通知》明确，由工、农、中、建四家大型银行在合肥、广州、成都、西安和青岛五个城市开展特定养老

储蓄试点，单家银行试点规模不超过 100 亿元。试点自 2022 年 11 月 20 日起，期限为一年。 

 

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继续提高 

2022 年 7 月 8 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医保发〔2022〕20 号），要求各级财政继续加大对居民医保参保缴费补助力度，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新增 30 元，达到

每人每年不低于 610 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 30 元，达到每人每年 350 元。中央财政继续按规定对地方实施分档补

助，放开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合理提高居民医保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切实支持三孩

生育政策等。查看更多。 

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2022 年 8 月 17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国

卫人口发〔2022〕26 号），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社会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提出 20 项具

体举措。在生育保险方面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未就业

妇女通过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享受生育医疗待遇。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

费），保障其生育权益，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等。查看更多。 

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 

http://www.nhsa.gov.cn/art/2022/7/2/art_37_8356.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fbh/202207/t20220722_478907.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shiye/202207/t20220726_479273.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shiye/202207/t20220728_479507.html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64272&itemId=925&generaltype=0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64272&itemId=925&generaltype=0
http://www.nhsa.gov.cn/art/2022/7/8/art_104_8398.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7/13/content_5700784.htm
http://www.nhsa.gov.cn/art/2022/8/17/art_104_8860.html
http://www.scio.gov.cn/m/xwfbh/gbwxwfbh/xwfbh/wsb/Document/1728848/17288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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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 日，民政部、财政部下发《关于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增发一

次性生活补贴，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可为临时生活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同时，对于对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

复工、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的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未纳入低保范围的，经

本人申请，由务工地或经常居住地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帮助其渡过生活难关。 

 

中国社保经办 

医疗保险跨省异地直接结算工作不断完善 

截至2022年4月底，全国已有74个统筹地区启动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

排异治疗等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查看更多。7月26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

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22〕22号），破解跨省异地就医备案、结算

和协同三大难题。查看更多。 

 

地方政策 

北京对参保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实施养老保险费缓缴 

2022 年 5 月 13 日，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自愿暂缓缴

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有关工作的通告》，明确在北京市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

业人员，如缴纳 2022 年度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可自愿申请缓缴。申请缓缴或恢复缴费均已实现线上办理。查看

更多。 

 

江西统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办法 

 

江西省出台全省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办法，明确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从对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参保对象一次性发放不低于 1000 元的丧葬补助金。补助对象范围有两类：符合待遇领取条件并在领取养老金期间死亡

的和按规定已连续缴费 5 年及以上并在缴费期间死亡的参保人员，探索将在缴费期间死亡的参保人员纳入补助对象范围。

查看更多。 

 

 

欧盟政策 

创新性工作形式与劳动力市场适应性：欧盟成员国将关于透明且可预测的工作条件的指令转化为国家法律 

欧盟要求其成员国于2022年8月1日前将关于透明且可预测的工作条件的指令转化为国家法律。该指令向欧盟1.82亿工

人提供更加广泛的最新劳工权利和保护。根据新规定，工人，特别是从事创新性工作形式的工人，有权获得更多关于其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6/07/content_5694436.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2-05/19/content_5691347.htm
http://www.nhsa.gov.cn/art/2022/7/26/art_104_8629.html
http://www.nhsa.gov.cn/art/2022/7/26/art_104_8629.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8/22/content_5706304.htm
http://fgw.beijing.gov.cn/fgwzwgk/zcgk/qtwj/202206/t20220609_2733219.htm
http://fgw.beijing.gov.cn/fgwzwgk/zcgk/qtwj/202206/t20220609_2733219.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2-05/14/content_5690467.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2-05/14/content_5690467.htm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22/6/2/art_5115_3982004.htm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9L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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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条件的预测，例如任务分配和工作时间。同时，他们也有权及时获得更完整的岗位基本信息，例如工作地点、薪酬

和社会保护。查看更多。 

欧盟将披露促进欧盟社会保障权益跨境验证ESSPASS 项目首批成果 

欧洲社会保障通行证（ESSPASS）试点项目的首批成果预计将在 2022 年披露。该数字解决方案由欧盟委员会于 2021 

年推出，旨在探索数字解决方案促进在欧盟成员国间社会保障权益跨境验证的可行性。目前处于试点阶段的解决方案利

用了区块链技术。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当局共同创建了一个欧盟范围的区块链平台，称为欧洲区块链服务基础设施

