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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书是由英创中国进行编写，每季度发行一次。

旨在概括在华日企的人事信息，重要的劳务新闻、知名企业采访等内容。

每季度发布的人力资源需求情况，是以英创每年超过1万件的人才中介数据而统计得出。

特别采访，是以知名的在华日企为采访对象，通过实例向大家介绍人事组织的成长与变革。

英创作为一家综合性人才服务公司，秉持着“实现员工与企业共成长”的理念。

希望本报告书能对企业客户的员工与公司成长有所帮助。

Copyright (C) Intelligence China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このレポートに掲載している情報のコピーおよび無断転載を禁じます。
本文的知识产权归英创中国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英创日企联合招聘会

英创安众会员限定Workshop研讨会

团队showtime：英创中国-楽SPO FESTA

人力资源相关新闻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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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第四季度日企制造业在招聘方面的需求仍然没有很大起色。但在招聘的岗位中，支柱行业，例如汽车、半导体、化
工、医疗器械等对技术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特别是锂电池、ADAS、汽车电动化等先进领域的研发职位比起传
统的技术支持、销售岗位来说呈明显增长趋势。

���� 年在中国“ 新零售 ”概念的背景下，通过结合大数据，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结合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物
流等方式，为消费者打造更好的消费体验。这使得零售行业重新复苏，并且走向更大的市场规模。人才需求量也
在增长。

各行业日企人力资源需求

以下图片是各业界�年前同时期新招聘人数案件���为基准而变化的表现形式。
图片可看出全年每个季度变化的同时，各行业招聘案件的前一季度比和前一年同期比的数据也可供参考。
※以下数据分析最终解释权归英创人才所有 

图例： 去年同期比 大幅下降快速上涨 平稳增长 基本持平 小幅下降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制造业 贸易/进出口

咨询业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批发/零售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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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随着双十二的结束，互联网及物流行业的职位需求有小幅下降。但 ���� 年因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零
售及快消的电商职位需求猛增，从而通信行业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金融行业的招聘需求较去年同期小幅增长。其中风险管理、营业岗位的需求较多。

大幅下降快速上涨 平稳增长 基本持平 小幅下降

图例：对比去年同期和前一季度

IT/通信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金融/银行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房地产/建筑 去年同期比 前期比

物流/仓储

前期比去年同期比

� 各行业日企人力资源需求

超过120%                           105-120%                              90-105%                             70-90%                               不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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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インタビュー

首先大家都不知道麒麟这个品牌。这与日本的情况截然
不同。

当时日以继夜都在思考如何提升麒麟的产品知名度，如
何提高销售额。

初到中国时对中国市场有什么印象？

“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通じたノウハウの共有で目指す中国1万店舗”
 中国全土で2,000を超える店舗を展開するローソン。
群雄割拠の中国コンビニ業界の中での発展戦略を、中国事業の統括会社
である羅森（中国）投資有限公司の三宅総裁に伺った。

5总经理采访

总经理采访

凭借“客户至上”及“热爱品牌”的精神向巨大的中国啤酒市场发起挑战。

2017年安藤先生赴任中国担任董事总经理一职。在毫无海外工作经验的情况下

赴任，所有人对此都非常震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市场，规模为日本的8

倍，本次就请安藤总经理谈一下赴任后的感想及今后的展望。

5

安藤 弘之

麒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总经理

首先是“客户至上”。我们非常重视与客户接触的机会。
为此增加了许多能直接向客户展示商品魅力的活动，例如
直接营销方式的强化、多参加活动。我本人也会利用周末时
间参加很多活动。我认为增加与客户的接触是没有一点坏
处的，自己也始终带着这样的想法在工作。此外、通过参与
现场的活动，我也能更直接正确地将如何与客户接触的方
式传达给员工们。

