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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一、哪些单位需要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根据《海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琼财非税〔2016〕1489号）规定，未
按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或安排残疾人就
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本省行政区域内国家机
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以下简称“保障金”）。

二、如何计算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
保障金的在职职工工资总额是指用人单

位实际发放给员工的工资薪金总和，不包括单
位的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

“五险一金”和公务交通补贴。
三、如何计算上年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按用

人单位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除以上年在职
职工人数计算。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和实际安排的残
疾人就业人数均为上年实际月份的平均数。

用人单位存续不到一年的，按实际月份计
算征收保障金；成立不到一个月的，不征收保
障金。

四、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包括哪些人员？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是指用人单位在编人

员或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含1年）劳
动合同（服务协议）的人员。

季节性用工应当折算为年平均人数。以劳
务派遣用工的，计入派遣单位的在职职工人数。

五、如何折算季节性用工的年平均人数？
按用工月人数来折算人数。用人单位上年

度所有季节性工人用工月人数之和除以12求
得。

季节性用工折算为年平均用工人数计算
公式为：年平均用工人数=季节性用工月人数
之和除以12。

六、如何计入劳务派遣用工的职工人数？
以劳务派遣用工的，计入派遣单位在职职

工人数。
七、如何计算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在职职工

总人数？
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在职职工总人数=用

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总数+季节性用工年平均
人数。

八、如何计算上年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是指上年本单位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实际
人数，不满1年的按月计算；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
例的差额人数，以公式计算结果为准，可以不
是整数。

九、哪些残疾人能计入用人单位实际安排
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用人单位将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残疾人或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
证》（1至8级）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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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1
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且实际支付的工资
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并为其安排适当的工种和岗位的，方可计
入用人单位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已离
休、退休、退职、下岗的残疾人不计入单位安排
残疾人就业的比例。

用人单位安排1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1至2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军人证》（1至3级）的人员就业的，按照安排2
名残疾人就业计算。

用人单位跨地区招用残疾人的，应当计入
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十、保障金征收是否设定上限？
按照《财政部关于取消 调整部分政府性

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18号）第
二条规定：设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上
限。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未超过当地
社会平均工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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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倍
（含）的，按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计征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
倍以上的，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倍计征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

十一、如何认定上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用人单位在上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

在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如实向所在
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审核认定。未在规
定时间内申报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各
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将审核认定的用人单
位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数据提供给主管

地税部门。
安排残疾人的用人单位以残疾人就业服

务机构审核确定的上年度残疾人就业人数，作
为向地税部门申报的依据。

十二、如何确认保障金的征收期限及年份？
保障金按年征收，所属期为法定缴费日

期。保障金计算公式中的“上年”是保障金征收
年度的上年。

地税部门集中征收期为每年7月1日至9
月30日。

用人单位在当年注销的，应按规定缴清当
年保障金。

保障金的缴款方式与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征收管理的其他税费的缴款方式一致。

十三、非法人独立核算和一套人马、多个
牌子的用人单位如何申报缴纳保障金？

非法人独立核算和一套人马、多个牌子的
用人单位可申请在总公司所在地进行合并申
报缴费，分公司凭着总公司缴纳保障金的清单
进行零申报。

十四、用人单位如何申报缴纳保障金？
（一）2011-2015年应缴未缴保障金的用

人单位，应到所在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
申报，再向所在地地税部门申报缴纳保障金。

海口地区用人单位，实行省市分开申报，
省属单位向海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申报；市属单位向海口市残疾人联合会申报，
再向所在地地税部门申报缴纳保障金。

（二）2016年起，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
人单位，经所在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审核认
定后，持《海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
表》及相关批复文书等向地税部门申报缴纳保
障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采取自检
自缴方式，直接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
报表》向地税部门申报缴纳保障金。实行网上
申报缴税（费）的单位，也可在网上申报;采取
简易申报方式的定期定额户，在规定期限内通
过财税库银电子缴费系统会委托银行扣缴核
定税（费）款的，当期可不办理申报手续，实行
以缴代报。用人单位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由本单位负责。

十五、如何进行保障金税（费）种认定？
用人单位首次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保障金

的必须到地税办税大厅进行税（费）种认定。
十六、如何更正少报少缴保障金？
少报少缴保障金的用人单位到所在地地

税办税大厅前台做申报更正。
十七、如何申请保障金退（抵）费？
用人单位向所在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

申请，经残疾人联合会审核后，持《海南省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退（抵）费审批表》及相关批复文
书等向所在地地税部门申请退（抵）保障金。

