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保障研究 2019 年第 1 期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No. 1 2019

理性看待社保征缴体制改革的政策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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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五项社会保险费的征收统一交由合并后的

税务部门，这既是对各地实践中不同征收模式的终结，也是对学界争论已久的征收主体

选择问题的回应。当前对于社保征缴体制改革预期效果的研究较多地从税务部门的优

势出发，体现出一种较为乐观的态度，但此项改革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困境同样不容忽视。

本文主张理性认识本次改革的政策效果，避免盲目乐观，并建议加强顶层设计、优化社保

缴费参数、完善配套政策、重视政策落实力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税务部门全责征缴可能

带来的问题及不利影响。

关键词:社会保险费; 征缴体制; 征收主体; 税务部门

一、研究背景与相关文献综述

中共中央于 2018 年 3 月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以下简称“改革方案”) ，其中第 46 条明确

提出“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该项

规定从国家层面对长久以来学者关于社保部门和税务部门二元征缴体制的争论进行了终结式的回应，也对

各地差异化的实践与探索模式进行了政策层面上的统一。我国社会保险实行缴费制，其征收主体经历了多

次变迁，每一次变迁都会引发热议，尤其在二元征收模式出现后，学术界对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征缴优势、

征缴主体效率及其效果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在征缴模式上，伴随着我国由社保部门单一主体征收到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二元主体征收的变革，学术

界对我国社保征缴模式的划分出现了不同认知，有三分法①，［1］也有四分法②，［2］［3］［4］但是都不外乎是根据征

收主体进行的划分。然而针对征收主体讨论最热烈的并不是征缴模式问题，而是“谁来征收更有优势，谁来

征收更有效果”的问题。

从征收优势来看，不少学者认为，社保部门征收有助于社保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农民

工、失地农民等参保，同时能避免税务部门征缴带来的管理成本增加的问题，社保部门征缴是符合我国国情

的做法。［5］［6］［7］但是也有不少学者从税务部门具有完善的征缴系统和专业的征缴队伍的角度出发，认为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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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就业促进和生活保护的社会保险制度费率调整与保障功能优化研究”( 项目号:

71673176) 的阶段性成果。
所谓三分法，是指将我国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模式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社保部门独立征收，即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

征收对象与金额的核定、登记审核、保费征收等全部工作; 第二类是税务部门代征，即由税务部门根据社保部门的核定情况征

收保费，实质就是“社保核定、税务代征”; 第三类是税务部门全责征收，即税务部门对社会保险费具有较大的管理权，保费征

缴过程中的各项环节均由税务部门负责。
所谓四分法，是指将我国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模式分为四类。四分法是在三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混合征收模式，即部

分省市在实践中，针对不同的社会保险项目，实行分别由社保部门和税务部门分开征收的模式。



部门征收具有天然优势，其有利于治理企业逃缴现象，有利于提高征管效率，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监管积

极性，有助于提高资金安全性，有利于助力改革。［8］［9］［10］两派观点都很现实，理由也都很充分，似乎难以

调和。

从征缴效果来看，两派观点也未达成统一。有学者根据各地实施情况考察了社会保险费欠缴率与征缴

主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实行社保部门征收的地区征收情况要明显好于实行税务部门代征的地区; 同时

对同一地区不同年份的养老保险征缴情况进行比较，也发现由税务部门代替社保部门征收并不必然带来征

收效率的提高。［11］更有学者基于社会保险足额缴费率和扩面率的实证比较，认为虽然不同部门征收对扩面

率影响不明显，但社保部门征收的足额缴费率总体好于税务部门。［12］然而，也有学者通过对大量的面板数据

分析发现: 税务部门征收有助于扩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社保基金收入; ［13］地税部门征收社

会保险费具有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14］而王延中和宁亚芳通过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和学者的问卷调查，也得出类似结论。［15］由此可见，无论是征缴优势还是最终征缴效果，学术界各执己见，这

种争论一直在持续。

本次征缴体制改革，确定由税务部门全责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从政策层面肯定了税务部门征收的优

势，也让长期以来支持税务部门征收的学者有了更大的信心。笔者认为，本次征缴体制改革是机构职能优

化、提高工作效率的必然趋势，对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及其征缴机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其最终的政策效果如

何，我们应该理性看待，不能盲目乐观。

二、我国社保征缴体制改革的历史渊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经历了初创、建立和完善的发展过程。伴随这一过程，