为此您做了哪些努力呢？②



6 总经理采访6

听说其中一项是参与应届生招聘？
是的，我赴任中国后参与了应届生招聘。当时很多人认为“应届生的稳定性差”，有许多消极的反对声

音。但是我坚信这是正确的举措，最终我们招聘到了非常优秀的员工。时至今日我们每年都会录用应届生。
我非常期待在录用的应届生中有人能成为肩负公司未来发展的人才。

④④

您赴任后销售额大幅增长，是如何做到的？

我认为销售产品时必须怀揣热情。销售人员没有热情是绝对
卖不出产品的。因此在麒麟“热爱品牌”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能否
像介绍家人般的介绍麒麟的产品，能否与之共眠，希望销售人员
能带着爱去对待产品。所以我认为全体员工热情的提升是销售
额增长的一大因素。

⑤⑤

是的，可以说是率先垂范，我认为高层不带头示范的话很难让员工行动起来。这是我在日本麒麟工作
时领导告诉给我的。我尽可能去参加与客户的洽谈，也和员工一起出差。这样也让我能有更多机会向员工
传达我的工作想法与做法。

作为总经理都亲力亲为吗？③③

对我们来说品牌和人才一样非常重要。所谓
热爱品牌首先要从正确掌握产品知识，以及了解
酿酒师的想法开始。麒麟的一番榨是用世界独一
无二的制法酿造而成的。为了让员工更好地了解
产品，我们会让员工到中国和日本的制造现场亲
身感受产品的制造过程。近年开始在中国贩售的 
Little Creatures手工酿造啤酒生产线位于澳大
利亚，为了加深对它的理解，我们让一部分员工去
了澳大利亚，增加员工了解和感受品牌的机会，是
员工对品牌产生热爱的开始。

“热爱品牌”听上去很好，但抽象的概念
实施起来感觉很难

⑥



是的。不仅是销售产品，我会向员工说明自己的工作是如何与解决社会课题进行关联的。让员工
自己思考工作的意义并付诸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无法让他们保持高涨的积极性与参与度。

听说您也很重视员工的参与度？⑧

希望能走出利基市场（niche market，指“小众市场”）。在中国啤酒市场，前五大企业的市场占有
率达70%。但另一方面，这些企业提供的啤酒不足以满足客户的嗜好。精酿啤酒与高品质啤酒的兴起就
是很好的例子。

用“客户至上”的态度了解客户所需，时刻关注市场变化，带着“热爱品牌”的态度去工作，作为拥
有100%日本独资工厂的啤酒公司，如果能发挥以上优势，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一定能实现不止2倍、
3倍的飞跃式的发展。

最后请谈谈您对今后的展望⑨

～～采访的最后～～

在采访的过程中， “客户至上”、“热爱品牌” 、“率先垂范”这几个词反复出现。我能感受到作为公司
的最高领导、安藤总经理非常明确该做什么。员工也非常理解目标的方向性、以及需要做什么。在赴任以来的
3年间安藤总经理已经为企业的飞跃式发展做好了准备。非常期待麒麟今后的发展。

首先是培养干部。很多人不擅长培养人才。我们还委托了专业的人力资源公司进行员工培养。此外
为了能准确反映努力程度与行为结果，评价制度的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关系好的
组织，而是 “严格且温暖的公司”，因此评价时的张弛有度也很重要。

您在价值观渗透方面做了很多努力，那在其他的人才管理方面有哪些举措？⑦

英创中国 总经理　喜島孝広

7总经理采访 7



8 人事劳务专栏

经营者不可不知的人力资源管理知识
—把握基本体系—

人事劳务专栏

在企业经营中，人、财、物、信息常被认为是经营资源。其中，关于人这一资源的管理，历经“劳务管

理”、“人事劳务管理”等名称变化，现在我们称之为“人力资源管理”。

中国的日企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大多都面临着缺少相关领域专家或相关经验丰富的员工、尚未完

善应有的体系化管理等问题。因此，在本次专栏文章中将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为大家介绍人力

资源管理的基本体系。

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自不用说，就是“人”（通常是公司员工）。在人的管理方面，以下三个角度必

