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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缴纳 2018 年操作指南 New 

北京用人单位残疾人就业情况申报将于 2018 年 8 月 1 日-9 月 15 日开始，还没有按照国

家规定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也将在 8 月 1 日-9 月 30 日进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残

保金）的申缴，这里为您带来最新的残保金申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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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政策背景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国家为促进残疾人就业而设立的政府性基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88

号)、《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告第 19 号)、《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7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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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

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的通知》(财税〔2018〕39 号)以及《北京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

理办法》(京财税〔2018〕1271 号)的有关规定： 

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用人单位，均应按照不

少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 1.7%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上述比例的，应当缴纳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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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申报缴纳 

丨时间：2018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款项所属期为 2017 年 1 日 1 日

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丨地点：用人单位应向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丨缴纳方式：用人单位可以选择网上申报或上门申报的方式进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不需缴

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用人单位也要进行零申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缴款方式与国家税务

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征收的其他税费缴款方式一致。 

丨用人单位上门申报需提交的资料：选择上门申报方式的用人单位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当提

交《北京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确定书》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未

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 

 

 

 

 

http://42.81.144.154/15854825.s21d-15.faiusrd.com/0/ABUIABBBGAAgpp-72gUo7MqG6gI?f=%E7%94%A8%E4%BA%BA%E5%8D%95%E4%BD%8D%E5%AE%89%E6%8E%92%E6%AE%8B%E7%96%BE%E4%BA%BA%E5%B0%B1%E4%B8%9A%E6%83%85%E5%86%B5%E8%A1%A8.docx&v=1532940198&wsrid_tag=5b60364a_PStjdxza155_11307-34437&wsiphost=local
http://42.81.144.153/15854825.s21d-15.faiusrd.com/0/ABUIABBAGAAg0_uA2wUow-qYogE?f=%E6%AE%8B%E7%96%BE%E4%BA%BA%E5%B0%B1%E4%B8%9A%E4%BF%9D%E9%9A%9C%E9%87%91%E7%BC%B4%E8%B4%B9%E7%94%B3%E8%AF%B7%E8%A1%A8.doc&v=1533031891&wsrid_tag=5b60368e_PStjdxza155_11287-32943&wsiphost=local
http://42.81.144.153/15854825.s21d-15.faiusrd.com/0/ABUIABBAGAAg0_uA2wUow-qYogE?f=%E6%AE%8B%E7%96%BE%E4%BA%BA%E5%B0%B1%E4%B8%9A%E4%BF%9D%E9%9A%9C%E9%87%91%E7%BC%B4%E8%B4%B9%E7%94%B3%E8%AF%B7%E8%A1%A8.doc&v=1533031891&wsrid_tag=5b60361d_PStjdxza155_11287-31211&wsiphost=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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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减、免、缓缴政策 

丨国家政策规定： 

•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 3 年内，对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未达到在职职工总数的 1.7%，且在职

职工总数在 30 人以下(含 30 人)的小微企业，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2017 年 4 月 1 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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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规定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符合免征规定的用人单位在网上申报时，系统将根据输入数

据自动审核进行减免。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未超过上年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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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上年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 2 倍的，按上年北

京市社会平均工资 2 倍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社会平均工资指北京市人力社保部门和统计

部门公布的社会平均工资。 

•用人单位遇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遭受重大直接经济损失的，可以申请减免或者

缓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人单位申请减免或缓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应当先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所在地的财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由区财政部门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用人单位持

相关批复文书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免或缓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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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的审核 

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所在地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审核 2017 年

度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审核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未在规定时限申报审核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用人单位申报审核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流程参见 2018 最新北京残疾人就业情况/残保金申报审

核政策解析 

丨快助特别提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税〔2015〕72 号)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保障金的，按照《残疾

人就业条例》的规定，由保障金征收机关提交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缴纳；

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还应当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 5‰的滞纳金。滞纳金按

照保障金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 

 

 

 

 

http://www.quajoy.com/nd.jsp?id=231#wechat_redirect
http://www.quajoy.com/nd.jsp?id=23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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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计算方法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上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和本单位在职

职工年平均工资之积计算缴纳。2018 年缴纳 2017 年度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计算公式如下：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年缴纳额=(2017 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1.7% - 2017 年用人单位实际安

排残疾人就业人数)×2017 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丨用人单位在职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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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按 2017 年本单位在职职工的年平均人数计算，结果须为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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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丨 2017 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是指 2017 年本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实际人数，可以不满

1 年，不满 1 年的按月计算。 

丨 2017 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按照国家统计局有关文件规定口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

奖金、加班加点工资、津贴、补贴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项目。 

丨 2017 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按用人单位 2017 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除以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

数计算。 

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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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丨在这里为了更好的理解，小助用更直观的方式将计算公式呈现出来： 

S=（N×a-n）×W 

S：残保金年缴纳额; 

N：2017 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 

a：北京市规定的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1.7%; 

n：2017 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W：2017 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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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申请退还多缴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 用人单位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退(抵)税申请表》，申请退还多缴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 用人单位认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审核确认的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与实际不符的，应当先

行到该机构重新申报审核人数。审核通过后，持该机构出具的《北京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

人就业情况重新审核确定书》，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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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网上申报缴款操作方法 

实行网上报税的用人单位，可通过北京市网上税务局(企业版)按提示程序操作，既可根据申报

金额在网上实时缴款，也可用 A4 纸打印《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到开户银行缴款。 

 

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 

(1)磁贴入口 

 