我国社保征缴体制出现了三次较大的改革，大体形成了工会主导银行代收、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征收、社保部

门与税务部门二元主体征收、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四个发展阶段。①

( 一) 劳动保险时期的工会主导银行代收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实行的是劳动保险制度，以 1951 年政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为起

点和标志。该条例规定企业“一次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定代收劳动保险金的国家银行缴纳每月应缴的劳动

保险金”，涉及的国营企业主要包括地方国营企业、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经营的企业、私营企业，并由全国总工

会委托中国人民银行代理保管劳动保险金。在此基础上，1953 年劳动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

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规定“劳动保险基金的剩余部分”划入不同级别的工会账户内作为调剂金，不同级别

的工会承担重要职责。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实行的是工会主导下的国家银行代收劳动保险费模式。

( 二) 社会保险探索时期的劳动部门征收阶段

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配合体制转型，我国开始对原有的劳动保险制度进

行改革，并逐渐分离劳动保险中的养老、医疗、工伤及生育四个保障功能，使它们分别成为独立的社会保险制

度。1986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及《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

一方面规定企业在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主导下以劳动合同标准招收员工，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与劳动合

同关联，同时规定职工待业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劳动人事部会同财政部制订相关的预算、决算和财务管

理办法，待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发放“由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劳动服务公司负责”。直到 1993 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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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格意义上讲，我国早期开展的劳动保险不属于现代社会保险范畴，但是其为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保险制度的

改革、构建及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因此，本文将劳动保险看作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前身，并将之归于大社会保

险范畴进行考察。



务院颁布的《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继续规定，待业保险基金及其管理费收支的预算、决算，按照统筹

范围，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此后，我国对其他如工伤、生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进行探索，

社会保险费也由劳动部门征收。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由劳动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的模式。

( 三) 社会保险发展时期的人社部门与税务部门二元主体征收阶段

1993 年我国开启探索统账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随着该项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统账结合的筹资

模式的基本形成，以养老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险费征收任务越来越重，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也越来越大。此

时，部分地区率先探索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的方式。［16］如武汉市和宁波市在 1995 年前后就率先进行

试点。［17］1998 年 1 月财政部连同劳动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暂行规定》( 财社字［1998］6 号) ，提出从当年 1 月 1 日开始，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

收可以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征收”和“税务部门代征”两种方式，该规定首次明确了社会保险费的二元

征收模式。此后，重庆、安徽、云南和浙江等地纷纷实施税务部门代征社会保险费的办法。［18］1999 年国务院

又发布《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1999〕第 259 号) ，提出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三项保险集

中统一征收，且“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征收”，从而使社会保险费二元征缴模式的适用范围由单一的养老保险扩大到养老、医疗、失业三个险种。

自此，社会保险费由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二元主体征缴的模式在我国基本形成。

( 四) 社会保险完善时期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的探索和形成阶段

21 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不断完善，由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和失业五大险组成的社会保险体系

基本建立，此时，国家在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上，也不断进行了调整与完善。2002 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

于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税发〔2002〕124 号) ，强调“尚未实现税务部门征收的地区

尽快实现‘三费’集中、统一征收”。2005 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于切实加强税务机关社会保险费征收管

理工作的通知》( 国税发〔2005〕66 号) ，再次指出积极推动税务机关社保费全责征收工作，克服“代征”社保

费的错误认识，尽快实现税务机关集中、统一征收。该通知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强调所有省份应当实现

税务部门全责征收，另一方面强调从“三险”扩大到“五险”的统一征收，从而使我国社会保险费全部进入可

以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的阶段。但是 2010 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并未对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的主体角色进

行明确规定，也因此出现及加剧了学术界对两部门征收主体、角色、优势及其效果问题的持续争论。2015 年

底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中办发〔2015〕56 号) 提

出由地税部门统一征收“政府性基金等非税收入项目”，将社保征缴体制改革再次向前推进一步。但是截至

2018 年 1 月，全国 37 个征收地区中，由社保部门全责征收的有 15 个，由税务部门代征的有 17 个，由税务部

门全责征收的仅有 5 个，［19］可见三年来的征收主体统一化改革工作成效并不显著。2018 年 3 月《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出台，正式明确社会保险费由国税地税合并后的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在此基础上，国家

发布《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决定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五险”将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至此确定

了税务部门在社会保险费征收中的唯一主体地位，也将从政策层面上对各地多样的征收模式进行了归并与

统一。

三、本次社保征缴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由税务部门全责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这一改革具有显著的时代意义与现实意义。

