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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

一、阶段性减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单位缴费

（一）适用对象和减免时间

已办理参保缴费登记的企业，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

商户，各类社会组织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适用对象 政策类型 减免时间(费款所属期)

中小微企业、以单位形式

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免征 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12 月

大型企业、各类社会组织

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减半征收 2020 年 2月至 2020 年 6月

说明：

1.用人单位享受减免的前提是办理了参保缴费登记，包

含我省实施意见印发后新办理参保缴费登记的用人单位。

2.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是指有雇工且按《社

会保险法》规定为雇工参加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的个体工商

户。

3.用人单位申报缴纳非全日制用工工伤保险费的，按照

规定享受阶段性减免政策。

（二）不享受减免的范围

1.职工个人缴费部分不享受减免政策。



2.机关事业单位、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人员（灵活就业人

员、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不享受减免政策。作为

用人单位缴纳企业职工社会保险费的机关事业单位也不享

受减免政策。

3.减免政策执行期为费款所属期。参保单位补缴减免政

策实施前的欠费，预缴减免政策终止后的社会保险费，均不

属于此次减免政策范围。

（三）阶段性减免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费

1.适用对象

2020年 2月 1日至 12月 31日新开工的工程建设项目可

按国家规定享受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政策。包含建筑业工

程建设项目和铁路、公路、水运、水利、能源、机场工程建

设项目。

2.减免政策

根据施工承包单位企业类型确定减免类型和减免期。按

照该项目计划施工所覆盖的减免期占其计划施工期的比例，

折算减免工伤保险费。计划施工期及起止日期依据备案的工

程施工合同核定。

二、阶段性减半征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

（一）政策规定

1.险种范围

仅适用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不包括生育保险和各类补

充医疗保险。

2.适用对象



已办理参保缴费登记的企业，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

商户，各类社会组织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个人缴费部分不享受减半征收政策。机关事业单位、以

个人身份参保的人员不属适用对象。

3.减半征收时间

职工医保费减征政策的实施期为 2020 年 2月至 2020 年

6 月。

（二）减半征收政策结束后继续实施阶段性降费

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参加我市

职工医保企业单位缴费部分实施阶段性降费政策，职工医保

单位缴费费率降低 0.5 个百分点。

三、延期缴纳社会保险费

（一）政策规定

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时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企业，允许

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办补缴，延缴期限不超过 2020

年 12 月 31 日；补办补缴社会保险费免收滞纳金。

（二）业务办理

由税务机关统一调整费款所属期，无需用人单位申请。

（三）其他事项

1.享受减免征收社会保险费政策的用人单位，其职工个

人缴费部分也可延期缴纳。

2.生育保险适用延期缴纳社会保险费政策。

3.区别于“缓缴社会保险费”的政策规定。



四、缓缴社会保险费

（一）缓缴条件

因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严重困难、无法按时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用人单位（含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

位），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

1．用人单位在疫情解除前已经成立。

2．用人单位受疫情影响现金储备可维持生产经营不足 3

个月；或者用人单位疫情期间月均营业（财务）收入与 2019

年 4 季度月均营业（财务）收入相比下降 50%（含）以上。

3．用人单位承诺期满前缴清三项社保费。

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

（单位）、行政类和公益一类、二类事业单位、无雇工个体

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施工单位按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

伤保险的不适用缓缴政策。

（二）缓缴期限

缓缴执行期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用人单位应代扣

代缴的职工个人部分三项社保费一并缓缴。

（三）业务办理

疫情解除后第三个月起，符合缓缴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于

每月 20 号前登录广东省电子税务局、或前往办税服务厅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缓缴三项社保费申

请表》。



第二部分 最新非税收入优惠政策

一、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1.减半征收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享受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自然人、未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的非企业性质单位（境内）

【优惠内容】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按 50%征收教育费附加、地方

教育费附加。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已依法享受其他优惠政策

的，可叠加享受本优惠政策。

【执行期限】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

《关于我省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粤财法〔2019〕6 号））

【享受方式】

申报享受

2.享受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限额扣减

【享受主体】

（1）从事个体经营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2）从事个体经营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持《就业创

业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内自主创

业税收政策”）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

收政策”）的人员

（3）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以

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

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

业吸纳税收政策”）人员的企业

【优惠内容】

一、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收扣减标准

(一)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

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 年（36 个月，下同）内按每户每年

144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二)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 1年以上期

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

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一次

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9000 元。

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扣减标准

(一)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持《就业创业证》（注明“自

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

《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的人员，

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年（36



个月，下同)内按每月每年 144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二)企业招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

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

的人员，与其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年内

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

准为每人每年 7800 元。

【执行期限】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

2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

贫办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 财税〔2019〕22 号、《关于进一步执行我省自

主就业退役士兵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扣减限

额标准的通知》（粤财法〔2019〕10 号）

【享受方式】

申报享受



二、文化事业建设费

1.全额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享受主体】

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广告业和娱乐业的缴费人

【优惠内容】

对所属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文

化事业建设费予以免征

【执行期限】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电影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25 号）、国家税务

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做好文化事业建设费减免政策落实

的通知（粤税函〔2020〕378 号）

【享受方式】

申报享受

2.减半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

【享受主体】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缴费义务人

【优惠内容】

对归属地方收入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按照缴纳义务人应

缴费额的 50%减征。

【执行期限】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门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46 号）、《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

东省税务局关于我省实施文化事业建设费减征政策的通知》

（粤财税〔2019〕8 号）

【享受方式】

申报享受

三、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1.全额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享受主体】

在职职工总数 30 人（含）以下企业

【优惠内容】

对在职职工总数 30 人（含）以下的企业，暂免征收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

【执行期限】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关于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的公告》

（2019 年第 98 号）

【享受方式】

申报享受



2.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分档减缴政策

【享受主体】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用人单位

【优惠内容】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实行分档减缴

政策，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1%（含）以上但低于本

省（区、市）规定比例的（广东省为 1.5%），三年内按应缴

费额 50%征收；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1%以下的，三

年内按应缴费额 90%征收。

【执行期限】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关于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的公告》

（2019 年第 98 号）

【享受方式】

申报享受

3.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下调（按 2017 年度）

【享受主体】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用人单位

【优惠内容】

2018 年至 2022 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下调按 2017 年度

的征收标准进行征收。

【执行期限】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政策依据】

《关于调整 2018-2020 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的

通知》（粤财社〔2018〕219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广东省进一步稳定和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粤府〔2020〕12 号）

【享受方式】

申报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