不可少：

着眼于上述�个角度，管理学上都建立了重要的理论体系（图�）。对于岗位上劳动的“人”，古典理

论认为人是“经济人”（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人际关系理论认为人是“社会

人”（人际关系、积极性影响劳动生产率），再加上后来的行为科学，由此演变出不同的理论学派。

①“个  体” ②“群  体” ③“组  织”

（图１）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体系

经典
理论

人际关
系理论

行为科
学理论

官僚制理论 现代组织理论

领导
风格类型理论

领导
权变理论

“个体”的观点

组织
权变理论

激励
行为科学理论

激励
权变理论

“群体”的观点

“组织”的观点



9人事劳务专栏

去年��月，作为人事劳务会员服务的一部分，我们在华东、华北地区举办了会员恳亲会

“Motivation Workshop”。席间便向大家说明了上述�.提到的“个体”角度的基础—激励理论，

与会者们都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因此，在此次的专栏文章中，我将从上述�.“群体”角度来展

开介绍。

如图�所示，针对群体一般以领导理论来考察应有的管理状态。领导理论原本是行为科学理

论的一部分，迄今为止也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主要有如下代表理论：

我们应该重视上面哪一种理论呢，作为企业经营者可能会难以判断。但结论是：目前看来，可以

说没有哪一个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在经营实务中重要的是：理解各个理论及其要点，考

虑公司组织的状态、规模，关注员工并尝试更加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激励、领导、组织等有各自的权

变理论，它们是目前最新的理论学说，我认为透彻理解这类学说便是将其用于实操实践的捷径。

在下一次的专栏中，将从“个体”角度出发为大家介绍激励。

1.领导特质理论

领导方式由领导者的品质、
特性决定。

2.领导行为理论：

领导风格理论
（勒温：K.Levin）
3种类型：独裁型、民主型
（勒温推荐此类型）、放任型
系统四理论
（利克特：R.Likert）
4种类型：剥削式的集权领
导、仁慈式的集权领导、商
议式的民主领导、参与式的
民主领导。管理者应在上下
之间起到“联结销(Linking 
Pin)”的作用。

3.二维构面理论：

PM理论（三隅二不二）
将领导行为按绩效
（Performance）、和维持群
体关系（Maintenance）两个
维度进行研究分析。
管理方格理论（布莱克＆莫
顿:R.R.Blake & J.S.Mu-
ton）
按照以人为中心、以生产为
中心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分
析。

4.领导权变理论：

费德勒模型
（费德勒：F.Fiedler）
以领导者对“最难共事者”的
评价为基础，指出组织绩效是
否有效取决于领导者是否与
职位权力、任务结构和上下级
关系这三项环境因素相匹配。
情境领导理论（赫塞＆布兰查
德：P. Hersey & 
K.H.Blanchard） 
领导者应根据下属的成熟度
选择适当的领导行为（成熟度
低　指导→培养→沟通→委
任　成熟度高）。

须藤洋介
英创安众企业管理咨询  （上海）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年的制造业与咨询公司的中国工作经验。
作为企业管理者和咨询顾问、拥有丰富的中国经营与人事管理经验，
提供专业的建议。



法律专栏
员工录用前的背景调查需注意网络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在员工应聘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个人信息保护事项，不少用人单位正式录用员工前，通常
会对一些关键岗位（如高级管理岗位、核心技术岗位、财务岗位等）的候选人进行背景调查。

本期我们将就候选人背景调查所需注意的网络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进行探讨。

用人单位进行背调一般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网上公开信息查询、向候选人的原单位调查、及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

一、网上公开信息查询

用人单位除了收集候选人要求签订和履行劳动合

同所必须的信息无需征得个人同意外，如下几项个人

信息收集也无需取得个人授权：

① 与犯罪侦查、起诉、审判和判决执行等直接相
   关的；

② 所收集的个人信息是个人信息主体自行向社会
   公众公开的；

③ 从合法公开披露的信息中收集个人信息的，如 
   合法的新闻报道、政府信息公开等渠道。

现今许多法院开庭公告、判决结果、执行情况都在

网站上进行公示，是否与原单位有劳动争议，是否有债

权债务纠纷被列入失信执行人等都可以在网上进行查

找。在此种情况下取得的信息，无需取得个人同意。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单位调查的量比较大，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可能使用爬虫软件自动

