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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國家⼈社部與地⽅政府出臺新規定 

• 2020年1⽉23⽇⼈社部函〔2020〕11號 

   關於因履⾏⼯作職責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醫護及相關⼯作⼈員有關保障問題的通知 

• 2020年1⽉24⽇⼈社廳發明電[2020]5號 

   關於妥善處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勞動關係問題的通知 

• 2020年1⽉25⽇粵⼈社明電[2020]13號 

    關於積極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做好勞動關係相關⼯作的通知 

• 2020年1⽉26⽇〔2020〕1號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延⻑2020年春節假期的通知 

• 2020年1⽉28⽇廣東省⼈⺠政府 關於企業復⼯和學校開學時間的通知 

• 2020年2⽉7⽇⼈社部發〔2020〕8號 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穩定勞動關係⽀持企業復⼯復產的意⾒ 

• 2020年2⽉20⽇⼈社部發﹝2020﹞11號 關於階段性減免企業社會保險費的通知 

• 2020年2⽉21⽇醫保發〔2020〕6號 關於階段性減徵職⼯基本醫療保險費的指導意⾒ 

• 2020年3⽉18⽇國辦發〔2020〕6號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強化穩就業舉措的實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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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患者，是否認定為⼯傷？ 

• 人社部函〔2020〕11號：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預防和救治⼯作中，醫護及相關⼯作⼈員因
履⾏⼯作職責，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或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死亡的，應認定為
⼯傷，依法享受⼯傷保險待遇。（補：2020年3⽉3⽇國發明電〔2020〕8號 關於全⾯落實疫情防控⼀線
城鄉社區⼯作者關⼼關愛措施的通知）

•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職⼯有下列情形之⼀的，視同⼯傷：
（⼀）在⼯作時間和⼯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 
（⼆）在搶險救災等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動中受到傷害的；

• 新冠病毒肺炎診斷與治療特點：「兩難」與「兩⻑」      界定難點：⼯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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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期間企業停⼯停產，⼯資如何發放？ 

• ⼈社廳發明電[2020]5號：企業停⼯停產在⼀個⼯資⽀付週期內的，企業應按勞動合同規定的標準⽀付職⼯⼯資。超過⼀
個⼯資⽀付週期的，若職⼯提供了正常勞動，企業⽀付給職⼯的⼯資不得低於當地最低⼯資標準。職⼯沒有提供正
常勞動的，企業應當發放⽣活費，⽣活費標準按各省、⾃治區、直轄市規定的辦法執⾏。 

• 粵人社明電[2020]13號粵人社明電[2020]13號：---企業沒有安排職⼯⼯作的，應當按照不低於當地最低⼯資標準的80%。

上述5號和13號⽂件政策，仍執⾏1994年原勞動部《⼯資⽀付暫⾏規定》第12條、《廣東省⼯資⽀付條例》第39
條、《深圳市員⼯⼯資⽀付條例》第28條的規定

•廣東⼈社廳官⽅解答
問：2020年春節假期延⻑假期間⼯資待遇如何確定？
答：按照國務院辦公廳1⽉26⽇《關於延⻑2020年春節假期的通知》要求，延⻑2020年春節假期⾄2⽉2⽇。在春節假期延⻑假期間（1⽉31
⽇、2⽉1⽇、2⽉2⽇），企業安排勞動者⼯作⼜不能安排補休的，按照不低於勞動者本⼈⽇或⼩時⼯資的200%⽀付⼯資報酬。
問：我省延遲復⼯期間⼯資待遇如何確定？
答：按照1⽉28⽇《廣東省⼈⺠政府關於企業復⼯和學校開學時間通知》要求，除特殊情形外，本⾏政區域內各類企業復⼯時間不早於2⽉9
⽇24時。2⽉3⽇⾄9⽇未復⼯期間，根據《廣東省⼯資⽀付條例》、⼈社部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勞
動關係問題的通知》（⼈社廳明電[2020]5號）關於停⼯、停產期間⼯資⽀付相關規定，企業應當按照勞動合同規定的標準⽀付勞動者⼯資。
     符合規定不受延遲復⼯限制的企業，在此期間安排勞動者⼯作的，應當依法⽀付勞動者⼯資。其中，企業在休息⽇安排勞動者⼯作⼜不
能安排補休的，按照不低於勞動者本⼈⽇或⼩時⼯資標準的200%⽀付⼯資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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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期間企業停⼯停產，⼯資如何發放？ 

春節假期 春節假延期三天

2020.1.30 2020.2.2

   休息-⽆⼯資 正常⼯作时间⼯資

提供（正常）勞動

OR無勞動（待崗）

復 
⼯ 
復 
產

 原規定

年休假

正常⼯資

⼀個⼯資⽀付週期

⼯資協商

OR⽣活費

停   ⼯   停   產

復⼯復產前，勞動關係的解除或終⽌？

復⼯復產前，隔離員⼯⼯資如何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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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疫情下員⼯因政策隔離不能上班，考勤如何定性？ 