（EBSI）。这是一个由相互连接的节点组成的对等网络，每个节点由成员国当局运营。根据第一阶段的结果，预计在 

2022/2023 年试行其他程序（特别是欧洲健康保险卡的数字化）。查看更多。 

 

国际政策 

奥地利批准长期护理改革 

2022 年 7 月 14 日，奥地利议会批准了一项长期护理（LTC）改革。改革主要针对三大方面采取措施：LTC 员工培训、

LTC 的工作条件，以及照看亲属的财务状况。查看更多。 

瑞典新设机构，管理积累制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投资选择 

6月20日，瑞典新设独立机构——基金选择局（Fondtorgsnämnden)，并于2022年下半年启用。新机构负责挑选和监

督供实账积累制基本养老金计划（premium pension） 成员使用的养老基金。查看更多。瑞典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组成

包括：名义账户制（NDC）养老金、实账积累制基本养老金、保障养老金（guaranteed pension）和社会救助津贴。

其中，实账积累制基本养老金计划是具有强制性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是对NDC养老金计划的补充，范围覆盖雇员和自雇

人员。目前，凡满足一定基本要求且已在瑞典养老金管理局注册的养老基金均可提供给实账积累制基本养老金成员。查

看更多。 

西班牙扩大措施以保护最弱势群体 

6月25日，西班牙内阁部长会议批准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为低收入群体提供200欧元补贴，将非缴费型养老金上调15%

以缓冲乌克兰战争导致燃油和食品价格上升造成的影响，以保护最弱势群体。查看更多。 

英国就业与养老金委员会就自动参加养老保险缴费和零工经济从业人员及自雇人员的养老金情况展开审查 

2022 年 6 月 15 日，就业与养老金委员会召开会议，在养老金委员会成立 20 年后，审查英国的养老金体系是否仍然适

合目标，并调查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来扭转自雇人员养老金储蓄下降的趋势，确保为零工经济中的雇主和工人提供自动注

册。查看更多。7月26日，新的政府指导将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他们了解适用于零工经济从业人员的就

业权利。查看更多。 

英国养老基金—绿色投资 

英国就业与养老金部（DWP）目前正与行为洞察团队（BIT）、英杰华集团（Aviva，英国最大保险集团）、智慧养老

金（数字养老金服务商）和哈格里夫斯-兰斯多恩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合作 , 为超16万养老金计划成员提供“推力”，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furtherNews=yes&newsId=10338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newsId=10341&furtherNews=yes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newsId=10347&furtherNews=yes
https://www.pensionsmyndigheten.se/om-pensionsmyndigheten/for-fondbolag/for-fund-managers
http://www.sou.gov.se/wp-content/uploads/2021/02/FAQ_v0.3-version-1.0-final_eng_slutlig.pdf
http://www.sou.gov.se/wp-content/uploads/2021/02/FAQ_v0.3-version-1.0-final_eng_slutlig.pdf
https://www.lamoncloa.gob.es/lang/en/gobierno/councilministers/Paginas/index.aspx
https://www.lamoncloa.gob.es/lang/en/gobierno/councilministers/paginas/2022/20220625_council-extr.aspx
https://committees.parliament.uk/committee/164/work-and-pensions-committee/news/171442/work-and-pensions-committee-to-examine-autoenrolment-pension-contributions-and-pensions-for-gigeconomy-and-selfemployed-worker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mployment-status-and-employment-right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guidance-brings-clarity-on-employment-status-for-workers-and-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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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他们投资可持续性更强的养老金计划，或进一步了解其所参与的养老金计划的可持续性。此外，政府在早些时候宣

布，要求从今年十月起，监测并发布养老金计划投资如何支持《巴黎协定》中的气候变化目标。2021年，英国成为首

个在法律上要求养老金受托人评估并发布气候变化引发的金融风险的国家。查看更多。 

瑞士将投票决定女性退休年龄 

瑞士将于9 月就改革老年保障制度进行公投，将女性的退休年龄从 64 岁提高到 65 岁。 “老年保障 2020” 提案

（2017年被否决的提案）提议向所有养老金领取者提供长期补偿，而新提案“养老金 21”中提出的任何补偿措施只针

对一代女性。大多数经合组织（OECD）国家实行男性和女性同龄退休，且许多国家正在提高所有人的退休年龄。查看

更多。 

葡萄牙社会保障数字化转型 

6月18日，葡萄牙政府通过了社会保障数字化转型方案（CLIC），该方案构成政府恢复和复原计划的部分内容。查看更

多。 

 