( 一) 使两部门的工作职能更加优化

“改革方案”出台前，尽管国家再三发布有关统一征收的文件，但是在各地实践中依然存在多种征收模

式，有些地方全部由社保部门征收，有些地方全部由税务部门代征，也有些地方分险种由社保部门与税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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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分别征收，只有个别地方实行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税务部门代征和全责征收两种形式的区别在于，前者

税务部门仅是根据社保部门的应征额等要求对社会保险费进行征收，后者税务部门承担确定缴费基数、核定

缴费对象、登记审核、查欠追缴等任务，因此税务部门代征与全责征收的主体职责、权益完全不同。而这次

“改革方案”确定的“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属于全责征收模式，是一种“税务部门管收钱、社保部门管发钱、市

场管运营”的模式。① 税务部门统一征收不仅有利于强化税务部门的征收管理职能，还有利于社会保障部门

更好发挥其服务职能。［20］从税务部门来看: 一方面，消除“改革方案”出台前部分地区二元征收或税务部门

代征的情况，既可以实现税务部门对所有险种保费征收的统一，也可以实现税务部门对征管过程的统一; 另

一方面，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是在国税和地税部门合并的前提下开展的，有利于实现税务部门对税

收收入和包括社会保险费在内的非税收入的统一征管，促进税务部门明确自身职责边界，以及促进职能优

化。从社保部门来看，由于社会保险“费”较“税”法律强制性弱，企业欠费逃费的“代价”低于偷税漏税。税

务部门统一征收后，社保部门可以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社保政策的完善及业务的履行，其职能得到

优化，两部门可各司其职，分工合作。

( 二) 社会保险费征收工作更加规范化

自 1995 年部分地区开始试点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开始，到 1999 年前后二元征收模式正式形成，我

国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模式基本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尽管进入 21 世纪征收模式逐渐统一，但直到当前也尚

未完全实现统一。部分学者对不同模式以及征缴体制改革带来的效率进行了分析，但对差异化征收模式的

政策效果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而本次征缴体制改革及后续政策的出台至少在政策层面上对社会保险费的征

收主体进行了统一，这些政策正式实施后将终结征收主体多元化的局面，这有利于规范当前的社会保险费征

收工作，消除“碎片化”征收问题。征收主体的统一，一方面实现了全国不同省份社会保险费征收模式的统

一，有利于各地税务部门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以及实现缴费基数、统筹层次等方面的统一考量; 另一方面

实现了部分省份内部不同地区、不同险种征收主体的统一性，有利于促进社会保险费整体征收工作的规

范性。

( 三) 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更加稳定

部分学者对“改革方案”出台前我国社会保险费多样化征收模式的效果和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主张

税务部门征收的学者认为税务部门征收不仅不会增加行政成本，而且征收效率还会显著提高。［21］主张社保

部门征收的学者认为与税务部门相比，社保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对扩面率有着显著影响。［22］也有学者从社

会保险费率角度评价其运行效果，认为较高的社会保险费率会使企业的参保率下降，同时会降低参保职工和

企业的参保水平，［23］且高工资企业具有更强的动机逃避社保费用，其实际缴纳社保比例相对较低。［24］这些

研究都体现了对社会保险费基金筹集的考量，而本次征缴体制改革将使税务部门的优势在征收社会保险费

上得以发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保险基金的足额和规范筹集，提高了基金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具体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税收部门对企业的基本信息登记、经营状况和就业人员核定等较为熟悉，因此对于掌握

企业及其员工所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信息具有一定的优势，有利于督促企业按照实际职责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二，税务部门具有一支较为成熟的征收队伍，对于征收社会保险费等非税收入同样具有丰富的经验; 第三，

通过金税三期工程等信息化平台建设，税务部门在把握企业信息、监测偷税漏税等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获

得了较为规范和完整的登记信息。

( 四) 更加符合国际社会保险费征缴趋势

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社会保险费或税的征收主体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历程: 最初大部分国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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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金由社保行政部门负责征收，实行现收现付制; 20 世纪 30 ～ 40 年代开始，为提高征缴效率、降低征缴

成本、达到规模效应，美英等经济发达国家开始转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经

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险费也开始转由税务部门征收。Barrand 等对 48 个国家

和地区社会保险费征收主体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 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或税的国家和地区有 23 个，

