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力技术替代
与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选择

［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以基础养老保险缴费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依据劳动力技术

替代趋势下全生产要素养老保险缴费理论，提出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新模式。文中分析了

商业养老保险与传统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模式的沿革和趋势，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劳动力技术替代

对养老保险缴费模式的变革的联动，养老保险按“产出”缴费的功能优化。在此基础上，为国家

“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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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同时提

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保障适度”原则。养老保

险“缴费模式”的完善和创新，是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和实现“保障适度”原则的关键和难点任务之一。

我国实施养老保险按劳动人数“工资总额”缴

费模式以来，推动了养老事业的发展，但制度本身

仍不尽完善，存在统筹层次较低、覆盖面有待提高、

群体差异较大等问题[1](p42) [2]（p8)[3](85)。同时，养老保险

制度发展的客观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人口比重逐渐下

降①。另一方面，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影响，许多企

业及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农民普遍反映养

老保险负担过重，难以承受[4](p80)。为了帮助企业降

低成本、增强企业活力，2015年 12月，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要降低社会保

险费。2019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强调

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提出下调城镇职工基

①据2013—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仅在2013—2018年，全国60岁以上老

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就从14.88%上升至17.9%，而同期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67.58%下

降到64.3%。《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数据显示，到203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

到25%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在2021—2030年间将进一步以较快速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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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 16%。加