在网络上进行相关信息的爬取，如使用的爬虫软件规

避网站保护措施（如验证码输入、图形识别等）来登录

网站获取相关信息的，可能构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或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案例

2019年6月21日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作出一项刑

事判决。李某等6名被告自2014年起，使用爬虫软件，大

量爬取全国各地及凉山州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公告

的车牌放号信息，之后使用软件采用多线程提交、批量

刷单、验证码自动识别等方式，突破系统安全保护措施，

将爬取的车牌号提交至“交通安全服务管理平台"车辆

报废查询系统，进行对比，并根据反馈情况自动记录未

注册车牌号，建立全国未注册车牌号数据库。并编写客

户端查询软件，以300-3000元每月的价格贩卖数据库查

阅权限。

法院认为，6名被告为谋取私利，违法国家规定，侵

入国家事务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构成非法侵入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罪名成立。

�� 法律专栏



曹文磊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法学硕士。
2009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于2018年加入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具有10年的法律从业经验，为众多日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为外资企业提供常年法律咨询服务，涉及的行业种类有仓储物流、电子制造、医疗器械、医药、汽车、食
品、化工等多行业领域，其中多家企业为跨国企业地区总部。至今累计为数十家企业提供过常年法律
咨询服务。 
在用人单位规管理、劳动争议、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业务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 
工作语言：中文、日文

二、向原单位调查候选人个人情况

许多用人单位在背调过程中往往会向应聘者的原

工作单位了解情况。此种情况下因调查的情况往往涉

及个人信息，一般应事先取得候选人的授权同意。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对个人信息的定义较为宽

泛，并对相关内容作了列举，包括：

许多用人单位还会委托一些专业的背景调查公

司、猎头公司等第三方公司对候选人进行背景调查。

用人单位在委托第三方公司调查的过程中，会涉

及收集、传输、买卖、提供或公开他人信息的行为。此种

情况下，用人单位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个人家庭关系、电子邮箱等基本资料

身份证、驾驶证、社保卡等身份信息

个人系统账号如微博账号等网络身份标识信息

个人健康状况、生育信息、过往病史等健康生理
信息

个人婚史、性取向等

候选人在前雇主的薪酬水平

是否有犯罪记录

征信记录

行业处分情况（例如在证监会、基金业协会的
处分）等

在背景调查过程中，用人单位可能会收集到一些
较为敏感的个人信息，例如：

这种情况下需注意收集信息的必要性，对此上一

期小专栏中的“简历收集必要性原则”已进行了说明，

在此不再赘述。

最后，除了向原单位调查候选人情况需取得候

选人授权同意外，还要注意原单位获取相关信息是

否合法取得，以及提供相关信息是否获得候选人授

权同意。

三、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调查

就相关委托调查获得候选人的授权同意；

第三方公司提供调查结果时，确认信息的合法
来源；
委托第三方公司的调查结束后，要求其及时删除
候选人的相关信息。

在委托第三方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应要求第三方

保证取得信息的来源合法。虽然用人单位在获得候选

人的授权后，将使得用人单位委托第三方收集及调查

候选人个人信息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但是用人单位对

于第三方公司采用的具体调查方式往往无从得知、也

无法监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需采取相应

的措施，如在同第三方的合同中明确要求其应依法进

行相关委托，并保证其提供相关服务的合法性，如有

违法违规或侵权行为，均由其自行承担，以此在第三

方公司擅自采用了违法或不合规的调查方式时来降

低自身的法律风险。

如在实务操作中第三方提供的信息来源不合法

或超出必要性原则的，建议用人单位拒绝第三方的提

供违法获得的信息。如已通过邮件发送等方式单方提

供的，建议用人单位收到后进行删除处理。

法律专栏 ��



2019-2020年度工资调整、
奖金发放及人员流动情况

英创安众作为英创集团下为会员提供人事劳务咨询服务的咨询公司，于2019年10月开展了“2019-2020年
度工资调整及奖金发放情况调查”。

本次调查对象以中国沿海城市的企业为主，近500家企业参与了本次调查。对参与调查的企业我们深表感
谢。

以下为此次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主要为各地的对比结果。
如有兴趣，请发送邮件到kikaku@yingchuang.com进行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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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上海 江苏省 深圳 广州 北京