包括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 由社保部门征收的国家和地区有 19 个，包括法国、德国、日本等; 由私营机构征

收的有 6 个。［25］在不考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以及制度特征的情况下，仅从征收主体数

量来看，以税务部门作为征收主体成为主流。此外，OECD 相关报告也指出，已有 16 个成员国通过税务部门

征收社会保险费或税，且希腊等部分国家同样准备合并征缴机构。［26］由此可以看出，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

费或税是国际上较为明显的发展方向，而我国此次征缴体制改革也更加符合这一趋势。

( 五) 为适时推进社会保险“费改税”创造条件

社会保险费改税，不仅是社会保险费用征收方式统一化管理的一种途径，也是优化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筹

资方式的一种改革尝试。事实上，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便提出要开征“社会保障税”，“九五”计划纲要和

“十五”计划纲要也均出现了“社会保障税”这一关键词。然而，当时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体系不健全，覆盖的

群体非常有限，且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处于“双轨”状态，因而社会保险“费改税”便迟迟未提上议

事日程。但是自那时起，我国社会保险“费改税”的争论就一直持续，众多学者就“费改税”的不同阶段、是否

可行、改革路径、预期效果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各地

实践中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与社会保险税类似，具有“准税收”的特征，可以由税务部门通过“社会保险税”的

形式征收。［27］从国际经验来看，较多国家通过工薪税等形式来为社会保险筹集资金，征收社会保障税也是一

种国际惯例，且由税务部门进行征收也是一种主流趋势。因此，我国将税务部门确定为社会保险费征收的统

一主体，将社会保险费征管纳入税务部门的职责范围之内，借助税务部门在征收非税收入方面的相对优势，

完善征收信息统计和平台建设，建立完整的征收队伍，都有助于积累丰富的征收经验，为我国适时开展社会

保险“费改税”试点和实践创造前提条件。

四、我国社保征缴体制改革可能遇到的困境及影响

尽管本次社保征缴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也值得期待，但是也要客观认识和面对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

遇到的困境及所产生的后续影响。

( 一) 公众短期内难以适应政策变化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近些年与社会保障相关的改革接踵而

来，例如“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合并、“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合并、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制度并轨、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医疗保险与生育保险合并实施、社会保险阶段性降费等，这些重大改革

不仅会影响制度架构和政策实施，还会影响各方利益主体的心理预期及心态。事实上，包括此次征缴体制改

革在内的每一次改革，都倾注了党和国家的大量心血及对人民利益的关怀，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有极大的

推动。但是较为密集的政策变更，尤其是重大改革，会给包括各方直接利益主体在内的公众带来困扰，如公

众需要对所接收的政策信息进行学习和理解，尤其当改革背景、改革目标及改革措施因尚未宣传到位而被误

解时，社会影响更是难以估计。此轮征缴体制改革政策一出，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工作者都存有疑惑，例如

认为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应当是社保部门的职责，为何会出现二元征收体制，为何最终统一交由税务部门征

收? 有些地方甚至采取清缴企业欠费的激进征收行为，引起了企业的高度恐慌，进而影响到企业生产经营的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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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小、弱、微企业生存压力增大

“改革方案”的出台引起了不少企业的恐慌，一方面是由于改革的具体措施不明朗引起了理解偏误，另

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企业在日常社会保险参保与缴费方面存在不规范行为。现实中，不少企业存在选择性参

保、低费基缴费、逃缴欠缴等情况。封进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 年的数据计算得出，参保缴

费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为 78. 35%，而且实际缴费率平均仅为 10. 82%。［28］在缴费企业的实际缴费方面，

《中国社会保险发展报告 2014》的数据显示，企业实际的社保缴费基数大致为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5%，［29］接近最低缴费基数。如果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则这些企业至少在低费基缴费、逃缴及欠缴等方面

受到极大的限制，进而会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显著增加。此外，企业的选择性参保行为也会受到一定的制

约，税务部门会承担执法和监督企业用工的职责，也会督促企业规范用工和规范参保。实际上，企业恐慌的

根本原因是其对税务部门强大的征缴能力及严格监督的惧怕。而这类企业，大多都是小、弱、微企业，其自身

生存能力、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较差。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后，如果严格按照现行较高的社会保

险政策费率来征收，则这些企业将可能面临生存困难，甚至面临倒闭威胁。

( 三) 征收主体统一可能带来新的制度问题

经过不断的改革与建设，我国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我国社会保

险制度在城乡待遇水平、参保对象划分、统筹层次等多个方面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本次征缴体制改革