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技贡献率显著提

高①，科技创新应用所取代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增

加[5](p36-38) [6](p49)，与此相对应，养老保险需求人数越来

越多，养老保险缴费人数逐渐减少。制度发展环境

的变化和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养老保险制

度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在此时代背景下，探

索基础养老保险按“产出”缴费模式的新选择，是建

立可持续发展养老制度，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

完善的重要研究任务。

学者们对养老保险缴费模式及养老保险制度

可持续发展始终关注并持续研究。封进（2004）发

现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应采用现收现付制，劳动生

产率、产出水平的增长对这一制度的可持续运行具

有促进作用 [7] (p55)。穆怀中等（2015）提出通过降低

养老保险缴费“膨胀系数”解决养老金供需不平

衡 [8](p44-54)。邓大松、王增文（2008）、刘学良（2014）、

于洪、曾毅（2015）发现适时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

实 现 养 老 保 障 体 系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有 效 措

施[9](p80) [10](p14) [11](p756)。汪德华（2017）发现推进“社保增

值税”改革能够有力缓解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财务

可持续难题 [1] (p74)。刘晓雪等（2018）提出可通过优

化养老金投资结构、多管齐下，增收节支等方式维

持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12](p84)。

本文在现行缴费模式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改

变一下思路，立足于劳动力技术替代趋势下基础养

老保险缴费新模式研究，探索养老保险缴费从按劳

动人数“工资总额”缴费向按“产出”缴费转变的趋

势及其基本原理，提出养老保险缴费制度变革新模

式和相关对策建议。

一、养老保险缴费模式的历史沿革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起源于19世纪末欧洲工业

社会。1889年，德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国家

养老保险缴费制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养老保

险制度已经在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从养老

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养老保险缴费就采取按实际就

业“人数”工资额缴费，目前世界养老险缴费仍然延

续着按“人数”缴费模式。

养老保险缴费模式，最初来源于商业保险缴费

的精算，立足于个人的缴费与给付，所以，养老保险

缴费是以个人的收入水平或缴费水平精算出给付

的水平。这也就是养老保险最初是按劳动就业人

数“工资总额”缴费的历史由来。

养老保险由商业保险发展为社会保险后，社会

保险缴费也沿用了商业保险精算的模式，以劳动人

数“工资总额”缴费方式确定养老保险的缴费路径

和缴费水平，通常都是以人员总数“工资总额”或工

资额为基数厘定养老金缴费额。实际上，社会养老

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差异在于社会养老保险具

有互济性和收入再分配功能。这种收入再分配的

功能，呈现为收入高的人和收入低的人之间的再分

配，也呈现为收入高低的群体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再

分配，还呈现为雇员的多少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在

以劳动人数“工资”缴费的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模式

中，虽然实现了收入高低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但未

能实现科技发展条件下劳动力技术替代过程中雇

员多少企业之间的收入再分配。

在科学技术进步过程中，科学技术创新应用逐

渐替代劳动力，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这时，

以就业人数为基点，按人均工资或工资总额比例缴

费，实行按劳动人数“工资总额”缴费原则，企业雇

佣的人数越多，养老保险缴纳的费用越多，缴费负

担相对较重；企业雇佣的人数越少，养老保险缴纳

的费用越少，缴费负担相对较轻。这就出现了劳动

密集型企业与科技密集型企业，在养老保险缴费上

的形式上的公平，但实质的不公平；也带来了企业

宁愿少生产也不愿意多雇人的恶性循环，不利于充

分就业和经济发展。

加之，面对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年

龄人口比重逐渐下降的趋势，依靠现行基础养老保

险按劳动人数“工资总额”缴费模式，养老保险制度

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养老保险缴费总量下降与养

老保险缴费比重上升”“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与养

老保险资金缺口上升”“养老保险资金需求不断上

涨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越来越重”“科学技术进步

替代劳动力提高生产率与劳动力技术替代下养老

保险缴费负担重制约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率提高”

四大矛盾。

上述矛盾的凸显，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

果，其中，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既是矛盾凸显

①据2012—201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科技贡献率稳步提升，已由1998—2003
年的39.7%，上升至2012—2017年的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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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成元素也是破解这些矛盾的有利因素。科学

技术进步逐渐解放和替代了劳动力的繁重体力劳

动和脑力劳动。劳动力技术替代提高了劳动生产

率，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也对人类社会事业逐渐

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养老保险缴费模式可能产

生变革性的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产出作为劳动力脑

力劳动外化的成果，应该融入养老保险缴费体系并

成为缴费主体。沿着这个逻辑，就会形成一个养老

保险缴费模式的变革，从按劳动人数“工资总额”缴

费模式转变为按“产出”缴费模式①，从经济学角度

看就是从“劳动生产要素”缴费到“全生产要素”缴

费，从人类学角度看就是从“中国人养活中国人”到

“中国人创造的财富养活中国人”变革。

二、科学技术变革联动的养老保险缴费模式变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劳动者与机械之间

的斗争”时认为，劳动手段一经采得机械的形态，它

便会成为劳动者自己的竞争者。资本由机械而起的

价值增殖，与由机械而生存条件被破坏的劳动者数，

成正比例。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技术替代

劳动力的趋势下，“以机械之顾而被转化为过剩人口

的那一部分劳动阶级，一方面，或者是在旧式手工

业经营和制造业经营对机械经营的不均衡斗争中

消灭，他方面，是流入比较容易接近的产业部门，拥

挤在劳动市场内，使劳动力的价格低于其价

值”[13](p303)。养老保险缴费模式的变革，从按劳动人

数“工资总额”缴费模式转变为按“产出”缴费模式，

这是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事业的变革，逐渐催

生养老险从商业保险模式向社会保险模式的变革。

（一）养老保险缴费模式的变革，涉及养老保险

缴费路径的变革

现行基础养老保险缴费路径，是依据用人单位

雇佣人员数和工资总额，按照一定的费率厘定养老

保险缴费。这个缴费厘定路径是雇用人员数和工

资总额数。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路径，是依据

宏观国内生产总值或用人单位的增加值，按着一定

的费率厘定养老保险缴费，这个缴费厘定路径是劳

动产出增加值 [14] (p3-4)。即在宏观层面，基础养老保

险“产出”缴费路径是依据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总值；

在微观层面，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路径是依据

企业增加值、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的劳动、财

产等全部收入。这种缴费路径的变化，实际是从单

一的劳动生产要素分配系数基础上的养老保险缴

费，转化为复合性的全生产要素分配基础上的养老

保险缴费。

（二）养老保险缴费模式的变革，涉及养老保险

缴费总量的变化

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属于财富代际交叠再分配，

劳动人口缴费，老年人口领取养老金。老年人口养

老金给付具有刚性，每一位达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

都需要发放养老金，老年人口养老金由劳动人口分

担。现行基础养老保险缴费依据用人单位雇佣人

员数和工资总额，按着一定的费率厘定养老保险缴

费。这种缴费总量是与雇用人员数和工资总额数

的多少相关联。在劳动力总量下降和科学技术进

步替代劳动力的条件下，缴费总量相对值会减少。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路径，是依据用人单位的

