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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政策实施范围具体有哪些规

定？与之前的缓缴政策有何区别？

答：一是调整了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

运输等 5 个困难行业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

和补缴时间，即 5 个困难行业用人单位可申请缓缴 2022 年 4

月至 2022年 12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单位应缴纳部分，最迟于

2023年 6月 30日前缴费。

二是明确了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药制造业，化学

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

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

制造业，社会工作，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文化艺

术业，体育以及娱乐业等 17个困难行业企业，可申请缓缴 2022

年 6月至 2022年 12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单位应缴纳部分，最

迟于 2023年 6月 30日前缴费；可申请缓缴 2022年 6月至 2023

年 3 月的失业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单位应缴纳部分，最迟于

2023年 4月 30日前缴费。上述行业中以单位方式参加社会保

险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单位参照执行。

三是规定了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

业实施缓缴政策。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

的所有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可申请缓

缴 2022年 6月至 2022年 12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单位应缴纳



部分，最迟于 2023年 6月 30日前缴费；可申请缓缴 2022年

6月至 2022年 12月的失业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单位应缴纳部

分，最迟于 2023年 1月 31日前缴费。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参照执行。

2.扩大缓缴社保费政策实施范围后，餐饮、零售、旅游、

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 5个困难行业用人单位缓缴三项社

保费的缓缴费款所属期和缴款期限如何规定？

答：此次扩围政策调整了 5个困难行业企业缓缴基本养老

保险费的实施期限和补缴时间，失业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的相

关规定未发生变化。

未缴纳所属期为 2022年 4月费款的，申请 4月起缓缴的，

缓缴费款所属期和缴款期限如下：

适用范围 缓缴费款 缓缴费款所属期 最迟缴款期限

5 个困难行

业用人单位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费单位应缴纳部分
2022年 4月至 12月 2023年 6月 30

日

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

费单位应缴纳部分
2022年 4月至 2023年 3月

2023年 4月 30
日

已缴纳所属期为 2022 年 4 月费款的，申请 5 月起缓缴，

失业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缓缴月份顺延一个月，已缴纳的

2022 年 4 月基本养老保险费单位应缴纳部分可以申请退回。



缓缴费款所属期和缴款期限如下：

适用范围 缓缴费款 缓缴费款所属期 最迟缴款期限

5 个困难行

业用人单位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费单位应缴纳部分
2022年 5月至 12月 2023年 6月 30日

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

费单位应缴纳部分

2022年 5月至 2023年
4月 2023年 5月 31日

新开办企业可自参保当月起申请缓缴；企业行业类型变更

为上述行业的，可自变更当月起申请缓缴。

3.5个困难行业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调

整后，原已申请缓缴的企业是否需要重新申请？

答：不需要。税务机关将批量调整设置，原已申请缓缴的

用人单位申报完缓缴期间社保费后，系统会自动将基本养老保

险费单位应缴纳部分的缴款期限调整为 2023年 6月 30日。

4.5个困难行业企业办理缓缴三项社保费后，应当于什么

时候补缴费款？

答：缓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单位应缴纳部分最迟

于 2023年 6月底前补缴到位。缓缴的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

费单位应缴纳部分最迟于缓缴期满后的一个月内补缴。缓缴期

间免收滞纳金，超过缴款期限缴费的将按规定加收滞纳金。企

业依法注销的，应当在注销前缴纳缓缴的费款。

5.17个困难行业用人单位缓缴三项社保费的缓缴费款所



属期和缴款期限如何规定？

答：17个困难行业用人单位缓缴三项社保费相关规定如

下：

适用范围 缓缴费款 缓缴费款所属期 最迟缴款期限

17 个困难行

业用人单位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费单位应缴纳部分
2022年 6月至 12月 2023年 6月 30日

失业保险费、工伤保

险费单位应缴纳部分

2022年 6月至 2023年
3月

2023年 4月 30日

新开办企业可自参保当月起申请缓缴；企业行业类型变更

为上述行业的，可自变更当月起申请缓缴。

6.17个困难行业用人单位如何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

答：在缓缴期限内，用人单位可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向我省

税务机关（深圳、东莞除外）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

用人单位登录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社保费网报系统，进入

【阶段性缓缴社保费】-【困难行业企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

费】模块。系统将根据用人单位的不同情形，提醒用人单位确

认申请缓缴或者承诺申请缓缴。

如果用人单位登记的行业类型属于 17 个行业或者属于业

务主管部门提供名单的，进入模块后，界面将根据用人单位缴

费登记时间、行业类型变更时间，自动显示可缓缴的费款所属

期。用人单位确认申请缓缴即完成办理。



现有信息无法满足划分行业类型需要的用人单位进入模

块后，界面提示用人单位需签订《困难行业企业阶段性缓缴社

会保险费承诺书》，用人单位选择所属行业类型，承诺填写信

息真实准确，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后申请缓缴。

未开通电子税务局的用人单位，可到办税服务厅办理。如

果用人单位登记的行业类型属于 17个行业或者属于业务主管

部门提供名单的，提供《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表》申请

缓缴。现有信息无法满足划分行业类型需要的用人单位，需提

供《困难行业企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承诺书》申请缓缴。

7.哪些中小微企业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

答：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所有中

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可申请缓缴三项社

保费单位应缴纳部分。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

及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

务所等社会组织参照执行。其中：

（1）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是指 2022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累计出现 1 个（含）以上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地级以