2020年平均加薪率（预测）

全体 高级管理职 管理职 一般员工 蓝领

6.28 6.42 5.95 6.33 6.34
5.04 5.63 5.43 6.07 5.825.62 6.11 5.74 6.16 6.286.65 6.46 6.22 6.41 6.436.1 6.51 6.45 6.62

5.31

上海 江苏省 深圳 广州 北京

2019年平均加薪率（实际）

全体 高级管理职 管理职 一般员工 蓝领

单位：%

单位：%

2.16 1.97 1.71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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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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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2.132.22 2.25
1.68

2.74
2.132.12 1.94 1.73

2.63

1.58
2.09 1.82 1.68

2.88

1.5

上海 江苏省 深圳 广州 北京

2020年奖金发放情况（预测）

全体 高级管理职 管理职 一般员工 蓝领

2.27 1.99 1.84

2.78

1.35

2.38
2.67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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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3 2.25

1.84

2.88

22.23 2.01 1.84

2.71

1.25

2.13 1.91 1.82

3.14

1.25

上海 江苏省 深圳 广州 北京

2019年奖金发放情况（实际）

全体 高级管理职 管理职 一般员工 蓝领

单位：月

单位：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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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英创日企联合招聘会

����年�月~��月、英创人才先后在西安、东京、北京、上海四地举办了四场日企联合招聘会。
英创招聘会汇集了多行业、多领域的不同职位需求，为候选人提供了更全面更优良的求职环
境，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多优秀人才的选拔机会。
这是企业与人才的WIN-WIN，今后也将持续开展。

英创日企联合招聘会

三菱电机汽车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电装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京滨电子装置研究开发（上海）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汽车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富士通（西安）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武藏汽车零部件（中山）有限公司

参加企业一览

第二届西安日企联合招聘会汽车・IT专场

�月��日，英创人才在西安邮电大学举办招聘会。
招聘会共有�家企业参展，约���名西安各高校应
届毕业生参加。
企业有录用意向的人数约为��人。

第二十七届北京中日企业联合招聘会

��月�日，第二十七届北京中日企业联合招聘会
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举办。
招聘会由中国日本商会主办，英创人才北京分公
司运营。
共有��家大型企业参展，涉及航空、汽车、IT、广
告、金融、零售及制造等行业。当天吸引了北京多
所高校以及从天津、东北地区、日本留学归来的
近���名学生参加。

��月��日，英创人才在日本东京bellesalle神田举
办招聘会。
招聘会共有�家企业参展，约���名日本各大高校
应届毕业生和社会人参加。
企业有录用意向的人数约为��人。

第一届英创中国留学生归国就职招聘会

京滨电子装置研究开发（上海）有限公司 野村综研（北京）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栗田工业（大连）有限公司

似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 高丝化妆品销售（中国）有限公司 出光润滑油（中国）有限公司

参加企业一览



��英创日企联合招聘会

参加企业一览
永旺梦乐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ELEVEN 德硕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住友建机（唐山）有限公司 北京光明饭店有限公司 丸红（北京）商业贸易有限公司

爱信精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讯和创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住友商事（中国）有限公司 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NEC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住友电工硬质合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

Kelly Services Human Resources Co.,Ltd 英创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月��日，第三届英创人才日企联合招聘会
在上海世贸商城�楼盛大召开。
招聘会由英创人才主办、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馆后援。

共��家企业参展，涉及IT、制造、食品以及服务
等行业，约���名以上来自上海及全国各大高
校，以及日本、欧美等地区高校的求职者参与，
文理比为�：�。
企业有录用意向的人数约为���人。