出版物 

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2022a, 探索欧洲低碳能源政策面临的社会挑战 

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 2022b，关于生活、工作和新冠肺炎的第五轮电子调查：生活在不确定的新时代  

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 2022c, 加强社会对话，迈向绿色、数字化转型：背景文件 

欧盟委员会 2022,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质量管理”专题论文 

欧洲议会 2021, 改善平台工人工作条件 — 关于国家、地区和地方对欧盟委员会倡议的立场的立法前综述 

国际劳工组织 2022a, 集体谈判能否为零工经济带来体面工作？ 国际劳工组织《2022年社会对话报告: 以集体谈判促进

包容、可持续且有弹性的复苏》  

国际劳工组织 2022b, 让家政工人切实享有社会保障权利： 关于政策趋势、统计数据和扩面策略的国际观察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2022a,  数字化运营韧性 – 保护社会保障数据与运行的策略和方法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2022b, 关于社会保障数字包容的报告 

经合组织 2022，采取收入支持措施，缓解燃油和能源成本上涨造成的影响.  为什么政府应该在能源价格高企的情况下

提供支持 

Spasova S, & Regazzoni P 2022,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自雇人员和非标准就业人员的收入保护（免费获取） 2022年6

月17日, 国际社会保障评论 - Wiley Online Library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new-uk-trial-seeks-to-nudge-people-into-making-greener-pension-choices/
https://www.swissinfo.ch/eng/women-s-retirement-age-to-be-voted-on-again/47780714
https://www.swissinfo.ch/eng/women-s-retirement-age-to-be-voted-on-again/47780714
https://www.portugal.gov.pt/pt/gc23/comunicacao/noticia?i=governo-apresenta-clic-programa-de-transformacao-digital-da-seguranca-social
https://www.portugal.gov.pt/pt/gc23/comunicacao/noticia?i=governo-apresenta-clic-programa-de-transformacao-digital-da-seguranca-social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publications/other/2021/exploring-the-social-challenges-of-low-carbon-energy-policies-in-europe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publications/report/2022/fifth-round-of-the-living-working-and-covid-19-e-survey-living-in-a-new-era-of-uncertainty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publications/customised-report/2022/reinforcing-social-dialogue-in-the-context-of-the-move-towards-the-green-and-digital-transitions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105&newsId=10268&furtherNews=yes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1/698839/EPRS_BRI(2021)698839_EN.pdf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842807/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842807/lang--en/index.htm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RessourcePDF.action;jsessionid=doTFtp4mjb-ei07iODUMpemHlX2xz0jR65lD4G3OHh3NVxKdRAvA!-1287977132?id=57814
https://ww1.issa.int/node/235879
https://ww1.issa.int/news/report-digital-inclusion-social-security
https://www.oecd.org/ukraine-hub/policy-responses/why-governments-should-target-support-amidst-high-energy-prices-40f44f78/
https://www.oecd.org/ukraine-hub/policy-responses/why-governments-should-target-support-amidst-high-energy-prices-40f44f78/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issr.12292


6 
 

信息来源 

国际养老金政策 

欧盟就业、社会事务和包容总司 

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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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快报阐述的观点不代表欧盟观点。 

 

 

 

                         本项目由欧盟资助 

https://www.pens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category/news/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89&langId=en&furtherNews=yes
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mk/data/platform-economy/records?combine=social%20protection&field_pleco_platforms_tid=All&field_pleco_platform_sectors_tid=All&field_pleco_countries_tid=All&field_pleco_work_typologies_tid=All&field_pleco_record_types_tid=All&field_pleco_organisations_tid=All&field_pleco_languages_tid=All&field_pleco_methodologies_tid=All&field_pleco_availability_tid=All
https://www.ssa.gov/policy/docs/progdesc/intl_update/2021-10/index.html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ShowPublications.action
https://ww1.issa.int/media-monitor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projects/WCMS_724100/lang--zh/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