登录北京市网上税务局(企业版)，在主界面找到原地税业务，点击“税费申报”磁贴，在打开

的申报界面找到并点击“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磁贴(如图 1 所示)。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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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jsat.gov.cn/bjsat/bsfw/bmfw/zlxz/tssq/201504/t20150421_223512.html
http://42.81.144.154/15854825.s21d-15.faiusrd.com/0/ABUIABBBGAAgp5-72gUoi8q6oAc?f=%E7%94%A8%E4%BA%BA%E5%8D%95%E4%BD%8D%E5%AE%89%E6%8E%92%E6%AE%8B%E7%96%BE%E4%BA%BA%E5%B0%B1%E4%B8%9A%E6%83%85%E5%86%B5%E9%87%8D%E6%96%B0%E5%AE%A1%E6%A0%B8%E7%A1%AE%E5%AE%9A%E4%B9%A6.docx&v=1532940199&wsrid_tag=5b603741_PStjdxza155_11290-49940&wsiphost=local
http://42.81.144.154/15854825.s21d-15.faiusrd.com/0/ABUIABBBGAAgp5-72gUoi8q6oAc?f=%E7%94%A8%E4%BA%BA%E5%8D%95%E4%BD%8D%E5%AE%89%E6%8E%92%E6%AE%8B%E7%96%BE%E4%BA%BA%E5%B0%B1%E4%B8%9A%E6%83%85%E5%86%B5%E9%87%8D%E6%96%B0%E5%AE%A1%E6%A0%B8%E7%A1%AE%E5%AE%9A%E4%B9%A6.docx&v=1532940199&wsrid_tag=5b603741_PStjdxza155_11290-49940&wsiphost=local


在打开的界面找到并点击“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磁贴(如图 2 所示)。 

 

（图 2） 

(2)进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 

（2.1）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页面，录入“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和“上年在职职

工人数”数据，系统将自动计算出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金额(如图 3 所示)。 

 

 

（图 3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页面 1） 

 

 



（2.2）如果用人单位符合小微企业减免条件，则显示“您单位符合小微企业免征规定，免征**

个月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如图 4 所示)。 

 

(图 4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页面 2) 

 

（2.3）如果用人单位符合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上限减免条件，则显示“您单位符合在职职工年平

均工资上限规定，减免部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如图 5 所示) 

 

 

(图 5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页面 3) 

 



（2.4）如果不符合减免条件，则提示“您单位不符合减免规定，不能减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如图 6 所示)。 

 

图 6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页面 4 

（2.5）点击“申报”按钮后，跳转到信息确认页面，点击确认申报，弹出保存成功对话框，并

跳转到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页面(如图 7 所示)。 

 

(图 7) 

(3)退出 

点击“退出”按钮，返回至税费申报磁贴界面。 

快助提醒您：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2018 年本期只能申报一次。 

费款所属期默认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费款缴纳 

(1)磁贴入口 

登录北京市网上税务局(企业版)，在主界面原地税业务下的“税费申报”磁贴，找到“税款缴

纳”磁贴(如图 8 所示)，点击打开税款缴纳页面 

 

 

（图 8 税费申报页面） 

 

(2)税款缴纳 

（2.1）在税款缴纳页面，如果纳税人已签订三方协议，可以勾选需要缴款的申报数据，点击

“划款”按钮，直接划款缴税(如图 9 所示)。 

 

 

（图 9） 



（2.2）如果纳税人未签订三方协议，可以勾选需要缴款的申报数据，点击“生成并打印缴款 

书”按钮(如图 10 所示)。 

 

 

（图 10 未签订三方协议纳税人缴款页面） 

 

(3)打印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 

生成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成功后，系统弹出打印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页面，点击“打印”，打印

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如图 11 所示)。 

 

（图 11 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页面） 

 



(4)打印凭证 

如果需要打印最后一次生成的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可以点击“打印最后一次”按钮，打印最后

一次生成的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 

(5)维护缴款书 

点击“维护缴款书”链接打开维护缴款书页面，操作方法同下。 

 

快助提醒您 

在该页面只能打印最后一次生成的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 

已经生成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或已划款的申报将不再显示。 

只显示网上申报的数据。 

 

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款书维护 

(1)磁贴入口 

登录北京市网上税务局(企业版)，在主界面的原地税业务下找到并点击“税费申报”磁贴，找

到“作废缴款书”磁贴，点击打开维护缴款书页面(如图 12 所示)。 

 

 

(图 12 税费申报页面) 

 

 

 



(2)打印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 

在作废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页面，点击“打印缴款书”按钮，可打印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如

图 13 所示)。 

 

(图 13 作废缴款书页面) 

(3)作废缴款书 

在作废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页面，如果需要作废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点击“作废”按钮，

可作废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如图 13 所示) 

快助提醒您 

已缴款或已入库的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无法作废。 

只能查看网上申报生成的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数据。 

已经划款的数据不在此处显示。 

 

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作废 

(1)磁贴入口 

登录北京市网上税务局(企业版)，在主界面原地税业务下找到并点击“税费申报”磁贴，找到

“ 申报作废”磁贴，点击打开申报作废页面(如图 14 所示)。 

 

(图 14 税费申报页面) 



(2)申报作废 

在申报作废页面，录入申报日期起、申报日期止、税款所属期起、税款所属期止等查询条件，

点击“查询”按钮，显示查询结果，需要作废某次申报数据，点击“作废”按钮作废本次申

报数据(如图 15 所示)。 

 

 

(图 16 申报作废页面) 

 

快助提醒您 

已生成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或已划款的申报不允许作废。 

只显示网上申报的申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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