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保基金运行安全 参保人员社保将按时足额发放

■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璐影

沪减免企业三项社保单位缴费部分

“减”“降”“调”“缓”，市医保局采取4项举措减轻企业负担

医保费减征，不会影响职工医保待遇

本报讯 记者从昨天召开

的上海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 ， 上海将尽最大可
能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

保险 、 失业保险 、 工伤保险
的单位缴费部分 ， 预计此项
减免政策今年将为企业减负

约 530 亿元 。

三项社会保险减免
企业可减负530亿元

纾解企业困难 ， 推动企业
有序复工复产， 支持企业稳定
和扩大就业， 本市出台了系列
社保减负措施， 大幅减轻企业
负担。

据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副局长费予清介绍， 根据国家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

统一部署， 经市政府同意， 在
国家政策框架内， 尽最大可能
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以下简
称三项社会保险） 的单位缴费
部分。

本市从今年 2 月起 ， 阶段
性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的单

位缴费部分， 一是对中小微企
业及按单位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从今年 2 月到 6 月， 免征三项
社会保险的单位缴费； 二是对
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 （包
括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
等各类社会组织）， 从今年 2 月
到 4 月， 减半征收三项社会保
险的单位缴费部分。

此外， 机关事业单位 （含
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单

位）、 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
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属于本

次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的实施范围 。 根据初步测算 ，
预计此项减免政策今年将为企

业减负约 530 亿元。
据悉， 本市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的政策

将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到期 。

根据国家要求， 本市将延续执
行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

保险费率的政策， 即失业保险
继续执行 1%的缴费比例； 一类
至八类行业用人单位工伤保险

基准费率， 继续在国家规定的
行业基准费率基础上下调 20%。
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7.3万户参保单位
延缴报备工作已完成

据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副局长费予清介绍， 根据 《上
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

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 （即 “沪 28 条”）， 本市已
出台若干社保减负政策。

一是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 今年将继续对不裁员、
少减员、 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
返还单位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

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 。
预计今年将会有约 14 万家用人
单位受益。

二是调整职工社会保险缴

费年度。 从今年起将本市职工
社会保险缴费年度的起止日期

调整为当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 ， 2020 年社保缴费基
数调整将推迟三个月。

三是可延长社会保险缴费

期。 因受疫情影响， 对本市社
会保险参保单位、 灵活就业人
员和城乡居民未能按时办理参

保登记、 缴纳社会保险费等业
务的， 允许其在疫情结束后补
办。 参保单位逾期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 在向本市社保经办机
构报备后， 不收取滞纳金， 不
影响参保职工个人权益记录 ，
相关补缴手续可在疫情解除后

3 个月内完成 。 截至目前 ， 市
社保中心已完成 7.3 万户参保
单位的延缴报备工作。

费予清表示， 上述各项政
策， 除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
工伤保险费率为延续政策外 ，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推迟调整

社保缴费基数三项新政将合计

减轻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负担约

624 亿元。

企业社保费
暂缓申报缴纳

本市社保缴费年度从今年

起调整为当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较往年推迟 3 个月，
企业后续要办理什么手续，什么
时候办理？

据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副局长费予清介绍， 受疫情影
响，自 2020 年起，本市职工社会
保险缴费年度起止日期调整为

当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推迟 3 个月。参保单位上年
度工资性收入申报工作也将一

并顺延。今年计划 3 月中下旬启
动 2019 年度参保单位工资性收
入申报工作， 具体时间将通过
“上海人社 ”APP、“上海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和“上海社保”微信
公众号发布，市社保中心也将同
步向所有参保企业寄发书面通

知，告知相关办理流程和有关事
宜。届时，参保企业可登录“上海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自助经

办 系 统 ” （http://zzjb.rsj.sh.gov.
cn/zzjbdl/），完成企业上年度平
均工资和职工上年度工资性收

入的申报。市社保中心将根据企
业申报的信息，核定职工新一年
度的缴费基数，自 7 月 1 日起开
始执行。

同时，费予清强调，本市社
保费征收实行的是 “当月申报，
次月缴费”， 单位 2 月份应缴纳
的社保费将在 3 月份进行申报
缴纳，因此不存在退还 2 月份社
保费的问题。

他表示，本市阶段性减免社
保费的政策刚刚出台，企业划型
工作将有序开展，社保信息系统
也将抓紧调整完善。为不增加企
业事务性负担，市社保中心已采
取措施，在相关配套工作完成以
前，暂缓企业社保费的申报缴纳
工作等相关配套工作完成以后，
再办理企业非减免部分的申报

缴纳，最大程度方便企业。
“我们也再次提醒各参保单

位知晓， 留心关注后续公告、通
知，待本市企业社保费申报缴纳
工作恢复后，按规定及时申报并
足额缴纳。”费予清说。

推进社保办事
“不见面”服务

据费予清介绍，为保障企业
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确保参保对
象的社保权益，市社保中心不断
优化社保经办服务，提升经办服
务效能。大力推进社保办事“不
见面”服务。积极通过本市“一网
通办”平台、“上海人社”APP、微
信公众号等载体引导网上、掌上
办事服务，尽可能实现缴费业务
网上办理，待遇申领业务预约办
理， 社会保险权益记录线上查
询。

疫情防控期间，对于参保单
位、个人提交的经办材料存在缺
失的，允许其通过“先办后补”、
书面承诺等方式先行办理，保障
参保人员的权益。 及时做好养
老、工伤、遗属等待遇的核定，确
保各类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