• 人社廳發明電[2020]5號：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密切接觸者在其隔離治
療期間或醫學觀察期間以及因政府實施隔離措施或採取其他緊急措施導致不能提供正常勞動的
企業職⼯，企業應當⽀付職⼯在此期間的⼯作報酬——- 

• 粵人社明電[2020]13號：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密切接觸者在其隔離治療
期間或醫學觀察期間以及因政府實施隔離措施或採取其他緊急措施導致不能提供正常勞動的職
⼯，企業應當視同提供正常勞動並⽀付職⼯正常⼯作時間⼯資。 

• 粵人社明電[2020]13號：對於因疫情未及時返粵復⼯的職⼯，經與職⼯協商⼀致，企業可以優先
考慮安排職⼯帶薪年休假。其中，職⼯累計⼯作已滿1年不滿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滿10年不
滿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滿20年的，年休假15天。職⼯在帶薪年休假期間享受與正常⼯作期
間相同的⼯資收⼊。

•考勤定性——全勤？病假？事假？曠⼯？

• 《傳染病防治法》第41條第2款規定，被隔離⼈員有⼯作單位的，所在單位不得停⽌⽀付其隔離期間的⼯作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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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疫情期間如何處理勞動關係解除與終⽌？ 

• 人社廳發明電[2020]5號：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密切接觸者在其隔離治療期間或醫學觀察
期間以及因政府實施隔離措施或採取其他緊急措施導致不能提供正常勞動的企業職⼯，企業應當⽀付職⼯在此期間
的⼯作報酬，並不得依據勞動合同法第四⼗條、四⼗⼀條與職⼯解除勞動合同。在此期間，勞動合同到期的，分別
順延⾄職⼯醫療期期滿、醫學觀察期期滿、隔離期期滿或者政府採取的緊急措施結束。

• 《勞動合同法》第四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的，⽤⼈單位提前三⼗⽇以書⾯形式通知勞動者本⼈或者額外⽀付勞動者⼀個⽉⼯資後，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勞動者患病或者⾮因⼯負傷，在規定的醫療期滿後不能從事原⼯作，也不能從事由⽤⼈單位另⾏安排的⼯作的；
    (⼆)勞動者不能勝任⼯作，經過培訓或者調整⼯作崗位，仍不能勝任⼯作的；
    (三)勞動合同訂⽴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重⼤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經⽤⼈單位與勞動者協商，未能就變更勞動合同內容達成協議的。
• 《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需要裁減⼈員⼆⼗⼈以上或者裁減不⾜⼆⼗⼈但佔企業職⼯總數百分之⼗以上的，⽤⼈單位提前三⼗⽇向⼯會或者全體職⼯說明情況，聽取⼯會或者職
⼯的意⾒後，裁減⼈員⽅案經向勞動⾏政部⾨報告，可以裁減⼈員：
    (⼀)依照企業破產法規定進⾏重整的；
    (⼆)⽣產經營發⽣嚴重困難的；
 （三）企業轉產、重⼤技術⾰新或者經營⽅式調整，經變更勞動合同後，仍需裁減⼈員的；
    (四)其他因勞動合同訂⽴時所依據的客觀經濟情況發⽣重⼤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的。

• 《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二條：
  勞動者有下列情形之⼀的，⽤⼈單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條、第四⼗⼀條的規定解除勞動合同：
    (⼀)從事接觸職業病危害作業的勞動者未進⾏離崗前職業健康檢查，或者疑似職業病病⼈在診斷或者醫學觀察期間的；（弱）

    (⼆)在本單位患職業病或者因⼯負傷並被確認喪失或者部分喪失勞動能⼒的；（病）
    (三)患病或者⾮因⼯負傷，在規定的醫療期內的；（殘）
    (四)⼥職⼯在孕期、產期、哺乳期的；（孕）
    (五)在本單位連續⼯作滿⼗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五年的；（⽼）
    (六)法律、⾏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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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疫情期間如何處理勞動關係解除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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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合同法傾向性保護的五類員⼯：第42條，⽼、弱、病、殘、孕 

• 享有⽐病患更⼤特權的四類隔离員⼯：  

                          新冠肺炎患者（医疗期）、疑似病⼈（医学观察期）、接觸者（隔離期）、受影響⼈（紧急期） 

• 勞動合同法第40條（無過錯解僱類型）：         

             1.三種法定解僱理由（醫療期解僱、不能勝任⼯作解僱、情勢變更解僱） 

             2.四⼤特點（無過錯、即時或預期、補償N+1、⾮兼容） 
• 勞動合同法第41條（規模性裁員類型）： 

             1.分為經濟性性裁員與結構性裁員 

             2.易觸發社會群體性事件、歷史遺留問題⼤清算，與专业性的精准操作

五、疫情期間如何處理勞動關係解除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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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医疗期？《企業職⼯患病或⾮因⼯負傷醫療期規定》第⼆條規定：“醫療期是指企業職⼯因患病

