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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轻企业负担袁经市财政尧地税尧残联共同

商定袁并报请市政府领导批准袁今年按超员累退方

法分档计算应缴保障金遥 对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

到规定比例尧在职职工总数 30 人以下渊含 30 人冤
的小微企业袁2017 年免征保障金遥

六尧如何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钥
保障金应当按年计算袁 用人单位按年或季自

行申报缴纳遥用人单位成立不足一年的袁按实际月

份于次年按规定申报缴纳保障金袁 成立不足 1 个

月的袁不缴纳保障金遥
按年申报缴纳的袁 用人单位应当在 6 月 1 日

到 6 月 30 日期间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保障金遥按季申报缴纳的袁每季申报缴纳额为全年

应缴纳额的四分之一袁 用人单位应当在季末终了

后 15 日内渊节假日顺延冤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保障金遥在地税网上申报时袁应如实填写本

单位上年在职职工人数尧 上年实际安排残疾人就

业人数尧上年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等信息袁并保证

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遥
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同级残

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上年度本单位安排的残疾

人就业人数遥未在规定时限申报的袁视为未安排残

疾人就业遥
七尧 用人单位减免或者缓缴保障金

条件及程序遥
用人单位遇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

件遭受重大直接经济损失袁 可以申请减免或者缓

缴保障金遥
需减免保障金的用人单位袁 应提出书面申请

渊附经注册会计师验证后的上年度本单位财务决

算报表冤袁按规定报请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袁由主

更多资讯请关注院

管地方税务机关办理减免手续遥 申请减免保障金

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 1 年的保障金应缴额遥
对按期缴纳保障金确有困难尧 需缓缴保障金

的缴费单位袁 由单位向所在地地方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袁 经同级地方税务机关核实同意后袁 予以缓

缴袁申请缓缴保障金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 6 个月袁
期满后须如数补缴遥

批准减免或者缓缴保障金的用人单位名单袁
应当由各级财政部门和地方税务机关每年公告一

次遥 公告内容应当包括批准机关尧批准文号尧批准

减免或缓缴保障金的主要理由等遥
八尧 不按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承担的法律责任钥
叶残疾人就业条例曳第二十七条规定院违反本

条例规定袁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的袁由保障金征收机关提交同级财政部门袁
财政部门给予警告袁责令限期缴纳曰逾期仍不缴纳

的袁除补缴欠缴数额外袁还应当自欠缴之日起袁按
日加收 5译的滞纳金遥 第二十八条规定袁违反本条

例规定袁用人单位弄虚作假袁虚报安排残疾人就业

人数袁 骗取集中使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享受的税

收优惠待遇的袁由税务机关依法处理遥
九尧 哪些用人单位需要参加残疾人就

业情况年审钥
淮安市主城区行政区域范围内 2016 年度已

经安置残疾人就业的机关尧社会团体尧企业事业单

位尧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城乡各类组织渊以下统称用

人单位冤均应参加年度残疾人就业情况年审遥
十尧残疾人就业年审资料的领取方式遥
2017 年各单位应于 5 月 15 日前袁 从市残联

网站首页野通知公告冶栏或市地税网站下载叶江苏

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报表曳渊苏统制

也2016页1 号冤并如实填报此表单及叶关于开展 2017
年度淮安市主城区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与

保障金征收工作的通知曳等相关资料遥 渊表中从业

人数指在各级国家机关尧党政机关尧社会团体及企

业尧事业单位中工作袁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的劳动

报酬的全部人员遥 包括法定就业年龄段内的在岗

职工尧 民办教师以及在各单位中工作的外方人员

和港澳台方人员尧 编外合同制人员等提供劳务的

人员袁 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和劳务派遣人员冤遥
十一尧 参加残疾人就业年审的途径和

方法遥
各单位应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前袁 到市残疾

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北京北路 21 号就业年审大

厅)办理单位在职残疾人员的审核认定袁或登陆网

上年审系统远程参加年审 渊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

疾 人 就 业 年 审 网 上 申 报 系 统 地 址 院http://
180.97.2.45/Epoint_JSCLOUT冤

十二尧 参加残疾人就业年审需要提

供哪些资料钥
用人单位办理年审手续袁需提供以下材料院
渊1冤 用人单位已安置的从业残疾人员持有的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曳或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伤残军人证曳渊1-8 级冤原件尧复印件曰残疾人身份

证复印件曰
渊2冤 用人单位与从业残疾人员签订的用人合

同原件尧复印件曰
渊3冤 从业残疾人员 2016 年 1-12 月份参加社

会基本保险的有关材料原件尧复印件曰

渊4冤用人单位 2016 年度发放残疾人每月工

资相关原始记录资料遥 如银行打卡流水凭证或

年内残疾人实际在岗所有月份工资发放签字名

单原件渊财务做账凭证冤及复印件等曰
渊5冤已填写完成的叶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年审报表曳<苏政残统 101 表>袁一式两份

渊加盖单位公章冤曰
渊6冤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曰
持有叶残疾人证曳和叶残疾军人证曳的职工都

