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缴费计算公式

每少安排1人，每年按所在市、县、
自治县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实际工
资的120%计算缴纳。安排一名盲人
或者一级肢体残疾人就业的，按安排2
名残疾人计算。按比例安排残疾人不
足一人的单位，按实际差额比例征收。

具体收缴标准：
应缴纳的保障金数额=本地区上

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20%×
（上年度末单位实际在职职工总人
数×1.5%—单位实际安排残疾人数）。

假设海口地区有一家企业，有
100名员工，今年来没有安排残疾人
就业。根据海南省统计局公布的
2013 年度海口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
资为46175元，那么这家企业应该缴
纳的残保金为：46175×120%×100×
1.5%，该企业需缴纳83115元。

假如这家企业安排了 1 名残疾
人就业，需要缴纳的费用为：46175×
120%×（100×1.5%－1）＝27705元。

征收方式：自2011年起由地税代
收。每年7月至9月为申报征收期。

征收程序：征收期内，残疾人就业
服务机构通过地税向缴费单位发出缴
纳残保金缴款通知书，缴费单位按应
缴数额向地方税务部门申报并缴纳。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财政全额
拨款单位需缴纳的残保金直接缴入
本级财政部门财政性资金专户。

你的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了吗？如果没有，你的单位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了吗？
这笔钱全省每年至少有5000万元收不上来

残保金征收为何这么难？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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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

据统计，海南有50万残疾人，其中有
10万多人生活在无声的世界，7万
多人看不见这个多彩的世界，3万多
人瘫痪卧床，无法走出家门……

他们中间，有这样一批人，虽
然身患这样那样的残疾，但他们
不怨天不尤人，力图用自己残缺
的身体去创业，撑起完满的人生。

他们，需要更多的扶持。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就是用于

残疾人职业培训以及为残疾人提
供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的钱。

海南实施残保金征收10多
年来，征收到的金额从80多万元
升至今年的1亿余元，数字一年
比一年大，但征收困难重重，缺口
依然很大。

残保金
如何补上“残缺”？

摸排清楚全省应征残保金底
数，制定地方性征收残保金制度，
分阶段公布残保金使用管理情况
是关键。

如何补上残保金的“残缺”？从事残
联工作的相关人士表示，摸排清楚全省
应征残保金底数，制定地方性征收残保
金制度，把缴纳残保金作为一项年度目
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很关键。

同时，市、县残联应规范残保金管
理，分阶段将残保金的使用管理情况通
过一定途径告知社会公众，增加透明度，
保证正确使用。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

D

机关单位成老赖
不少市县零缴纳

“只有三亚、儋州、五指山、陵水

4个市县的机关事业单位缴纳了残

保金，而且征收的金额也不到位。”

11月30日中午，冯聪明来到位于
海口市海甸岛三西路的三源祥广告店，
打理自己的店铺。26岁的冯聪明是一
名残疾人，靠拐杖行走。老家在临高波
莲镇和勋村的他在海口创业已有3年。

3年来，冯聪明多次向政府部门了
解他这样的残疾人是否可以申请创业
资金支持，得到的答复均是“不”。

“因资金有限，的确有许多残疾人没
能申请到创业补助。”海南省残疾人联合
会有关人士表示，是有残疾人创业扶持
政策，但“手长衣袖短”，实施不了。

“截至11月24日，全省缴纳残保金
1亿余元，征收额度已是近年来所取得
的最好成绩。”11月28日上午，在海南
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
辉告诉记者，虽然今年的征收情况比往
年好，但征收缺口依然存在，每年缺口
至少超过5000万元。

记者从全省残保金征收情况一览表
上看到，截至11月24日，全省19个市县
（三沙除外，包括洋浦）共征收到1亿余
元，其中企业共缴纳9240多万元，占总数
的90%左右，省、市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等共缴纳1100多万元。在省、市机
关单位及社会团体这一块，省级机关和社
会团体缴纳了900多万元，市、县的机关
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缴纳情况则很不理
想，“你看，只有三亚、儋州、五指山、陵水4
个市县的机关事业单位缴纳了残保金，而
且征收的金额也不到位。”李辉一脸无奈。

“今年，海口残保金征收情况非常
不理想。”11月28日，在海口市残疾人
联合会办公室里，海口市残联副理事长
黄碧海很无奈。

今年海口市应缴纳的残保金总数为
6000余万元，其中1万多家企业应缴纳
约5000万元，市、区两级机关事业单位
应缴纳1000余万元。但到目前为止，在
已经征收到的残保金中，企业缴纳了850
余万元，机关事业单位仅缴纳了20多万
元，占机关事业单位应缴纳的2%左右。

为何机关事业单位不缴纳残保金
呢？一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笔费用是由市财政划拨，包含在每年
初拨付的单位公用经费里，只是没有单
独列出，一些部门由于对残保金征收不
理解，推说没有安排这笔经费。