发放。疫情防控期间，用人单位
或参保人员未能及时办理相关

待遇申领手续的，经审核后符合
条件的按规定予以补发待遇。

本市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

政策出台后， 为不增加企业事务
性负担， 市社保中心已采取措施，
包括对信息系统做相应的调整，
同时暂缓政策实施准备期内企业

社会保险费的申报缴纳工作。

参保人员社保
将按时足额发放

国家出台企业社保缴纳的

减免政策力度较大，在基金减收
这么大的情况下，本市财政部门
又将采取哪些措施增强基金的

可持续性呢？
对此，市财政局副局长金为

民介绍，目前本市社会保险制度
运行总体良好 ，2019 年基金总

收入 4931.6 亿元， 支出 4435.9
亿元， 当期结余 495.7 亿元，累
计结余 5456.4 亿元。 这次出台
的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和本

市前期已出台的社保减负措施，
预计共为本市企业减负近 900
亿元。

金为民表示， 从短期看，基
金收入有所减少， 但是中长期
看，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有利于
进一步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收
入形势也会随着企业效益改善

而逐步好转，阶段性减免社保缴
费政策对基金的影响总体上是

可控的， 社保基金运行是安全
的。

“为了贯彻落实好阶段性减
免社保缴费政策，前期，我们会
同相关部门做了充分研究，制定
了相关预案。”金为民说。

金为民表示，目前本市社保
基金有一定的结余量 ， 截至
2019 年底， 企业养老累计结余
约 2276.3 亿元， 职工医保累计
结余约 2825.5 亿元， 有能力支
撑阶段性减免措施，支持企业发
展。“阶段性减免措施实施后，我
们将确保参保人员的社保待遇

不受影响， 并按时足额发放。”
他说。

他同时表示， 为增强基金
的可持续性， 将国有资本经营
收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

从 2019 年 28%提高到 2020 年
30%， 用于补充社保基金。

此外，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
规定， 研究划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 促进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和完善， 增强制
度的可持续性。

“下一步， 我们将积极配合
相关部门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金为民说。 一是细化减免社保
缴费等有关减轻企业负担的政

策和措施， 确保各项政策尽快
落地见效。 二是做好分析研判，
跟踪重点行业、 重点群体就业
形势变化， 结合实际情况及时
调整完善现行政策措施。 三是
做好资金保障， 支持落实好疫
情防控期间各项政策措施。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璐影）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上
海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 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市医保局采取了 4 项举措来减
征职工医保费用。 同时， 此举
也不会影响到市民正常的医保

待遇。

4大举措
减轻企业负担

据市医保局副局长张超介

绍，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 按照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阶段
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

指导意见》， 本市将在前期已推
出阶段性降低职工医疗保险单

位缴费费率 0.5 个百分点的政
策基础上， 进一步采取阶段性
减征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措施 ， 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
支持企业抗疫情、 稳发展。 本
市医保部门迅速落实减征职工

医保费政策， 采取了 “减、 降、
调、 缓” 4 项举措。

“减”， 即 2020 年 2—6 月，
按国家规定的最长减征时限 ，
对本市企业实行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费减半征收 。 具体来讲 ，
本市现行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单位缴费

费率为 10.5%， 2-6 月份企业按
减半后 5.25%的费率缴费 。 据
测算， 此项措施预计可减轻企
业负担约 210 亿元。

“降”， 即继续执行本市阶

段性降低职工医疗保险单位缴

费费率 0.5 个百分点政策 。 在
国家规定减征时限期满后 ，
2020 年 7—12 月， 企业可继续
享受阶段性降费 0.5 个百分点
的减负政策。 据测算， 此项措
施预计可再减轻企业负担约 30
亿元。

“调”， 即此前已经发布的
职工医保年度与社保缴费年度

同步调整到当年 7 月 1 日至次
年 6 月 30 日 ， 2019 年职工医
保年度从 4 月 1 日顺延 3 个月。
医保缴费基数推迟调整 3 个月，
也可以减少企业缴费负担约 33
亿元。

“缓”， 即和人社部门一道，
对符合规定的企业允许缓缴包

括医疗保险费在内的社会保险

费， 且不收滞纳金， 不影响参
保职工医保待遇。

参保人员
医保待遇不降低

据张超介绍， 本市职工医
保制度运行多年， 总体基金收
支情况良好， 即使推出了上述
减征措施， 经过认真测算评估，
参保人员医保待遇不会受到影

响。
张超表示， 从参保人员角

度来看， 我们统筹兼顾了企业
扶助政策和参保人员的基本医

疗保障要求。 支持企业抗疫情、
稳发展的同时， 也要服务疫情
防控和日常医疗保障， 确保所
有参保人员的医保待遇不降低。

从医保基金角度来看 ， 我
们统筹兼顾了疫情防控阶段性

要求和医疗保障可持续发展 。
坚持量力而行、 尽力而为， 既
要帮助企业克服阶段性困难 ，
又要确保医保基金对于基本医

疗服务的持续稳定投入。 阶段
性减征降费不会影响本市医保

基金健康稳定运行的基本态势。
从企业角度来看 ， 既按照

国家规定的减征最长时限， 于
2—6 月执行减半征收， 又按照
市委 、 市政府的部署 ， 于 7—
12 月继续实施职工医保阶段性
降费政策 。 同时 ， 本市医保 、
财政、 社保密切协同， 优化经
办流程 ， 医保 、 养老 、 失业 、
工伤相关政策举措将一并操作

落实， 尽可能方便企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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