或⾮因⼯負傷停⽌⼯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勞動合同的時限。” 

五、疫情期間如何處理勞動關係解除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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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疫情下經營困難如何規模裁員？ 

• 人社部函〔2020〕11號：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密切接觸者在其隔離治療期間或
醫學觀察期間以及因政府實施隔離措施或採取其他緊急措施導致不能提供正常勞動的企業職⼯，企業應當
⽀付職⼯在此期間的⼯作報酬，並不得依據勞動合同法第四⼗條、四⼗⼀條與職⼯解除勞動合同。 

      企業因受疫情影響導致⽣產經營困難的，可以通過與職⼯協商⼀致採取調整薪酬、輪崗輪休、縮短⼯時等  
    ⽅式穩定⼯作崗位，盡量不裁員或者少裁員。

•《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需要裁減⼈員⼆⼗⼈以上或者裁減不⾜⼆⼗⼈但佔企業職⼯總數百分之⼗以上的，⽤⼈單
位提前三⼗⽇向⼯會或者全體職⼯說明情況，聽取⼯會或者職⼯的意⾒後，裁減⼈員⽅案經向勞動⾏政部⾨
報告，可以裁減⼈員：
    (⼀)依照企業破產法規定進⾏重整的；
    (⼆)⽣產經營發⽣嚴重困難的；
 （三）企業轉產、重⼤技術⾰新或者經營⽅式調整，經變更勞動合同後，仍需裁減⼈員的；
    (四)其他因勞動合同訂⽴時所依據的客觀經濟情況發⽣重⼤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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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疫情下企業如何執⾏社會保險費免減緩政策？ 

• 《關於印發中小企業划型標準規定的通知》（工信部聯企業〔2011〕300號） 

根据⾏业类型划分，例如（⼆）⼯業：從業⼈員1000⼈以下或營業收⼊40000萬元以下的為中⼩微型企業。其中，從業⼈員300⼈及以上，且營業收⼊2000

萬元及以上的為中型企業；從業⼈員20⼈及以上，且營業收⼊300萬元及以上的為⼩型企業；從業⼈員20⼈以下或營業收⼊300萬元以下的為微型企業。

• 人社部發﹝2020﹞11號

    ⼀、⾃2020年2⽉起，各省、⾃治區、直轄市（除湖北省外）及新疆⽣產建設兵團（以下統稱省）可根據受疫情影響情況和基⾦承受能
⼒，免徵中⼩微企業三項社會保險單位繳費部分，免徵期限不超過5個⽉；對⼤型企業等其他參保單位（不含機關事業單位）三項社會保險

單位繳費部分可減半徵收，減徵期限不超過3個⽉。
   ⼆、⾃2020年2⽉起，湖北省可免徵各類參保單位（不含機關事業單位）三項社會保險單位繳費部分，免徵期限不超過5個⽉。
   三、受疫情影響⽣產經營出現嚴重困難的企業，可申請緩繳社會保險費，緩繳期限原則上不超過6個⽉，緩繳期間免收滯納⾦。 
    四、各省根據⼯業和信息化部、統計局、發展改⾰委、財政部《關於印發中⼩企業划型標準規定的通知》（⼯信部聯企業〔2011〕300號）
等有關規定，結合本省實際確定減免企業對象，並加強部⾨間信息共享，不增加企業事務性負擔。 
• 醫保發〔2020〕6號 
   ⼀、⾃2020年2⽉起，各省、⾃治區、直轄市及新疆⽣產建設兵團（以下統稱省）可指導統籌地區根據基⾦運⾏情況和實際⼯作需要，在確
保基⾦收⽀中⾧期平衡的前提下，對職⼯醫保單位繳費部分實⾏減半徵收，減徵期限不超過5個⽉。
 ⼆、原則上，統籌基⾦累計結存可⽀付⽉數⼤於6個⽉的統籌地區，可實施減徵；可⽀付⽉數⼩於6個⽉但確有必要減徵的統籌地區，由各
省指導統籌考慮安排。緩繳政策可繼續執⾏，緩繳期限原則上不超過6個⽉，緩繳期間免收滯納⾦。 
‧國辦發〔2020〕6號 
加⼤失業保險穩崗返還，對不裁員或少裁員的中⼩微企業，返還標準最⾼可提⾄企業及其職⼯上年度繳納失業保險費的100%，湖北省可放
寬到所有企業；對暫時⽣產經營困難且恢復有望、堅持不裁員或少裁員的參保企業，適當放寬其穩崗返還政策認定標準，重點向受疫情影響
企業傾斜，返還標準可按不超過6個⽉的當地⽉⼈均失業保險⾦和參保職⼯⼈數確定，或按不超過3個⽉的企業及其職⼯應繳納社會保險費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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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定性与划型 

•社保險項（险种） 

•免減缓期限 

•單向免減(单向险与双向险)

七、疫情下企業如何執⾏社會保險費免減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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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零⼆零年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