计入所在单位就业残疾人总数遥
十三尧逾期不参加年审的处理遥
对逾期不申请办理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的

单位袁 按未安置残疾人就业计征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遥
十四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使用范围

有哪些钥
依据江苏省财政厅尧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尧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 叶江苏省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曳的通知渊苏财

社﹝2017﹞2 号冤的规定院保障金纳入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统筹安排袁 主要用于支持残疾人就业和

保障残疾人生活遥 主要包括院(一)残疾人职业培

训尧职业教育和职业康复支出曰(二)残疾人就业

服务机构提供残疾人就业服务和组织职业技能

竞赛渊含展能活动冤支出遥 补贴用人单位安排残

疾人就业所需设施设备购置尧 改造和支持性服

务费用遥 补贴辅助性就业机构建设和运行费用曰
(三)残疾人从事个体经营尧自主创业尧灵活就业

的经营场所租赁尧启动资金尧设施设备购置补贴

和小额贷款贴息遥 各种形式就业残疾人的社会

保险缴费补贴和用人单位岗位补贴遥 扶持农村

残疾人从事种植尧养殖尧手工业及其他形式生产

劳动曰(四)奖励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单位袁以
及为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

和个人曰(五)从事公益性岗位就业尧辅助性就业尧
灵活就业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尧生活确

有困难的残疾人的救济补助曰 (六)经各级人民政

府及其财政部门批准用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和保

障困难残疾人尧重度残疾人生活等其他支出遥

淮安市残疾人就业服务

微信公众号
残疾人就业服务 APP



在职职工年平均人数 征缴比例

1原200 60%

201要500 50%

501要1000 40%

1001要要要2000 30%

2001要要要5000 20%

5001 人以上部分 10%

2援叶残疾人就业条例曳第九条规定院用人单位

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其所在地省尧 自治区尧直
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袁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遥第十二条院用人单位招用残疾人职工袁应
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遥

三尧 单位要招聘合适的残疾人有哪些

渠道钥
1. 单位自主招聘曰2. 参加每月 15 日上午残

联组织的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曰3. 委托社会中介公

司帮助招聘渊免费服务热线 13626181028冤曰4. 手
机客户端 APP院手机下载野残疾人就业服务冶APP
在野我要招聘冶栏目提交招聘信息遥或上残疾人就

业服务网站渊www.hacjr.com冤提交招聘需求袁也可

以在网上查阅求职残疾人信息并主动联系他们

面试遥 5. 添加微信公众号野淮安市残疾人就业服

务冶中野我要招聘冶栏目提交招聘信息曰6. 直接和

当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联系袁 市级联系电话院
83991606遥

四尧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法规

文件依据遥
1援叶江苏省残疾人保障条例曳 第三十五条规

定院国家机关尧社会团体尧企业事业单位尧民办非

企业单位等城乡各类组织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

关规定袁 履行扶持和促进残疾人就业的义务袁按
照不低于本单位在职总人数的 1.5%的比例安排

残疾人就业遥 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

的袁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遥
2. 叶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曳第

四条规定院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尧团体尧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城乡各类经济组织 渊简称用人单

位冤 应当按不低于本单位上年末从业人员总数

1.5%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遥

惠政策问题的通知曳渊财税[2009]70 号冤遥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 院
渊1冤纳税人渊除盲人按摩机构外冤月安置的残

疾人占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渊含
25%冤袁 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 10 人 渊含
10 人冤曰
盲人按摩机构月安置的残疾人占在职职工人数的

比例不低于 25%渊含 25%冤袁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

数不少于 5 人渊含 5 人冤遥
渊2冤 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

上渊含一年冤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遥
渊3冤 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

本养老保险尧基本医疗保险尧失业保险尧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遥
渊4冤 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

人袁按月支付了不低于纳税人所在区县适用的经

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遥
4. 超比例奖励政策院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超

过 1.5%比例且超比例部分实际安排就业的人数

超过 1 人渊含 1 人冤的袁可享受超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奖励袁 超比例部分给予当地月最低工资的 4
倍奖励遥 2017 年市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600 元/
人遥

5. 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纳入社

会信用体系和文明单位评选考核内容遥 (淮政发

也2016页179 号)
二尧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法规依据遥
1援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曳第三十三

条规定院 国家实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遥
国家机关尧社会团体尧企业事业单位尧民办非企业

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袁并为

其选择适当的工种和岗位遥 达不到规定比例的袁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保障残疾人就业义务遥

安排残疾人渊是指持有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曳上注明属于视力尧听力尧言语尧肢体尧智力尧精
神尧和多重残疾的人员袁或者持有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军人证曳1 至 8 级的人员冤就业达不到本

单位上年末从业人员总数 1.5%比例的用人单位袁
每年度必须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遥

五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如何计算的钥
叶江苏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

施办法曳渊苏财综﹝2017﹞2 号冤第八条规定院保障金

按上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

例的差额人数和本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之

积计算缴纳遥 计算公式如下院
保障金年缴纳额=渊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

人数伊规定的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上年用人单

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冤伊上年用人单位

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遥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