参加企业一览
山业（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日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万代南夢宮（中国）投資有限公司

电气硝子玻璃（上海）有限公司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大王（南通）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麒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莱依柏商贸有限公司 双日（上海）有限公司

栗田工业（大连）有限公司 船井（上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京滨电子装置研究开发（上海）有限公司

似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岩谷有限公司 卡西欧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睛姿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日东（中国）新材料有限公司 三井化学（中国）管理有限公司

雅玛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富士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似鸟（太仓）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村田电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泉盛餐饮（上海）有限公司 亚洲藏寿司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航空公司上海办事处 迪思科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住友电工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萨莉亚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井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闵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蒂分卡市场营销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高丝化妆品销售（中国）有限公司

国誉商业（上海）有限公司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伊升机电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年，英创人才将继续在上海、北京、西安、日本举办大型招聘会。
如有兴趣，欢迎联系。
咨询邮箱：info@yingchuang.com      咨询电话：���-��������

第三届上海日企联合招聘会



16 英创安众会员限定Workshop研讨会

① （讲课） 日企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现状
② （讨论1）分享本公司的员工积极性现状
③ （讲课） 工作积极性相关的基础知识
④ （讨论2）提高员工积极性的对策

研讨会安排

    如右图所示，本次研讨会中从4个不同的
角度出发，介绍了提高员工积极性的方法。
并以此为核心，讨论了适合各家公司的相应
对策。

人际关系
·员工旅游
·生日、公司创立纪念日
·跨部门交流会
·公司内部刊物：团队建设

业务相关
·拓宽业务内容
·改善办公环境
·目标管理制度
·轮岗制度

制度
·重建人事制度-明确所需的人才并与薪酬
  联动
·表彰制度（优秀的员工）
·改善业务的提案制度
·将职业规划面谈制度化

培训
·年度培训计划（成长性的）
·管理职培训
·新人培训
·培养核心人才
·OJT-日本总公司培训

以下为讨论内容摘选

讨论：提高员工积极性的4个角度

英创安众 会员限定
Workshop研讨会

    2019年12月，由英创安众主办的会员限定“提高员工积极性workshop”研讨会，在上海及北京顺
利举行。研讨会共有近50位企业的总经理及人事负责人参加。

提高积极性的
4个角度

人际关系

认同/沟通/
公司内部活动

等

制度

达成/责任/
升职加薪/薪酬

培训

提供成长
机会等

业务相关

工作内容/
工作环境等



��团队Show Time

团队Show Time
「英创中国」
 

����年��月，英创作为主办方之一、参加了RAKUTO��周年感恩祭
&第四届樂SPO FESTA活动。本期就为大家带来活动当天的精彩瞬间。

　　本届活动有近��家企业的����名员工及家属参加。活动内容非常丰
富，包含开幕式、竞技比赛、成人体力测验。其中竞技比赛包括网球、
篮球、羽毛球、乒乓球、马拉松、���米接力、跳长绳、飞镖、电子竞
技、斗地主等��个项目。
　　除了比赛区域，还设有企业PR区、感恩祭舞台、嘉年华缘日区、儿
童娱乐区、美食区，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同时为所有到场者精心准
备了抽奖与福袋。
　　一整天的活动，为大家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加强了员工间的交流，
体现了RAKUTO“为世界创造印象深刻的体验”理念。

在感恩祭舞台，英创的RAP高手、总经理喜岛先生和北京的
小林先生为樂SPO演唱了歌曲。

英创的选手们参加了长跑接力、跳长
绳、��人��足、拔河比赛。比赛不仅是对
个人的挑战，更是对团队合作以及团队凝
聚力的考验，充分体现了英创中国的三大
价值观：挑战 、坚持、WINWIN。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届樂SPO活动！



人力资源相关新闻纵览

，

����年��月��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并于����年�月�日起实施。根据《办法》，明确了在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就业相关的参保义务、社保待遇的享受条件、参保手
续、双重缴纳社保时的处理方式等事项，具体如下：