上市。截至目前，我省（深圳、东莞除外）符合上述条件的地

市包括广州、珠海、中山、湛江、茂名和肇庆等六市。

（2）企业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或处于亏损状态（亏损

状态具体为 2021年度或申请缓缴前一季度出现亏损）。生产

经营出现暂时困难、处于亏损等条件实行告知承诺。用人单位



须留存生产经营暂时困难或亏损期间财务报表、银行流水等相

关资料备查。

（3）中小微企业按照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统计局关

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

字〔2017〕213号）确定的名单进行划分。

8.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中小微企业等用人单位缓缴三项

社保费缓缴费款所属期和缴款期限如何规定？

答：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中小微企业等用人单位缓缴三项

社保费的相关规定如下：

适用范围 缓缴费款 缓缴费款所属期 最迟缴款期限

受疫情影响严

重地区中小微

企业等用人单

位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费单位应缴纳部分

审批通过当月（不能

早于 2022年 6月）至

2022年 12月
2023年 6月 30日

失业保险费、工伤保

险费单位应缴纳部分

审批通过当月（不能

早于 2022年 6月）至

2022年 12月
2023年 1月 31日

9.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中小微企业等用人单位如何申请

缓缴三项社保费？

答：我省（深圳、东莞除外）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已开

通电子税务局的，可登录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社保费网报系统

【阶段性缓缴社保费】-【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中小微企业等用

人单位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填写《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中



小微企业等用人单位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表》，提交申

请。其中，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处于亏损等条件实行告知

承诺。用人单位须留存生产经营暂时困难或亏损期间财务报表、

银行流水等相关资料备查。

缓缴申请由县（区）税务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险部门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联合审核。用人单位可通过电子税务局【社

保文书事项管理—事项进度管理】界面查询进度，也可以通过

【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中小微企业等用人单位阶段性缓缴社会

保险费】查询缓缴审批结果。

未开通电子税务局的用人单位，可到办税服务厅办理。用

人单位提供《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中小微企业等用人单位阶段性

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表》申请缓缴。

10.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中小微企业等用人单位申请缓缴

三项社保费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缓缴？

答：缓缴审批通过后，由税务机关直接办理自审批当月起

至 2022年底三项社保费单位缴纳部分缓缴。

11.企业登录电子税务局后，看不到【疫情影响严重地区

中小微企业等用人单位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模块，是怎么

回事？

答：根据我省文件规定，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生产经营出

现暂时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业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其中，

疫情影响严重地区是指 2022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累计



出现 1个（含）以上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地级以上市。

12.企业登录电子税务局进入【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中小微

企业等用人单位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后，系统提示不属于

中小微企业，不能使用该功能，请问是怎么回事？

答：根据我省文件规定，中小微企业按照政府有关部门根

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2017）

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号）确定的名单进行划分。根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企业名单，您单位不属于中小微企业，因此

不能通过该模块申请缓缴社保费。

13.用人单位缴费登记的行业类型不属于餐饮、零售、旅

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 5 个困难行业和新扩围的 17 个

困难行业，想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应当如何办理？

答：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政策规定，判断适

用的缓缴政策和缓缴流程：

如果判断属于 22 个困难行业的，单位可登录广东省电子

税务局社保费网报系统【阶段性缓缴社保费】-【困难行业企

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模块，选择所属行业类型，承诺填

写信息真实准确，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申请缓缴后即完成办理。

如果判断不属于 22 个困难行业的，但符合受疫情影响严

重地区中小微企业标准的，可登录【阶段性缓缴社保费】-【疫

情影响严重地区中小微企业等用人单位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

费】模块申请缓缴。缓缴申请由县（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险部门会同税务机关等有关部门，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

用人单位可通过【社保文书事项管理—事项进度管理】界面查

询进度，也可以通过【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中小微企业等用人单

位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查询缓缴审批结果。

14.企业在缓缴三项社保费期间，员工离职的，如何办理

减员？

答：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社保费网报系统减员功能已优化，

支持缓缴社保费企业在缓缴期间办理减员。用人单位已缴纳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并已代缴职工个人应缴纳

部分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的，可登录广东省电子税

务局社保费网报【社保减员登记】模块办理减员。已缓缴的单

位应缴纳部分的费款应在缴款期限前缴纳，逾期缴费的将按规

定加收滞纳金。

15. 办理缓缴社保费期间，是否会影响购房、购车以及子

女入学资格的认定？

答：各地社保经办机构要主动配合当地相关部门，妥善解

决职工购房、购车以及子女入学等政策与缓缴政策的衔接问题，

缓缴期间职工个人部分依法代扣代缴的，其缴费状态应视为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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