据统计，三亚征收效果最好，企业
通过地税缴纳了1900多万元，机关事
业单位缴纳了63万元。

由于残保金缺口过大，资金不足，
制约了多项残疾人帮扶项目的开展。

残疾人难找用工单位

薛菊凤老家在洋浦经济开发区高
山居民小组，因身体残疾，至今没有工
作。她盼望能有一份观看监控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而
有一份收入就能缓解一点家庭压力。

“残保金缴纳不足会影响到残疾
人就业。”海口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
心的潘文俊说，依据我省相关条例，
残保金可以用来奖励安排残疾人就
业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现在残保金不足，无法对吸收残疾人
工作的企业进行奖励，从而影响企业
的积极性。

创业资金不足难发展

31岁的林觉养是万宁市万城镇一
名残疾人，2009年从南昌大学毕业后，
2010年投入6万元在万城镇文明路开
了一家电脑专卖店。“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资金困难。”林觉养说。

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地区残疾人陈
小萍也深有同感。开服装店以来，能
够得到的政府帮助不是很多。

省盲人协会主席吴海龙告诉记者，
盲人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按摩，全省绝大
多数有劳动能力的盲人参加了相关训
练。但近几年来，随着铺面租金不断提
高，鲜有人能独立支撑起一个按摩机构
的运转。同时，老的按摩机构也无力再
扩大规模，容纳更多盲人就业。

申请奖学金有政策没钱拿

海口学子吴汪平今年以638分成
绩考取吉首大学，她的父亲是一名残疾
人。就在一家人为学费一筹莫展时，琼
山区残联及时将信息送到吴汪平家里：
依据《海南省奖励残疾大学生暂行办
法》规定，她可以申领2500元奖学金。

“申请是通过了，但钱还没有发下
来。”12月1日，吴汪平的妈妈告诉记者。

据调查统计显示，2013年海口市
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305名，残疾人
子女学生1217名，高中教育阶段残疾
学生39名，残疾人子女学生374名，按
照省里统一标准，如果全部资助，需238
万余元。由于资金有限，海口市2013
年仅有130名学生领取到助学金。

重残人士只能轮流领补助

51岁的王仙是一名残疾人，长期
坐在轮椅上。12月1日上午，记者来
到海口琼山区府城街道办事处琼山食
品厂王仙的家中看到，为省钱，王仙舍
不得开灯，屋内十分昏暗，屋里没有一
件像样的家电。据了解，王仙一家的
收入主要来源为政府每个月发放的残
疾人补助金305元和丈夫打散工工钱。

2013年，在府城街道办的帮助下，
王仙申请到了“阳光家园”公益项目的
支持。此项目对智力、精神、肢体重度
残疾人每年补助1800元。

据了解，仅琼山区府城街道办，满
足“16至60岁，属于智力、精神、肢体
重度残疾人，生活明显不能自理，本人
无业、无固定收入，属于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这一标准的残疾人就有110人，
但去年只有10个补助名额。

更为尴尬的是，2013年享受到“阳光
家园”资助的残疾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在
2014年便不能继续获得这笔钱了。这并
不是因为这些残疾人的病情减轻了家庭
条件变好了，而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分
配，必须把这个补助让给其他重残人士，
让大家都有机会获得政府的关怀。

据了解，2013年，海口市共资助
600名重度残疾人，2014年，海口市拟
资助900名重度残疾人。但是经筛查，
全市符合申请条件的残疾人有2000
多名，由于资金的限制，很大一部分残
疾人没有得到资助。虽然，一年1800
元的补助，对于一个残疾人家庭生活
来说，也显得杯水车薪。

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公益
项目难开展

海口市残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0岁至6岁残疾儿童的康复是残疾
人康复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进行
康复训练，残疾儿童功能状况能得到
明显改善，效果好的还能恢复到健全
人的生理状态。

目前，海口市残联开展的项目有
“残疾儿童早期干预”、“聋儿语言训练
康复”、“脑瘫儿童康复训练”、“孤独症
（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等。由于残
疾儿童的干预不同于医疗治疗，需要
在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长期的训练，累
积下来费用就很大。由于残保金收缴
不上来，使得许多家庭贫困的残疾孩
子得不到康复资助。

残保金征收多年来，虽然每年征
收到的金额都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但
征收效果还是不理想。是什么原因导
致征收难呢？

拿机关事业单位没办法
“海口机关事业单位仅征收到20

多万元，与实际该征收的相差甚远。”
黄碧海直截了当，今年海口市残保金
征收不理想，特别是机关事业单位，这
与单位领导不重视有关。

“每次都是厚着脸皮去的，能收到这
钱实属不易。”今年，儋州市机关事业单位
已征收到28万多元，对此，儋州市残疾人
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林洁燕深有感触。

采访中，从事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工
作人员普遍认为，残保金征收不上来，
特别是机关事业单位征收不得力与各
个部门领导重视程度有非常大的关联，
如果领导重视，征收效果就会好一些。

亏损企业心有余力不足
“有的企业规模小，经济不景气也

是造成征收难的一个客观原因。”潘文
俊说，目前海口市1万多家小微企业中，
一些小微企业效益不好，导致缴纳情况
不理想。

企业存在困难，不主动缴纳，海口市
残联只能下发通知催促，甚至上门与对
方沟通，但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例如海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等企业，几乎每年都没有缴纳残
保金。”黄碧海说。

