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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展路径

在我国进入经济和社会转型之际，有

效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体现政府的治理

能力，发挥引导、激励和约束的作用，从

而建立有管理的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回顾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关关键词，我

国积极财政政策近几年来的发展理念和

实践路径，即减收增支—存量改革—防范

风险—优化结构，体现出从被动到主动、

从积极到有效的过程。

基于优化结构的指导思想，2017 年

以来积极财政政策更加强调“降低企业税

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需要”的原则。降

低企业税费负担必然减少财政收入，但还

要促进就业和企业发展；保障民生兜底必

然加大财政支出，但还要拉动消费和经济

增长。预期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以企业发

展和民生改善为本，启动一个社会化系统

工程，统筹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社

会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出现任何

脱节都将无法实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的目标。

2017 年以来，降低“五险一金”费

率进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行动计划，

财政增支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今，中国

遇到经济增长减速、人口老龄化、互联网

就业新形态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多方挑战，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背负着制度“中人”

（在 1997 年之前有工龄的职工）的转制

成本（工龄视同缴费），要求财政埋单。

近年来各级财政补贴资金年均增长率大

于 15%，2017 年 , 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补贴达到 4955.13 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补贴 2319.19 亿元、居民医疗保险补贴

4918.68亿元，三项共计达到1.2万亿元，

约占当年财政支出的 6%。虽然还有部分

财政增支空间，但一味依赖财政补贴并不

能带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持续发展，过

度依赖财政增支可能抑制企业和职工的

责任感，最终将酿成财政风险。

积极财政政策与社会保障改革的国际

经验

促进就业为社会保险开源的积极财政

政策

社会保险基金来自用人单位和职工缴

费，对促进就业具有依赖性。因此，劳

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达到 70% 是考核

政府工作的硬指标。1991 年，在欧盟协

议的社会政策中明确了国家财政预算的

促进就业责任，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培

育就业能力、改善劳动关系、积极的失

业救助等，以及重点人群（如青年、妇

女、残疾人和大龄人员等）的就业服务，

由此形成积极财政的重点支出领域和考

核指标。在此前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

验值得我国借鉴。

美国税式支出一举造强国。1974年，

美国总统福特签署了《雇员退休收入保

障法案》（ERISA），从此雇主自愿举

办的企业养老金进入合格计划范畴。在

1980 年修订的《国内税法》中增加第 401

条（K），联邦财政实行积极的税式支出

改革，实行延期征税，看似财政收入减

少，但雇员养老储蓄增加，到 1984 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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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350 亿美元，相当于个人储蓄的 20%；

2016 年美国第二支柱养老基金资产达到

16.8 万亿美元，超过当年 GDP 的规模。

这一举措的积极效果如下：联邦老遗残持

续收入保障制度几十年持续低税率，即工

资的 12.4%，雇主和雇员各自承担 6.2%；

培育劳动者努力工作才有第二份养老金

的理念，由此激励劳动人口增加就业，甚

至延迟领取养老金；至今 50% 以上的雇

员拥有个人储蓄账户，他们可以在 59.5

岁开始支取，一次性支取要缴纳 25% 的

所得税，鼓励他们按月领取年金；培育了

养老金受托人文化和机构投资者，支持了

美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德国政府买服务一举四得。20 世纪

90 年代，面对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和

就业市场的转型，德国加大了养老服务

的财政支出，用于购买家庭成员的老人

照护服务，即 50+ 行动计划。照护一个

老人政府支付 30% 工资，照护 10 个老人

即支付 120% 工资，由此培育了一批小型

护理院和院长人才。此举获得如下收效：

满足了老年人的照护需求，密切了家庭代

际关系；推动德国老年医护事业和产业的

发展，适时发展了银发经济；在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的鸿沟之间搭建了桥梁，帮助

50+ 一代大龄人员转产就业；支持政府提

高劳动年龄和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政策实

施，维持了养老保险计划的持续发展。

以上经验已经进入中国，如全国性税

延型企业年金、北京和成都市政府购买家

庭养老服务等，但尚缺乏统筹安排和政策

绩效评估。在很多地方，促进就业政策还

局限于散发人头费和政府购买岗位；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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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福利承诺远远大于财政支出能力

的问题，福利具有极强的刚性，这种承诺

的后果是制造福利陷阱，会导致政府信誉

下降和社会危机。

养老保险费率封顶后的综合治理

2002 年，在德国进入超级老社会的

前夕（2010 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工

作和缴费一代人和领取养老金一代人的

利益冲突日益凸显。企业面临互联网和全

球化的挑战亟待降低成本，提高社会保险

税费等于杀鸡取卵，面临抑制就业和停滞

经济发展的消极后果。为此，德国议会立

法限制雇主和雇员养老保险缴率均不得

高于工资的 10%。此后通过鼓励生育、引

进移民、增加就业、夯实费基、延迟领取、

降低法定养老金替代率、发展延税型企业

养老金和财政补贴等综合治理措施，保证

了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的持续发展。

1997 年以来，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费率为工资总额的 28%，用人单位费率

