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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失业保险惠企惠民政策

一、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 国

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 关于做好 2022 年失业保险稳岗位

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云人社发〔2022〕21 号）文件

精神，我市已开始实施 2022 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返还条件：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经济组

织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就业岗位，不裁员、少裁员，符合下列

条件的均可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1、参加失业保险

并在 2021 年底前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12 个月（含）以上，

当前处于正常缴费状态（2022 年批准缓缴失业保险费的企业

视同正常缴费状态）的单位；2、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

家和所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环保政策,且不属于严重

违法失信、僵尸企业； 3、2021 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5%的控制目标，30 人（含）以下的

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的（裁员率=2021

年度失业并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2021 年平均参保缴费人

数；2021 年平均参保缴费人数为：2021 年 1 月至 12 月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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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人数之和除以 12）。

返还标准：大型企业按单位及其职工 2021 年度实际缴

纳失业保险费的 50%返还；中小微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

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

保的个体经济组织按 90%返还。大中小微企业划型按 2020 年

减免企业失业保险费划型办法执行。

返还方式：对单位基础信息齐全，符合 2022 年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条件的单位通过“免申即享”方式进行拨付(即：

通过内部数据比对、外部信息查询、相关单位协查等流程审

核，对单位基础信息齐全，符合政策条件的单位免除申报确

认程序，直接将稳岗返还资金拨付到单位缴费银行账户。单

位只需关注网上公示名单和资金到账情况即可)。

资金用途：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只能用于职工生活补

助、缴纳社会保险费和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相关支出，

不得挪作他用。

二、失业保险降费率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失业保险稳岗

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云人社发〔2022〕21 号）规

定，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1%（单位 0.7%，个

人 0.3%）的政策 1 年，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

实施方式 ：此项政策为普惠性政策，所有参加失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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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单位皆可享受，失业保险信息系统自动调整缴费费率，无

需申报。

三、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失业保险费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

厅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

知》（人社厅发〔2022〕16 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转发特困行业阶段性

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文件的通知》（云人社通〔2022〕

25 号）及《云南省就业局关于阶段性实施缓缴失业保险费政

策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

水路铁路运输行业的失业保险参保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

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单位，可申请缓缴失业保险费单位应缴

纳部分。缓缴期限为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参保单位

从 2022 年 5 月起申请，缓缴月份相应顺延一个月。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

印发云南省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扩围延期实施办法

的通知》（云人社发〔2022〕22 号）规定，缓缴政策实施范

围从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 5 个特

困行业扩大到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困难的农副食品加

工业等 17 个行业。失业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为 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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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3 年 4 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上述参保单位中，

已缴纳 2022 年 5 月费款的，可从 6 月申请缓缴。

申请流程：缓缴失业保险费坚持自愿、依申请的原则，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申请缓缴一定时期的失业

保险费。参保单位申请缓缴的办理流程如下：

1、参保单位出具困难企业证明或书面承诺并填写《云

南省社会保险费缓缴申请表》，于每月 20 日前向参保地失业

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缓缴申请；

2、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及时将参保单位申请缓缴

请汇总并填写《云南省社会保险费缓缴情况汇总表》报同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

3、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于每月 25 日前依据

相关政策条件出具审核意见，并交由同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

办理缓缴手续。

四、失业保险扩围政策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关于做好失业

补助金临时生活补助经办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2022 年 1

月 1 日之后新发生的参保失业人员。即，失业保险停保日期

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以后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

失业人员；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1 月期间领取失业保险

金期满，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以后仍未就业的参保失业人员

可申领最长不超过 6个月的失业补助金。参保缴费满 1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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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发放 600 元的失业补助金；参保缴费不满 1 年的，每月

发放 300 元的失业补助金。

申领方式：1、网上申领。参保失业人员可通过国家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http://si.12333.gov.cn）、“就业彩

云南”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等 APP 电子社保卡渠道网上办理

失业补助金申领。

2、窗口申领。参保失业人员须由本人到最后失业保险

参保所在地（不符合申领失业保险金条件）或最后失业保险

待遇发放地（待遇期满未就业）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办理，

并提供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银行的本人银行账号，不得由

他人代为申领，不得提供定期储蓄账号和信用卡号。

五、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政策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2 年

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事项的通知》和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

总局云南省税务局 关于做好 2022 年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

防失业工作的通知》（云人社发〔2022〕21 号）文件精神，

我市已开始实施 2022 年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政策。

（一）申领条件及补贴标准

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 1年以上的企业

在职职工，取得五级（初级）至三级（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申领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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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标准按照初级（五级）1000 元、中级（四级）1500 元、

高级（三级）2000 元发放。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取

得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按照参保企

业职工申领技能提升补贴标准执行。

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须在“国家职业资格

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http://zscx.osta.org.cn/）可

查询验证。

六、失业保险扩岗政策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 关于

印发云南省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扩围延期实施办法

的通知》（云人社发〔2022〕22 号）文件精神，贯彻落实 2022

年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政策。

（一）申领条件及补贴标准

招用毕业时间为 2022 年 1-12 月且取得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证书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失业

保险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1 个月以上（本次参保日期或本

次参加工作时间为 2022 年内）的企业。失业保险一次性扩

岗补助标准为 1500 元/人。“僵尸企业”不能享受一次性扩

岗补助。劳务派遣机构申领一次性扩岗补助的，须提供与用

工企业签订一次性扩岗补助资金使用协议。一名毕业年度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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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参保信息和身份只能由一户企业申报、

享受一次扩岗补助，不得重复享受。实施期限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申领方式

对参保企业规模类型为大型企业的，采取“免申即享”

的方式，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信息系统核实劳动合同、社

会保险参保和毕业年度普通高校毕业生身份等信息，核实无

误的，按相关流程向符合条件的大型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

助。

参保企业规模类型为中小微企业的，由企业到参保地经

办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信息系统核实

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参保和毕业年度普通高校毕业生身份等

信息，核实无误的依申请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

七、失业保险待遇政策

（一）政策内容

根据《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调整全省

失业保险金标准的通知》（昆人社通〔2022〕127 号）文件精

神，我市从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调整我市失业保险金标准。

（二）申领条件及标准

失业人员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按照

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用人单位和本人已履行缴费义务累

计满 1 年的；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已办理失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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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人员。

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经

开区、安宁市、嵩明县、晋宁县按照一类区标准 1710 元/人.

月标准发放，其他县区按照二类区标准 1575 元/人.月标准

发放。

2022 年 9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