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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降低缴费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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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缴体制改革过渡期与
降低费率的改革方案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要

求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

险费。 税务部门全责征收之后，一方面，社会保险征

缴得以提高收入，尤其是养老保险费，另一方面，要
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总体上不增加

企业负担”的要求，这就需要对增收潜力做出预测

并给出降费的制度设计。
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降低社保费率方

案并与征收体制改革同步实施”，应制定一揽子改

革方案。 根据缴费收入的增幅来确定降费的幅度，
让增收与降费实行“对冲”，并为企业合规缴费留有

一定的过渡期；此外，还要实现精准“对冲”，对增收

部分进行行业分析，既要防止出现降费后企业负担

并未真正降低的风险，又要防止导致基金收入下降

和加大财政风险的可能性。
预计养老保险总体缴费率可“对冲”８ 至 １０ 个

百分点，即把费率从 ２８％降至 １８％至 ２０％。 本文假

定养老保险缴费率降至 １９％，其中，职工缴费率由

８％降至 ６％，单位缴费率由 ２０％降至 １３％。 灵活就

业人员缴费率为全额征收即按 １９％缴纳。
提出这样的降费设想，主要是基于“收入法”对

以往十几年来缴费收入“流失”规模估算做出的减

收 １ ／ ３ 的判断，它说明降低 ９ 个百分点后的收支均

衡与目前的替代率大致是相匹配的。 从 １９９８—
２０１７ 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结构表中

可以看到，２０ 年来养老保险的缴费收入与养老金支

出大体相抵，缴费收入几乎完全用于养老金发放。
虽然历年的基金累计结余高达 ４３０９６ 亿元，但历年

的财政补贴则累计高达 ４１１１８ 亿元，目前的结余仅

为 １９７８ 亿元。 于是，我们基本可将 ２０ 年的缴费收

入与养老金支出的关系归纳为“收支基本相抵，略

有结余”。 由此还可得出另一个结论：目前的“实际

缴费率”对其他参数来说基本是“配合”的，符合目

前的制度均衡的要求和“实际替代率”的水平，这个

“实际缴费率”就是 １５．８％（缴费率 ＝替代率×赡养

率，１５．８％ ＝ ４５％×３５％）；考虑到还有 １９７８ 亿元基金

累计结余的因素，目前的 “实际缴费率” 大约为

１６％。 这个推算结果进一步说明，本文提出的将

２８％缴费率降至 １９％的设想在理论上基本是可行

的，并留出了 ３ 个百分点的余地。 进一步，对全国和

北京市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的测算结果显示，本
文提出的养老保险缴费率降到 １９％基本是“吻合”
的，比较贴近现行的“实际缴费率”，或说，将之与

“统一缴费率”合二为一是可行的。

二、扩大个人账户与降低费率
并举的“内生动力”

　 　 扩大个人账户的政策含义是指，在费率从 ２８％
降至 １９％之后，将雇主缴费率降至 １３％，个人缴费

率降至 ６％；雇主 １３％的缴费划出 ６ 个百分点进入

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比例扩大到 １２％；雇主缴费对

个人缴费实行 １ ∶ １ 配比之后，社会统筹从现行的

２０％缩小到 ７％。 于是，改革后雇主雇员双方缴费比

例是：雇员缴纳 ６％＋雇主缴纳 １３％ ＝ １９％；缴费分配

结构则是：个人账户 １２％＋社会统筹 ７％ ＝ １９％。
扩大个人账户之后，复利的作用使其资产积累

和回报预期透明、易懂、直观，如此精算中性的激励

机制自然会促使参保人把 １９％全部缴费基数“坐
实”，并成为促使职工主动监督雇主如实缴费的“内
生动力”，这就是为什么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比

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更真实、更贴近真实工资的根本

原因。 扩大账户与降费并举，再辅之以税务部门依

法征缴，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将上一

个台阶。 除增强制度激励性，扩大个人账户还可解

决很多其他制度痼疾，有利于整体提高养老保险的

制度运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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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扩大个人账户的政策根据及其
对统账结合制度的全面提升

　 　 第一，扩大账户是“对冲”职工增加缴费负担的

必要配套措施。 目前政策面和媒体关注的多是税务

征费对企业带来经济负担的前景分析。 但我们不应

忽视一个更为严重的潜在矛盾，就是职工也会增加

缴费负担。 缩小个人账户就意味着降低个人缴费比

例，可以“对冲”个人增加的负担，以确保总体上企

业和职工的负担都不增加。 但这就会出现另一个问

题，即个人缴费和个人账户缩小了，也相当于降低了

个人的激励性。 因此，将单位缴费划出一部分记入

个人账户，这是一个必要的配套措施。
第二，扩大账户是根除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