18 人力资源相关新闻纵览

（一）适用险种
用人单位依法聘用、招用的港澳台居民，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由用人单位和本人按
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二）社保待遇的享受条件

�.医疗待遇�.养老待遇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年的，可依
法享受养老待遇；
累计缴费不足��年的，可以延长缴费
至满��年；
社会保险法实施(����年�月�日)前
参保、延长缴费�年后仍不足��年
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年。

�)

�)

�)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
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
遇；
未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可以缴费至
国家规定年限；
在境外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不纳入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

�)

�)

（三）参保登记
�. 用人单位依法聘用、招用的港澳台居民，应当为其办理社保登记；
�.港澳台居民办理社会保险的各项业务流程与内地居民一致。社保经办机构或者社保卡管理机构应当为港澳 
    台居民建立社会保障号码，并发放社会保障卡。

（四）缴费年限的累计计算以及社保关系的终止
�.港澳台居民在达到规定的领取养老金条件前离开内地的，其社会保险个人账户予以保留，再次来内地就业、
    居住并继续缴费的，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经本人书面申请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的，可以将其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五）双重缴纳社会保险的处理
已在港澳台参加当地社会保险，并继续保留社会保险关系的港澳台居民，可以持相关授权机构出具的证明，不在内地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参加社会保险暂
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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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公布2020年度继续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操作指引

子女教育 继续教育 住房贷款 住房租金 赡养老人 大病医疗

范围
及条

件

扣除
方法

扣除
标准

扣除
对象

申报
手续

资料
保管

其他

➀学前教育阶段
的子女（�岁以
上～小学入学
前）
➁ 全日制学历教
育（小学～博士
研究生）

➀中国境内的学
历（学位）继续教
育
➁中国境内的职
业资格继续教育
（技能人员、专
业技术人员）

首套住房贷款 住房租金

定额扣除

➀赡养��（含）以
上的父母
➁赡养其他法定
赡养人

与基本医保相关
的医药费用支出

（纳税人、未成年
人子女发生的个
人负担累计超过
��,���元的部分）

年度��,���元
（�,���元/月）
※按子女人数计
算

➀年度�,���元
（���元/月）
※按子女人数计
算
※最长不能超过
��个月
➁年度�,���元※
取得相关证书的
当年一次性扣除

年度��,���元
（�,���元/月）
※最长不超过���
个月

➀省会、直辖市
等，�,���元/月
➁上述城市以外，
市辖区户籍人口
超过���万的城
市，�,���元/月
➂市辖区户籍人
口���万（含）以
下的城市，���元/
月

➀独生子女的，年
度��,���元
（�,���元/月）
➁非独生子女的，
根据其兄弟姐妹
人数进行分摊上
述额度。

年度不超过
��,���元

子女接受境外教
育的，应当留存以
下资料：
➀境外学校的入
学通知
➁留学签证等证
明资料

应当留存相关证
书等资料备查

➀住房贷款合同
➁贷款还款凭证

➀住房租赁合同
➁协议书

➀独生子女扣除
或兄弟姐妹分摊
扣除的，无须资
料
➁指定分摊的，
应留存协议书

➀医药服务收费
的票据原件（或
复印件）
➁医保报销的相
关票据原件（或
复印件）

据实扣除

子女父母各��%；
或约定一方���%

➀月度预扣预缴
➁年度汇算清缴

年度汇算清缴

纳税人本人或其
配偶的其中一方

➀纳税人或其父
母的其中一方
➁纳税人本人

租房合同签订人
➀纳税人
➁纳税人与其兄
弟姐妹

纳税人本人或其
配偶的其中一方

包括中国境内外 不包括中国境外 - 汇算清缴

根据����年�月�日开始实施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年第��号）规定，
纳税人次年需要由扣缴义务人继续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应当于每年��月份对次年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内容进行确认。

为此，对于����年度继续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申请，纳税人需在����年��月��日之前，完成更新申请。如未及时更新
的，扣缴义务人于次年�月起暂停扣除，待纳税人确认后再行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关于专项扣除项目的相关内容，请参照下记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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