仅规定将五项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主体统一为税务部门，但对于征缴是否区分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并未提及，

对于广泛存在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失地农民等特殊群体的保费征缴同样缺乏明确规定。如果本次统一

征收仅针对城镇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险，则会进一步造成职工社会保险与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之间的制度割裂，

也会拉大两类人群的保险待遇差距。此外，我国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均实行“统账结合”的筹资模式，

本次改革方案暂未明确提出个人账户的缴费及存续问题。首先是个人账户缴费连同统筹账户一起由税务部

门征收，还是继续保持原来的征收方式? 如果保持原来的征收方式，则会无形中导致制度分化。其次是个人

账户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现象严重，且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严重不平衡，由税务部

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险基金是否会打通? 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是否会提高? 事实上，在“改革方案”出台

前已有学者建议取消个人账户，［30］或建议按照个人账户规模实施税收返还，［31］或建议个人账户与企业年金

账户合并形成第二支柱。［32］总之，当前的改革方案仅是针对征收主体的统一的指导性规定，缺乏针对我国社

会保险不同险种、不同参保对象、不同筹资模式等具体实施方案和对长期以来的争论焦点的处理思路，这可

能会带来新的制度问题。

( 四) 税务部门征收依然难防少缴、逃缴的问题

尽管较多学者认为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具有较大的优势和效率，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并不能完

全消除少缴、逃缴等问题。一方面，税务部门在征收税收收入过程中也经常暴露出征收成本较高、重复征收

等问题。如孟春和李晓慧对比我国和美国的征税成本，发现我国的征税成本逐渐增加，并于 2012 年超过美

国，且在职人员数、经济总产值等变量的增长都会带来征收成本的提高。［33］李林木认为虽然我国税收自行申

报人数和纳税额保持增长，但总体上税收不遵从程度仍然严重。［34］而纳税遵从度会受到社会规范、处罚程度

等因素的影响。［35］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和缴费机制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城镇职工社会保

险与城乡居民社会保险模式差异大，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存在“空账”，社会保险费率偏高，缴费基数不实，灵

活就业人员面广，信息系统不完善等问题都会给社会保险费足额征收带来挑战。因此，将社会保险费纳入税

务部门的征收范围，既无法完全避免税务部门征税中存在的常见问题，也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消除旧有征收体

制遇到的体制障碍和缴费主体的心理博弈，依然难防单位和个人的避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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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将会诱导非正规用工现象的滋长

在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就业群体相较于正规就业群体具有未签订完整劳动合同、劳动报酬低等特

点，［36］［37］其经常以小时工、临时工的用工形式出现。我国当前职工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和待遇发放更多地以

劳动合同为规范，与正规就业相关联，同时我国社会保险费率在全球都属于前列，［38］这就给了企业非正规用

工的动机。此外，根据中国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正规就业者的月收入和小时收入分别是非正规

就业者的 1. 45 倍和 1. 65 倍，［39］因此在以职工工资总额为单位缴费依据的规定下，企业将更加倾向于雇佣

非正规就业者。本次征缴体制改革后，税务部门在严格核定和依法征收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可能会进一步诱

导非正规用工现象普遍滋长。尽管为了消除企业对改革的担忧，政府也提出“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但

具体如何实现在不增加负担的同时按时足额征收社会保险费、维持基金的总体平衡，目前尚未有具体的权威

规定出台。因此在改革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可能会出现非正规用工的增加，进而制定规范企业用工的配套政

策，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

五、政策建议

( 一) 理性认识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的预期效果

目前税务部门全责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不少人对之产生良好预期。但应避免盲目乐观情绪，否则将会

对本次改革效果和后续相关改革带来偏移实际情况的判断。因此，必须以科学态度理性认识改革的预期效

果。第一，对当前正在实行税务部门代收及全责征收的地区的做法加以充分调研和总结，提炼模式、突出优

势、借鉴经验，为未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税务部门全责征收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与指导。第二，对各地区税

务部门征收所暴露出的问题和矛盾充分认识，直面税务部门在征收中可能出现的短板和困境，同时对以往社

保部门征收的优势和有益做法进行吸收，形成符合税务部门实际情况和征收要求的科学征缴方式。第三，对

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可能带来的公众适应性、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等进行充分预期与评估，正确认识，理性

对待，切忌盲目推崇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的分工效果，夸大税务部门的征收优势，忽视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和