记者就此与海口市公共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对方
表示，目前海口公交集团有5000多名
员工，按照《海南省安排残疾人就业规
定》要求，海口公交集团应安排70多
位残疾人就业，但因岗位有限等因素，
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达不到要求，

需要缴纳七八十万元的残保金，但企
业一直在亏损中运行，没有能力缴纳
这笔费用。

残联坦承缴纳金额偏高
“残保金征收不上来，我个人认为

与缴纳的金额过高有关。”李辉透露，
每年各个单位需要缴纳的残保金是根
据省统计局发布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来缴纳，例如以海口为例，海南省
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度海口市在岗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6175元，但实际
情况是，许多企业员工年工资并没有
这么多，如按公布的工资来缴纳，企业
承受不了导致不愿意缴纳。

李辉表示，为了让更多单位都能
缴纳残保金，目前海南省残疾人劳动
就业服务中心正在计划向省有关部门
反映，希望能降低征收比例，这样会让
更多企业都能缴纳得起残保金。

年年征收年年难收 难在哪？
“每次都是厚着脸皮去的，能收到这钱实属不易。”

残保金缺口带来的5大后果
就业难创业难残疾人或子女上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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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落子”
如何破“残局”

■ 饶思锐

海南开征残保金至今，10多年从
未全额收齐。至今，每年征收残保金
的缺口超过 5000 万元，而这之中，企
业缴纳的情况较好，而政府机关、事
业单位则是有名的“老赖”，一些市
县机关事业单位缴纳的残保金甚至
为零。这一“老大难”的问题，让残
保金陷入了征收困局，全省 50 万残
疾人的切身利益也因此难以得到有
效保障。

残保金征收上的巨大缺口严重
制约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也严重
损害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资
金短缺，一些残疾人事业备受掣肘，
原本应是残疾人普享式的帮扶政策
和阳光福利，却不得不在执行上大
打折扣。

残保金征收为何啃不下政府机
关、事业单位这个硬骨头？关键还是
在于征收乏力！残保金的征收工作于
法有据，本应底气十足，理直气壮，在
征收单位那里却成了“求爷爷告奶
奶”、“不好意思”的事情。

破解这一“残局”，关键是要从政
府机关、事业单位这一“老大难”入
手。残保金征收不能总是依靠领导
重视，而是要靠法律坚挺，尤其是不
能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
采取双重标准。

企业的残保金征收效果明显，
主要是因为征收方式改为了地税部
门代收，地税部门在征收中抓住了
企业的“痛脚”，对逾期不缴者加收
滞纳金，还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对待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同样需要
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如可以创新
征收方式，改由财政部门代征。通
过采用先征后退的方式，直接从财
政拨付给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经
费中扣取应缴的残保金，再根据各
单位实际聘用残疾人的情况，退还
多征部分。

征缴残保金只是手段，其目的
是为了通过征收残保金来倒逼相关
单位多录用残疾人，从而促进残疾
人就业。

今年，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
市政协等单位在公务员招聘中，特设
置 5 个职位面向残疾人招录的做法，
就值得我们借鉴。只有政府“落子”，
带头示范，才能引领社会，破解残疾人
就业的难局。

在海南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孩子
带上人工耳蜗和助听器听老师讲课。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一名残疾人求职者在招聘会上与
用人单位洽谈。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残
保
金
就
是
残
疾
人
就
业
中
的
拐
杖
和
雨
伞
。
本
报
记
者

张
茂

摄

这是什么钱？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简称残保金，是指

在实施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地
区，凡安排残疾人达不到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机关、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年度差额
人数和上年度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缴纳用于残疾人就业的专项政府性基金。

这钱怎么用？
主要用于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有偿

扶持残疾人集体从业、个体经营和农村贫
困残疾人发展生产；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适当补助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业务经
费开支；对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有突出贡
献单位和个人的奖励；其他有利于残疾人
事业发展项目的支出。

这钱该谁缴？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保障法〉办法》和《海南省安排残疾人就
业规定》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按照不低于
本单位在职职工总人数1.5%的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或安排残疾
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应缴纳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

不缴啥后果？
滞纳金:逾期不缴纳或不足额缴纳的，

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逾期不申请行政
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限期缴
纳决定的用人单位，残疾人联合会可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无法办理税务相关业务:对于企业来
说，要先缴纳残保金后才能办理开发票、税
务年审等相关业务，否则无法办理。

全省残保金2014年征收情况

截至11月24日
19个市县（三沙除外，包括洋浦）

共征收到 1亿余元

其中企业共缴纳9240多万元
占总数的90%左右

省、市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
共缴纳 1100多万元

其中省级机关和社会团体
共缴纳900多万元

海口残保金2014年征收情况

应缴纳的残保金总数6000余万元
实际缴纳880余万元

其中企业应缴纳约5000万元
实际缴纳850余万元

市、区两级机关事业单位
应缴纳 1000余万元
实际缴纳20多万元

锐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