为 20%，职工费率为 8%，用人单位费率

是职工的 2.5 倍。用人单位养老保险费率

仅低于意大利和巴西，等同法国，位于全

球前列。

此外，我国职工养老保险实行地市统

筹、中央财政兜底，这属于消极财政政策。

一是由此造成地区间不均衡的发展态势；

二是阻碍了互联网社会的人员流动；三是

中央财政承担最后兜底责任，可能抑制地

方政府、企业和职工参与养老金改革的责

任感。    

积极财政政策与养老保险改革

在互联网的社会条件下，实现中央统

筹是养老金制度均衡发展，实现社会公

平、民族团结和养老金可持续的必由之

路。为此，美国在 1935 年走出经济危机

后建立了联邦老遗残持续收入保障制度，

促使美国社会承认了政府的价值，稳固

了联邦和各州政府的关系，建立了促进

老年消费的兜底性制度。德国在 1989 年

推翻柏林墙和统一了德国养老金制度，

东德劳动力进入了西德市场，西德养老

金制度覆盖了东德，为老龄社会德国保

持了经济活力。

在中国，党中央早已作出实现中央统

筹基础养老金的决定，但遇到了体制性障

碍。实现中央统筹基础养老金的首要问

题是解决拖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0 多年

的转制成本问题。实行有效的积极财政

政策，从“出口”兜底到“进口”担责，

明确财政负担转制成本的责任。“进口”

即指养老保险缴费，“出口”即指养老保

险支付。以德国为例，政府以上年度社会

平均工资或者社会保险支出为基数制定

财政预算的社会保险补贴，包括养老保险

和医疗保险，这属于“进口”补贴；对养

老保险储备基金低于法定水平时给予无

息贷款，这属于“出口”补贴。“进口”

补贴具有预算的确定性，且容易与雇主和

雇员协商共担人口老龄化的风险，比“出

口”兜底更具有积极财政政策特征。

为此建议，在实行中中央统筹基础养

老金时，建立国家、企业和个人共担的出

资机制。如果以在职职工平均工资为基

数，现行养老金计发政策不变，在夯实费

基和工资增长高于养老金增长的基础上，

总费率16%～18%可以确保支付养老金。

建议各级财政预算承担基础养老金费率

3%，先由基础政府和省市政策按照领取

养老金人数，基于当地人均GDP的水平，

计算人头费上缴中央统筹基金，再由中央

政府兜底。企业承担费率 10% ～ 12%，

职工个人承担费率 5%。此一举多得的积

极财政政策效应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各级财政承担转制成本并转化为固定

费率。将制度中人视同缴费工龄形成的转

制成本以财政预算的方式确定下来，不

构成任何风险。其实，2018 年中央财政

对职工养老保险的“出口”补贴预算即

5285 亿元，这可能大于 3%费率的金额。

一旦将财政责任限定在转制成本上，与人

口老龄化带来的资金缺口分开，后者则应

当由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分担。

明确职工的养老保险缴费责任（5%）。

2010 年《社会保险法》已经明确了职工

参保缴费的义务和权利。尽快结束空账运

行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可以提高养

老金公共政策的质量和可信度。

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如果将职工3%

缴费转入企业年金，可在不增加企业用人

单位负担的条件下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

有望使得 3亿职工享有企业年金，月月可

以看到投资收益，职工参保的客户体验和

积极性将得到改善。同时，为公务员发展

职业养老金打造有利的社会生态，避免出

现养老金新双轨制的社会风险，更加重要

的是可以解决养老金第一支柱独大的结

构性问题。

为企业大幅减负。用人单位养老保险

缴费负担被控制在10%～12%的水平上，

与大多数 OECD 国家等同，既可以大大

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又可以确保基础养

老金的支付。此外，要实行存量改革，实

现帕累托改进效应，还应当打通职工住房

公积金与职业养老金，按照个人储蓄的生

命周期假设，先买房、后存养老金，企业

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还可以降低。同时，

企业参保积极性得以提高，甚至具有能力

实施企业年金计划。

参保职工是最终受益者。一旦职工意

识到积极就业可以增加养老金，则有利于

促进就业。如果国家继续加大个人养老金

的延税幅度和宽度，还可以激励国民就业

和理财。

综上所述，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要具

有激励就业（包括青年就业、中年转行就

业和大龄人员就业）的效果，引导中国构

建五个支柱（包括贫困老人补贴、居民养

老金制度、职工基本养老金制度、企业年

金 / 职业年金、延税型个人养老金）的

国家养老金制度体系。另外，国家还可以

从企业发展、经济发展和职工消费中增加

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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