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 二) 加强顶层设计以应对改革可能面临的困境

征缴体制改革已明确，因此有必要在政策换挡时期及起步时期，以科学的顶层设计为改革的真正落实确

立方向和路径。政策的频繁变更会带来较大的改革成本和效率损失，对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产生一定的冲

击作用。在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对政策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保持一定的预判能力，要充分认识到征缴体

制改革并非是单纯的征收部门变更，还关乎社保待遇发放、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和财务可持续性。因此，在进

行顶层设计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现实，以长远目光进行全面考量，以“不增加企业负担、不违反缴费规范、不降

低待遇、保持基金平衡”为原则，将阶段性降费、社会保险逃欠费治理、建立中央调剂金制度等相关政策与征

缴体制改革同时纳入顶层设计体系，以保障社会保险制度平稳可持续运行。此外，对于社会保险征缴的原则

性、基础性要求，应当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确定，确保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也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

( 三) 尽快完善配套政策，助力改革顺利前行

将税务部门确定为社会保险费征收的唯一主体，这与我国社会保障领域中的系列改革相关联。因此做

好顶层设计的同时，还需要制定科学有效的配套政策助力改革。第一，强化税务部门根据实际费率进行征

收。征收部门的统一不仅需要一支专业的征收队伍，还需要对二元征收模式下两部门征管信息系统进行整

合。因此在出台了纲领性“改革方案”以后，还需要针对具体的征收范围、征收流程、征收人员队伍的设置、

征收系统的完善等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在强化税务部门征收权利的同时，为其能够顺利承担征收责任保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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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第二，制定配套政策促进社保部门积极配合。征收主体的变更不仅增加了税务部门的权利和责任，还

与社保部门的责任有着重要关联。一方面，需要合理界定两部门的职责范围和权限边界，消除职能交叉和权

利“空白”区域; 另一方面，需要制定配套政策妥善处理社保部门原有征收人员就业、社保信息转移等问题，

实现征收主体权、责的顺利过渡。第三，制定不增加企业负担的配套政策。需要认识到，企业和职工是当前

我国社会保险费缴纳的主体，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竞争能力、稳定职工就业和工资水平是确保社会保险费

足额缴纳的重要基础。因此，制定的配套政策应当保证不增加企业负担、维持社保基金稳定性，使降费与做

实缴费基数并重，以促进本次征缴体制改革达到预期效果。

( 四) 重视政策落实，巩固改革成果

为维持社保基金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社会保险政策，但实际操作中却暴露出较多

问题，较为突出的是社会保险费的少缴、漏缴甚至不缴。在较高政策费率水平下，社会保险缴费不实的问题

层出不穷，而部分险种收不抵支、个人账户“空账”等问题同样考验着社会保险缴费制度。因此，本次改革应

当针对社会保险征缴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制定对应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严格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坚决落

实社会保险法及相关政策的缴费规定，以金税三期工程为重要的监测工具，密切防范参保主体的缴费失范行

为，同时建立社会保险缴费信用网络，坚决打击社会保险的“偷费、漏费、欠费”等问题。另一方面，严格的征

缴必然加重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因此，要继续贯彻落实阶段性降低社会

保险费率的政策，为企业松绑，切实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激发企业活力，增强企业竞争力。此外，在社会保险

制度改革过程中，应该继续研究探索缴费主体可承受的、维持基金平衡的适宜费率，以巩固社会保险征缴体

制的改革成果。

总之，本次社保征缴体制改革，即由税务部门全责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是机构改革及部门职能优化的

重要方面，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毋庸置疑，但是其政策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践检验及长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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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a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Policy Effect of
Social Insurance Collection System Ｒeform

YANG Cuiying CHENG Yu

Abstract: In the " Deepening the Party and State Institutional Ｒeform Plan"，the collection on five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s will be unified by the merged tax authority． This is not only the end of the different collection

models of taxation in practice，but also the response to the choice of collection subject which have been fiercely

discussed in the academic field． At present，the research on the expected effect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collection

system reform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tax authority，reflecting a more optimistic attitude．

However，it may also bring some problems and dilemmas which should not be ignored．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possible problems and adverse effects of full taxation from the tax authority，this article advocates rational awareness

of the policy effects about this reform，avoids blind optimism．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top － level design，

optimize the parameters of social insurance payments，improve supporting policies，an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ose policies．

Key words: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collection system，collection subject，tax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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