的差额人数袁以公式计算结果为准袁可以不是整

数遥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和用人单位实际安排

的残疾人就业人数按年平均数计算遥 上年用人单

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袁按用人单位上年在职职

工工资总额除以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计算遥
为降低企业负担袁 经请示市政府批准袁2017

年按超员累退方法分档计算应缴保障金院

一尧安排残疾人就业用人单位可以享受

哪些优惠钥
1援保险返还政策院用人单位新安排残疾人就

业袁 可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享受社会保

险补贴政策遥 对用人单位为所招录的残疾人员工

缴纳的养老尧医疗尧失业尧工伤和生育保险费单位

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补贴遥 社会保险补贴期限最长

不超过 3 年袁残疾人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袁
补贴期限可延长至退休渊苏政办发[2013]2 号冤遥

2援保障金抵扣政策院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以按

年度抵扣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袁 抵扣金额为用人单

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与残疾人职工数的乘积遥
多名残疾人实际在岗月数可以按照保险缴纳时间

累加计算进行抵扣遥 安排 1 名重度残疾人 渊1-2
级冤及 1-3 级伤残军人袁可以按照 2 名残疾人抵扣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遥 吸纳残疾人就业是单位解决

不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直接办法袁 每吸纳安置

1 名残疾人袁可以抵扣本单位 66 名员工的缴纳义

务袁只要残疾人员工数达到单位总员工数的 1.5%
就可以全部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遥 渊苏财综

[2017]2 号冤
3援税收优惠政策院实际安置的残疾人每人每

年可退还增值税可按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

工资标准的 4 倍确定遥 单位支付给残疾人的实际

工资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袁 并可按支付给

残疾人实际工资的 100%加计扣除遥具体享受优惠

政策单位的条件可查阅增值税和营业税及企业所

得税的优惠遥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叶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曳
财税也2016页52 号尧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 中残联

叶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征管办法的

通知曳渊国税发[2007]67 号冤以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 叶关于安置残疾人员就业有关企业所得税优

实际分步计算公式如下院
1. 分档打折后在职职工人数=2016 年单位

在职职工年平均人数中的对应档间人数冤伊对应

档征缴比例进行累加遥
2. 人均缴纳金额=2016 年单位在职职工年

平均工资伊1.5%
3. 应缴保障金=打折后在职职工人数伊人均

缴纳金额

4. 抵扣金额=2016 年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

工资伊2016 年安排的所有从业残疾人员实际在

岗月数总和衣12
5. 实际缴纳金额=应缴保障金要抵扣金额遥
比如院526 人的单位有 1 名残疾人在岗 9 个

月袁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40000 元袁具体对应分步

计算如下院
A. 200伊60%+300伊50%+26伊40%=280.4渊人冤
B. 40000伊1.5%=600(元/人)
C. 280.4伊600=168240(元)
D. 40000伊9衣12=30000渊元冤
E. 168240-30000=138240(元)
合成公式为院40000伊1.5%伊渊200伊60%+300伊

50% +26 伊40% 冤 -40000 伊9 衣12 =168240 -30000 =
138240渊元冤

2016 年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人数越月在职

职工人数之和衣12曰 月在职职工平均人数越渊月初

在职职工人数+月末在职职工人数冤衣2遥
2016 年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越2016 年在职

职工年工资总额衣在职职工年平均人数

2016 年安排从业残疾人员实际在岗月数袁
把所有残疾人实际在岗月数相累加遥 比如院2016
年 3 月-5 月残疾人张三在单位工作 3 个月袁残

疾人李四于 7-10 月份又在单位工作 4 个月袁残
疾人王五也于 6-11 月份在单位工作 6 个月遥 上

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渊3+4+
6冤/12=1.08遥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袁是指用人单位在编人员

或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 1 年以上渊含 1 年冤劳动

合同渊服务协议冤的人员遥 以劳务派遣用工的袁计
入派遣单位渊中介公司冤在职职工人数袁不再计入

实际使用单位职工数 渊2017 年执行财政部的新

规冤遥 对从事劳务派遣的中介公司来说袁职工人数

将大大增加袁相应的保障金缴纳也要大幅增加遥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未超过当地

社会平均工资渊用人单位所在地统计部门公布的

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冤3 倍渊含冤的袁
按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计征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曰 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3 倍以上的袁
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3 倍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遥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的计算口径袁
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有关规定

执行遥 市区当地社会年平均工资按 2014 年社会

平均工资标准 51556 元/人来核定遥
用人单位将残疾人录用为在编人员或依法

与就业年龄段内的残疾人签订 1 年以上 渊含 1
年冤劳动合同渊服务协议冤袁且残疾人实际在岗袁支
付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袁并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袁方可计入用人单位所安排的残疾

人就业人数遥
用人单位安排 1 名持有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证曳渊1 至 2 级冤或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

证曳渊1 至 3 级冤的人员就业的袁按照安排 2 名残疾

人就业计算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