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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确定！ 社保将迎来 6 大新变化

退休人员养老金涨多少下月底揭晓
国务院近日印发 《关
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
点工作分工的意见》，指明
44 项重点工作的分工责
任及完成时限。 其中，有 6
项社保相关政策明确了时
间安排。
这意味着， 你我的社
保将迎来多种新变化、获
得多项新福利。
退休人员养老金涨多少？ 4 月底前揭晓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 什么时候能上涨？ 涨多少？《意见》明确，4 月底前出台
相关政策。
2020 年养老金发放水平提高， 让 1.2 亿人得到了实
惠。 今年继续上调退休人员待遇， 养老金将实现连续 17
年上涨。 涨幅多大，答案即将揭晓。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央财政对养老基金的
补助力度还在持续加大。 养老金累计结余 4.7 万亿元，预
计 2021 年养老基金收支相抵后略有结余，未来养老金发
放有保障。

个人养老金制度啥样？ 9 月底前“亮相”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对
于这项工作，《意见》要求，9 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包括国家税收等政策支持的个
人养老金和市场化的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两部分。 其
中，个人养老金制度还没有出台。
关于个人养老金制度，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总的
考虑是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
上给予支持、资金市场化投资运营。
业内人士表示， 其主要目的是变百姓储蓄养老为投
资养老，通过市场长期投资运营和长期领取养老金安排，
实现个人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进入四月， 一批涉及生活各方
面的新规落地。

小规模纳税人，税费优惠
延续

三类行业入手，接下来政策将明确具体的筹资方式、保障
情形、待遇项目以及对应的待遇标准等。

放开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9 月底前推出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 今年要推动放开在就业地
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 《意见》明确，9 月底前出台相
关政策。
根据权威统计，全国已有 2 亿左右灵活就业人员。 目
前大部分城市已经放开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
制，特别是省内城乡户籍限制已基本取消。 不过，仍有部
分超大城市要求必须拥有本地户籍，才能在就业地参保。
“主要是部分一线超大城市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
水平比较高，如果完全放开参保户籍限制，将给当地带来
较大财政支出压力。 今年继续对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
补贴，同时推动放开参保的户籍限制，将成为稳就业、保
民生的重要举措。 ”业内专家说。

居民医保人均补助增 30 元

5 月底前出政策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 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增加 30 元和 5 元。
《意见》要求，此项工作 5 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按此计算， 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上调后
将达到每人每年 580 元， 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 40 元，
达到每人每年 320 元；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
补助标准上调后将达到每人每年 79 元。

新业态职业伤害咋保障？ 6 月底前明确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
态，加快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意见》要求 6 月底前
出台相关政策。
互联网平台经济催生大量新型就业岗位， 同时去雇
主化、劳动关系灵活化的特征，也使得外卖骑手等新业态
从业者无法获得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的保障。
人社部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已经初步
形成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模式的思路。
据相关专家介绍，试点拟从外卖、网约车、即时递送

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2022 年底前全覆盖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到明年年底前每个县至少要确
定 1 家定点医疗机构， 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意见》安排，这项工作 2022 年 12 月底
前完成。
今年 2 月，我国新增 15 个省区作为普通门诊费用(不
含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试点。目前全国已有 27 个省
份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运行。
（新华社）

我省 4 月启用全国统一“学法减分”平台
近日从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3 月 30 日 0 时
停止四川平台“学法减分”登记，3 月 31 日 21 时全面关停
四川平台“学法减分”所有业务，4 月 1 日 0 时正式启用全
国统一平台。
2020 年 3 月 1 日，我省作为全国三个试点省（市）之
一，率先上线了四川版“学法减分”网上学习平台（以下简
称“四川平台”），平台运行以来得到了广大驾驶人的拥护
和支持。 截至今年 3 月，已有 231 万人次实现减免交通违
法记分，避免了“一罚了之”以及由此导致的管理问题，探
索出更加有效的引导、教育方式。
与此同时，公安部交管局在四川、重庆、深圳前期试
点的基础上，组织研发了全国统一版互联网“学法减分”
平台 （以下简称“全国统一平台”）， 该平台依托“交管
12123”APP 运行。 目前，上海、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市）
先后投入运行。
针对四川版和全国统一版的异同问题，记者了解到，
四川平台和全国统一平台的减分规则、申请条件、学习考
试方式、学习考试大纲等政策性规定都是相同的，但全国

统一平台依托“交管 12123”APP 运行，四川平台依托“四
川公安交警公共服务平台”APP 运行。
四川平台和全国统一平台依托不同的 APP 运行，平
台切换后， 四川平台的数据无法全部迁移至全国统一平
台。
因此，有三个事项需要特别注意。 首先，已在四川平
台登记，但未在 3 月 31 日 21 时前完成学习和考试的，平
台切换后，全国统一平台无法继承原登记信息，需在全国
统一平台重新登记、学习和考试。 其次，3 月 31 日 21 时前
已在四川平台完成学习，但未考试的，平台切换后，全国
统一平台不记录相关学习（包括学时等）信息，需要重新
登记、学习并考试。
除此之外，系统切换后，全国统一平台只记录已在四
川平台完成学习考试并成功减分的分值。 如：某驾驶人一
个记分周期已在四川平台减免 2 分，则根据“一个记分周
期内，驾驶人可多次申请学法减分，但每人最多减 6 分”
的规定，平台切换后，该驾驶人可在全国统一平台最多再
（华西）
减免 4 分。

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
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
政策的公告》。《公告》明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
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规定的税收
优惠政策， 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其中，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湖北省同
全国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样，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
的应税销售收入， 减按 1%征收率征
收增值税； 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
值税项目， 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
税。

这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的处理基金补贴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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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等四部门
联合印发 《关于调整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基金补贴标准的通知》，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其中，14
寸及以上且 25 寸以下阴极射线管
电视机每台补贴 40 元， 单桶洗衣
机、 脱水机 （3 公斤 < 干衣量≤10
公斤）每台补贴 25 元，整体式空调器、分体式
空调器、一拖多空调器（含室外机和室内机）
（制冷量≤14000 瓦）每台补贴 100 元。

六项措施便利老人出入境证件办理
国家移民管理局从 2021 年 4 月 1 日起，
实施 6 项便利老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新举
措。①设置老年人等需扶助群体窗口，老年人
可不经网上预约直接到出入境办证大厅窗口
办理业务；②便利老年人使用办证自助设备，
加强出入境办证大厅自助设备人工引导服
务；③60 岁（含）以上老年人申办普通护照、
往来港澳通行证或往来台湾通行证， 可直接
复用 5 年内曾办理过的出入境证件照片或居
民身份证照片；④提供多种证照费缴纳方式；
⑤升级改造出入境政务服务平台， 增加亲友
代办等适合老年人网上办事功能， 优化操作
界面，增设大字体、大按钮页面展示；⑥开通
政务服务平台证件速递服务， 为老年人等广
大群众提供证件速递、邮费支付、全程速递信
息查询等便民服务。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不得随车
提供驾驶劳务
交通运输部制定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
服务管理办法》，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不得随
车提供驾驶劳务。 机动车使用性质登记为租
赁的小微型客车不得擅自用于道路运输经
（中国政府网）
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