地税部门参照《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转
发国家税务总局税款缴库退库工作规程的通
知》（琼地税函〔2014〕164号），《海南省地方税
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退（抵）税工作的通知》
（琼地税函〔2016〕261号），《海南省地方税务
局关于明确退税管理各环节工作时限（试行）
的通知》（琼地税函〔2017〕127号）的有关规定
办理。

十八、哪些用人单位可以免缴保障金？
（一）按规定比例满额或超额安排残疾人

就业人数的用人单位，免征保障金。
（二）《海南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取消

和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琼
财非税〔2017〕310号），《财政部关于取消和调
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18号）第二条规定：将缴纳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免征范围由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3年
内，在职职工总数20人（含）以下小微企业，调
整为在职职工总数30人（含）以下企业。调整
免征范围后，工商注册登记未满3年，在职职
工总数30人（含）以下的企业，可在剩余时期
内按规定免征保障金。本通知自2017年4月1
日起执行。

十九、如何申请办理免缴保障金手续？
用人单位应在每年5月30日前，对照国

家和我省关于保障金免征范围，向所在地残疾
人就业服务机构申请，经残疾人联合会审核后
报所在地地税部门备案，备案登记后可免缴保
障金。

二十、不按规定时间缴纳保障金是否加收
滞纳金？

2011-2015年，用人单位应缴未缴的保
障金产生的滞纳金按照《海南省地方税务局代
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实施办法》（琼残字

〔2010〕81号）第八条规定，自欠缴之日起，按
日加收5‰的滞纳金。滞纳金不超过保障金应
缴金额。

2016年起，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时限缴纳
保障金的，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5‰的滞
纳金。对拒不缴纳保障金的，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二十一、如何办理申请减免或者缓缴保障金？
用人单位遇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或其他

突发事件遭受重大直接经济损失，可以申请减
免或缓缴保障金，应于每年4月前向所在地残
疾人联合会提出申请，并提供本单位上年度财
务报告等相关资料。

市县残疾人联合会对申请减免或缓缴保
障金合法性提出初审意见，对不符合减免或缓
缴规定的，直接答复并说明理由；对符合减免
或缓缴规定的，将初审意见报同级财政部门。
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会同残疾人联合会联合
批复用人单位，同时反馈地税部门，由地税部
门进行数据更新和征缴保障金。

各市县批复减免或缓缴保障金应报省财
政厅和省残疾人联合会备案。

用人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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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缓缴保障金
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

批准减免或者缓缴保障金的用人单位名
单，应当每年公告一次。公告内容应当包括批
准机关、批准文号、批准减免或缓缴保障金的
主要理由等。

二十二、《新办法》与之前的办法有何不同
《海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

办法的通知》琼财非税〔2016〕1489号（简称
“新办法”），自2016年10月10日起施行。

（一）征收标准调整。征收标准由以往的上
年“用人单位所在地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调
整为“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二）征缴主体调整。征缴主体由以往的
“残联审核、地税代征”明确改为“地税部门征
收”，用人单位采取自核自缴形式缴纳保障金。

（三）人员的调整。本办法所指的残疾人，
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人员。用
人单位安排1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1至2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
证》（1至3级）的人员就业的，按照安排2名残
疾人就业计算。

二十三、保障金的计算方法
以2017年征收期为例
（一）成立时间不满1年且未安排残疾人

就业的用人单位
成立时间不满1年的，按单位成立后的足

月计算，不满1个月的不计算。
对于在征缴年度成立不满1年的用人单

位，从其税务登记日的下1个月开始计算时
间，2016年12月完成税务登记的单位不需要
申报审核2016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

【例】某单位2016年7月1日完成税务登
记，其在职职工总数为100人，在职职工年平
均工资45000元，未安排残疾人就业。其计算
公式：2017年应缴纳保障金=45000×（100×
1.5%×5/12）。

（二）安排残疾人就业不满一年
安排残疾人就业不满一年的，按安排残疾

人就业的实际月份计算;不满一个月的，按一
个月计算。

【例】某单位2016年在职职工总数为50
人，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45000元，2016年8
月 31日安排1名残疾人就业。其计算公式：
2017年应缴纳保障金=45000×(50×1.5%-
1×5/12)。

（三）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不足1人
应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不足1人的单位

应按实际差额比例计算缴纳保障金金额。
【例】某单位2016年在职职工总数为50

人，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45000元，未安排残
疾人。其计算公式：2017年应缴纳保障金=
45000×50×1.5%。