增加值，按着一定的费率厘定养老保险缴费，缴费

总量与劳动产出增加值相关联。在劳动力总量下

降和科学技术进步替代劳动力的条件下，缴费总量

相对值会增加。

（三）养老保险缴费模式的变革，涉及养老保险

缴费机构的变化

养老保险费征收工作是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

运营的基石，其核心问题是“用什么标准征收”和

“用什么方式征收”[15](p5)。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养

老保险基金一直以“费”的形式征收 [16] (p140)，现行的

这种养老保险缴费“双部门征收”方式的形成有着

现实和历史的必然性，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

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实际运行中，存在执法刚性

不足 [15] (p53)、部门沟通衔接运行效率较低 [17] (p17)、部门

利益争夺 [18](p147)等诸多现实问题。新的养老保险缴

费路径是依据用人单位企业公司的劳动增加值，按

着一定的费率厘定养老保险缴费。这种缴费管理

机构可以统一核定为社会保险税，由税务机构统一

征收。有利于提高缴费征缴率[19](p20)，实现对企业缴

①全生产要素的经济“产出”，宏观层面是GDP；微观层面是企业增加值，城乡居民和灵活就业者是农

业增加值、财产、劳动等全部收入 。“劳动人数”，宏观层面是劳动人口数；微观层面是企业职工就业人数，

城乡居民和灵活就业人数。基础养老保险按“产出”缴费，就是宏观层面按着GDP总额中的一定费率缴

费，微观层面按着企业增加值中的一定费率缴费，按着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的劳动和财产收入中的一

定费率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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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依法足额征收”，维护参保人合法权益。有利