根本举措。 “交易型”制度从此将发生转折，“法治

型”制度有可能由此开始。
第三，扩大账户是优化养老保险制度和稳定社

会的重要举措。 养老保险制度个人账户扩大之后，
“基数之痛”将在相当程度上被“内在化”，对立情绪

将会被“消化掉”，账户比例越大，这个制度就越会

被参保人视为“自己”的制度，就越会像住房公积金

那样成为人人对其呵护有加的“稳定器”。
第四，扩大账户是“确保社保缴费实际负担实

质性下降”的唯一政策工具。 长期看，扩大账户后，
职工个人缴费率存在继续降低的空间，这是落实

“确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的唯

一政策工具。 就是说，如果未来依然“盯住”目前

４５％这个合意的实际替代率，在低方案中，个人缴费

率有可能从 ６％继续降至 ３％，３５ 年后账户资产为

２２２ 万元，每月账户养老金降至 １．６ 万元，替代率可

相应降至 ３６％，加上统筹养老金后，总替代率“盯
住”的仍是目前的 ４５％。

第五，扩大账户是对人口老龄化因子的正确运

用。 扩大账户后，高低两个方案的养老金替代率都

有大幅提高的空间，超出了 ２００５ 年设定的 ５９．２％的

目标替代率，具备了调整个人账户“计发月数表”的
条件。 从这个角度讲，在制订扩大账户比例和降费

方案时，新的“计发月数表”可同步公布，未来可每 ５
年调整一次，与寿命预期指数化挂钩，这是坚持精算

平衡的一项十分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第六，扩大账户是扩大覆盖面“最后一公里”的

有效手段。 目前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比例是 ２０％，
其中 ８％进入个人账户。 本文提出的降费方案中，
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率也是 １９％，与城镇职工制度

完全一样，其中，１２ 个百分点记入个人账户，７ 个百

分点记入社会统筹。 作为扩大覆盖面的“最后一公

里”，扩大账户后的激励性将能吸引相当一部分新

经济（网络）就业群体、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流动

性和季节性较强的农民工群体加入进来。
第七，扩大账户是降低财政负担的重要举措。

目前的统账结合是“小账户”、“大统筹”；账户扩大

之后的结构是“大账户”、“小统筹”，其中，账户部分

按照“名义账户”的规则运行，是对完全积累制个人

账户（ＦＤＣ）的“模拟”，是一个“完全精算型”的自我

平衡运行体系（即 ＮＤＣ），无须财政介入。 社会统筹

部分从目前的 ２０％缩小到 ７％之后，从根本上缩小

了“暴露”给财政的“风险敞口”，财政干预的潜在风

险和规模大幅降低，为未来应对老龄化和缓解财政

压力打下基础。
第八，扩大账户后社会统筹的共济功能依然存

在。 对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比例结构的“此消彼

长”进行调整，是为了适应改革的需要，因为“社会

公平”的含义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在城镇职工那里，
扩大账户强调的是多缴多得原则，正是这种“精算

型”的公平性才被他们视为“坐实”费基和费率的

“内生动力”；在灵活就业群体那里，正是这种多缴

多得的“精算型”社会公平才被他们视为积极参保

的利益所在。
第九，扩大账户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

“完善个人账户制度”的体现。 “完善个人账户制

度”意味着个人账户转变为以计发养老金为主，这
个实事求是的改革取向使扩大个人账户成为可能。
２０１３ 年实行名义账户制具备了调整统账比例关系

和提高多缴多得激励性的条件。 从这个角度看，实
行名义账户与扩大账户缺一不可，二者均为“完善

个人账户制度”题中应有之意。

四、结束语

　 　 五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征缴在中国养老

保险改革进程中，是一个历史进步。 进而，如果这种

征缴体制改革“催生”降费改革，就足以成为实施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的

一个重大突破，就可以实现十几年来想做而不能做

的一个重大制度改革目标；继而，如果这种降费改革

导致扩大个人账户，一劳永逸地解决激励机制和降

费的难题，那就真正地实现了五年前召开的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个人账户制度”的战略

部署。 这个“内生动力”的诞生，假以税务部门征缴

的“外部压力”配合，内外合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

的可持续性必将走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意味

着 ２０１８ 年国家机构改革在中国社保改革史上树起

一座丰碑！
征缴体制改革、降低缴费率、扩大个人账户，这

三项改革纳入一揽子方案之中，２０１８ 年就注定成为

一个史诗般的历史新起点。
　 《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约 １４０００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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