咨询电话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0898）12366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0898）65375049
海南省财政厅（0898）68557367
海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0898）65353041（0898）65355046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海 南 省 财 政 厅

海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热点问题

■ 阿成

北京时间 10 月 18 日，新赛季
NBA拉开战幕，两场被视为“东西决
预演”的强强对话打得精彩激烈跌宕
起伏。然而，揭幕战的胜负也只是一
场常规赛的输赢，凯尔特人新引进的
球星海沃德严重受伤的意外，才是揭
幕日最令人揪心和牵挂的事件。

骑士与凯尔特人之战进行到约6
分钟时，海沃德试图完成空中接力，
起跳后突然失去重心重重摔倒在
地。慢镜头显示，海沃德的左腿严重
扭曲变形。赛后确认，海沃德脚踝脱
臼，胫骨骨折。到底伤情多严重，还
待进一步确诊。从现场画面上看，恐
怕海沃德这个赛季要报销了。

海沃德是凯尔特人这个赛季以
1.28 亿美元的顶薪合同签下的全明
星球员，他将与也是新加盟的欧文
组成后场新“双核”。新赛季在球
员交易市场上收获丰厚的凯尔特

人，被视为骑士在东部最大的劲
敌。没想到，海沃德只打了 6 分钟
就报销了。海沃德的报销也意味
着，凯尔特人想在这个赛季挑战骑
士争雄东部，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海沃德受伤后，凯尔特球员抱成
一团互相鼓劲，他们与骑士缠斗至最
后才输了3分。但比分只是表象，并
不说明缺了海沃德他们与骑士仍然
势均力敌。篮球虽是团体运动，但球
星的作用显然是巨大且难以替代的，
要不然NBA球队也不会争相花巨资
哄抢球星了。

无独有偶，在勇士与火箭的大战
中也有球员受伤，勇士内线悍将格林
在第三节末段撞到膝盖退出比赛。
格林的伤看起来不会太严重，但他的
受伤是勇士输掉比赛的重要原因。
勇士几乎领先了全场，最多时领先17
分。但在格林下场后，勇士失去内线
屏障，被火箭一通突破，最后时刻将
比分反超。

格林受伤后局势逆转，再次暴
露出勇士内线的隐忧。赛季开赛前

的预测中，约九成的专家认为强大
的勇士将成功卫冕。甚至有媒体调
侃：其他球队只能指望勇士有球员
受伤了。现在看来，这不全是玩笑
话。伤病猛于虎，主力球员伤停也
是球队的“大敌”。勇士对伤停的打
击应该记忆犹新，去年的总决赛，他
们在 3∶1 拿到赛点胜利在望的大好
形势下被骑士逆转，中锋博古特受
伤退赛和格林因犯规被禁赛，就是
原因之一。

球员受伤，很多时候是不可预知
的偶发事件，你也不能因害怕受伤而
畏手畏脚。但防患于未然做好预防
工作，就能降低受伤的风险。比如在
漫长的常规赛中，适当的轮休以及无
关紧要的比赛别那么拼命，就很有必
要。赛季才开始，小心别受伤。

赛季才开始，小心别受伤

半决赛次回合客场0∶1不敌浦和红钻 总比分1∶2被淘汰

上海上港无缘亚冠联赛决赛

NBA揭幕日战报
（主队列前）

骑士102∶99凯尔特人
勇士121∶122火箭

➡ 上港外援胡尔克（后）与浦和
红钻球员拼抢。 小新发

E组
利物浦7∶0马里博尔
莫斯科斯巴达5∶1塞维利亚
F组
曼城2∶1那不勒斯
费耶诺德1∶2顿涅茨克矿工

G组
摩纳哥1∶2贝西克塔斯
莱比锡3∶2波尔图
H组
皇马1∶1热刺
希腊人竞技1∶1多特蒙德

欧冠小组赛第3轮战报

全国群众登山大会
保亭站本月28日开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省登山协会获
悉，由中国登山协会、省文体厅等单位主办的
2017年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保亭站）暨七仙
岭重阳节健身登山赛，将于本月28日在保亭七仙
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活动设群众登山健身
和专业登山比赛两大项目，报名正在进行中。

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是国家体育总局登山
运动管理中心适应登山运动新形势、满足登山爱好
者新需求而创立的一项群众性的健身活动。自
2002年以来，该赛事已连续举办了15届，参与的
城市和人数不断增加，有力地推动了全民健身活动
的开展。这也将是保亭连续第五年举办该项活动。