于推进养老保险基金治理以及政府治理体系的现

代化 [15] (93)，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符合当下的改

革趋势。

（四）养老保险缴费模式的变革，涉及养老保险

缴费效应的变化

现行基础养老保险缴费依据用人单位雇佣人

员数和工资总额，按照一定的费率厘定养老保险缴

费。这种缴费总量是与雇用人员数和工资总额数

的多少相关联，在产业激励上，会阻碍劳动就业规

模的扩大和雇用人员较多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在企

业类型发展上，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比例高，在养

老保险按劳动人数“工资总额”缴费模式下，养老保

险缴费金额相对较多，缴费负担相对较重，而科技

密集型企业用工比例较低，与之相对应的养老保险

缴费负担相对较轻，这就会带来劳动密集型企业与

科技密集型企业在养老保险缴费上的形式上的公

平，但实质的不公平；在企业生产动力上，也会带来

企业宁愿少生产也不愿意多雇人的恶性循环。基

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是依据用人单位增加

值，按着一定的费率厘定养老保险缴费。在产业激

励上，有利于劳动就业的扩大和雇用人员较多的第

三产业产业的发展；在企业类型发展上，会体现劳

动密集型企业与科技密集型企业在养老保险缴费

上实质的公平，即在促进全社会共享科学技术进步

成果的同时，相对减轻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缴费负

担；在企业生产动力上，也会带来企业积极生产的

同时又愿意多雇人的良性循环。

三、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的优化

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性质，尤其面对劳动人

口比重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上升的趋势，全生产要素

融入养老保险缴费体系并成为缴费主体，是养老保

险制度优化的必然选择。这种基础养老保险模式，

从以劳动人数“工资总额”缴费向按“产出”缴费的

变革，是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客观要求，它适应社

会时代的发展，适应现实的客观需求，将会实现养

老保险缴费模式及社会经济效应的优化。

（一）养老保险缴费模式的变革，会实现养老保

险缴费公平优化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较之现行依据

用人单位雇佣人员数和工资总额厘定养老保险缴

费，是一种缴费公平优化。具体体现为：一是在经

济体制转轨期间，有利于转轨企业实现用人和经济

效益的平衡稳定发展，实现转轨期间就业与发展的

公平优化。二是在创业兴起的时期，有利于企业在

创业初期注重人力资源投资，着眼于未来更大发展

的人力资源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规划，有利于新

兴企业的公平发展，实现创业与发展的公平优化。

三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与科技密集型企业在养老保

险缴费上实现了实质的公平，实现产业与企业类型

缴费的公平优化。

（二）养老保险缴费模式的变革，会实现养老保

险缴费增量优化

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较之现行依据

用人单位雇佣人员数和工资总额厘定养老保险缴

费，是一种缴费增量优化。具体体现为：一是劳动

力人口下降期间，有利于企业实现用人和经济效益

的平衡稳定发展，实现养老保险缴费在劳动力总量

下降条件下缴费总量增长的增量优化。二是在新

兴企业兴起的时期，有利于企业在创业初期注重人

力资源投资，有利于新兴企业的公平发展，实现企

业数量持续增长，进而实现养老保险缴费企业数量

增长的增量优化。三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与科技密

集型企业在养老保险缴费上实现了实质的公平，实

现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缴费增量的优化。

(三)养老保险缴费模式的变革，会实现养老保

险缴费应对人口老龄化效应优化

基础养老保险按“产出”缴费模式，较之现行依

据用人单位雇佣人员数和工资总额厘定养老保险

缴费，是一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保险缴费效应

优化。具体体现为：一是在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和劳

动人口比重下降的条件下，实现老年人口比重与养

老保险缴费同时增加的人口经济效应优化。二是

在科学技术进步带来人类福利的趋势下，让老龄社

会享受到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和福利，实现科

学技术进步与老龄社会健康发展的共享效应优化。

（四）养老保险缴费模式的变革，会实现养老保

险缴费可持续发展制度优化

基础养老保险按“产出”缴费模式，较之现行依

据用人单位雇佣人员数和工资总额厘定养老保险

缴费，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缴费制度优化。具体体现

为：一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带来养老保险缴费压力

加重的大趋势下，借助科学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

福利，实现养老保险缴费的稳定增长，进而实现养

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转轨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养老保

险缴费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优化。二是各类企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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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模式下实现公平缴费，能够促进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进而实现养老保险缴费主体的可持续发展

优化。三是在世界养老保险制度面临人口老龄化

挑战的大环境下，借助科学技术进步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挑战，分解养老保险缴费的压力，促进养老保

险制度可持续发展优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依据劳动力技术替代趋势下全生产要素养老

保险缴费理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以基础养老

保险缴费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提出基础养老

保险“产出”缴费新模式。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

费模式，是劳动力技术替代趋势下减轻劳动人口负

担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径，能够实现养老

保险缴费公平优化、养老保险缴费增量优化、能够

实现养老保险缴费应对人口老龄化效应优化、能够

实现养老保险缴费可持续发展制度优化。基于此，

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构建按“产出”缴费的养老保险缴费对接

体系。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模式是一种全新

的制度安排，与按“产出”缴费的养老保险缴费模式

相对应，需要在缴费路径、管理机构和其他养老保险

层次上实现相应的变革和对接。其中，在缴费路径

上，可以尝试与增值税的缴费路径对接。在管理机

构上，可以尝试与税收管理部门对接。2018年中共

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职能统一划归税务部门征收的决定，

有利于基础养老保险“产出”缴费新模式的实施。

二是建立并完善基础养老保险按“产出”缴费

新模式配套措施。基础养老保险由现行模式向按

产出缴费模式转变，转型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多方利

益主体，因此，建立并完善相应配套措施，除了注重

对基础养老保险缴费新模式的主体建设进行梳理

之外，还应当以政策过渡转型期的问题为导向，关

注转型期养老保险城乡间、产业间、地区间等各个

缴费主体的利益博弈，最大化实现协调平衡，并分

门别类地精准解决出现问题，实现政策的过渡顺

接，最大限度规避政策过渡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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