“航天杯”笼式足球赛
本月27日文昌开踢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年文昌市首届“航
天杯”笼式足球3V3邀请赛将于10月27日至29日
在文昌举行，40支球队将参加三个组别的比赛。

据悉，本次比赛设三个组别，分别是男子U12
组（2005年1月1日以后出生至2009年12月31日
以前出生），男子U16组（2001 年1月1日以后出
生），男子公开组（2000 年 1 月 1 日以前出生至
1977 年 12 月 31 日以后出生）。男子U12组参赛
队伍8支，分成2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球队，第一
阶段进行小组循环赛，小组前2名出线进入第二
阶段交叉淘汰赛。另外两个组别参赛队伍各16
支，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球队，第一阶段
进行小组循环赛，每个小组前2名出线进入第二
阶段交叉淘汰赛。每个组别均奖励前四名。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文体厅、文昌市人民政府
主办，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委员会承
办，文昌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协办，海南西盟足球俱
乐部运营。

世界星锐围棋最强战
柯洁首夺冠军

据新华社杭州 10月 18日电 （记者夏亮）
2017“利民杯”世界星锐围棋最强战决赛18日下
午在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战罢，柯洁九段执黑中盘
战胜许嘉阳六段，首夺世界星锐围棋最强战冠军。

世界星锐围棋最强战是由中国围棋协会、中
国棋院杭州分院共同创办的一项面向20岁以下
职业棋手的世界大赛，算上今年共举办过五届，柯
洁在此前比赛中最好的成绩是止步4强。受年龄
限制，1997年出生的柯洁明年将不再有资格参
赛，因此今年也是他争夺冠军的最后机会。

总决赛上，柯洁连胜胡子扬、大西龙平、申旻
埈、谢尔豪杀入决赛。在决赛中，柯洁击败1999
年出生的许嘉阳，夺得冠军。

新华社日本埼玉 10月 18日电
（记者沈红辉 严蕾）亚冠联赛半决赛
第二回合比赛18日在日本埼玉2002
体育场举行，客场作战的上海上港0∶1
不敌日本浦和红钻队，两回合总比分
1∶2被淘汰出局，无缘决赛。

在双方首回合较量中，上港主场
被浦和红钻1∶1逼平。在当天的第
二回合比赛中，上港已无退路，必须
全力进球争胜或大比分打平，才能闯
入决赛。

比赛一开始，上港反客为主，场面
占据上风，但率先进球的却是浦和红
钻。第10分钟，浦和红钻开出角球，
上港禁区内盯人不紧，被对方外援席
尔瓦抢点甩头攻入1球。丢球后，上
港加强进攻。第22分钟，胡尔克前场
一记漂亮的任意球越过人墙，直飞球
门左下角，但被反应迅速的对方门将

鱼跃挡出。第40分钟，上港在前场上
演精彩的传切配合，无人盯防的艾哈
迈多夫在禁区前沿得球怒射，可惜球
射得太正被门将没收。

易边再战，上港队场面上继续占
据优势，但破门乏术，反倒是浦和红
钻的防守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多次威
胁上港球门。第54分钟，浦和红钻
中场槙野智章头球击中横梁弹出。
上港后换上于海等球员变阵，但依旧
无法撕破浦和红钻由多名日本国家
队主力组成的防线。最终，上港0∶1
客场告负。

上港主教练维拉斯·博阿斯赛后
在记者会上说，这场比赛虽然上港控
球非常多，但是未能创造足够的得分
机会。浦和红钻今天防守得很好。

“简单来说，他们的策略成功了，我们
的策略失败了。”

对于上港今年打入四强的表现，
博阿斯说，我们更希望进入决赛，没能
进入决赛，我们感到失望，但这个赛季
的成绩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一步，希
望球员从失利的情绪中走出来。

浦和红钻主教练堀孝史则表
示，当天浦和作为一个整体加强了
防守，尤其是针对上港队锋线突破
能力较强的球员展开围堵。“但我们
本该在他们到达锋线之前就切断他
们的运球，这是我们今后需要努力
加强的地方。”

这是浦和红钻自2007年获亚冠
冠军后10年来首次进入亚冠决赛。
它将在11月18日和25日与沙特豪
门阿尔希拉尔展开决战。

大侃台

北京时间10月18日，在欧冠小组赛H组比赛中，皇马主场以1∶1战平热
刺。图为皇马球员C罗（后）与热刺球员桑切斯争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