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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社保缴费率下调已经成为激发中小企业活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举措，系统评估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优化社保缴费率政策。
已有研究大多关注高社保缴费率的经济社会影响，而非缴费率下调的效应。 在此背景下，
本文以浙江省各地区 ２０１２ 年的社保缴费率下调统筹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解决内生

性问题，创新性地考察了社保降费对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行为的影响。 本文稳健

地发现：一方面，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社保参与率，并且提高了企业社

保总缴费支出，这意味着降低社保缴费率政策实现了提高企业参保与保持社保基金平衡

的双赢；另一方面，降低缴费率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力需求，并且这一效应对于中小民营

企业尤其明显，这意味着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行的情景下，社保降费的确实现了稳就业、增
信心的预期。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企业缴费与就业角度深入理解当前新一轮全国层面的

社保缴费率下降政策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同时也有助于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

和调整。
关键词：社保缴费率下调　 企业参保　 劳动力雇佣　 工资

∗　 宋弘（通讯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市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２００４３３，电子信箱：ｓｏｎｇｈｏｎｇ＠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
ｃｎ；封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２００４３３，电子信箱：ｊｆｅｎｇ＠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 ｃｎ；杨婉彧，东北财经大学高等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
１１６０２５，电子信箱：ｗａｎｙｕ． ｙａｎｇ＠ ｄｕｆｅ． ｅｄｕ． ｃｎ。 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７１９７４０３６，７１８０３０２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１７ＪＺＤ０２８）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２０＆ＺＤ０７６）的资助，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详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７９６２９． ｈｔｍ。

一、 引　 言

社保缴费率下调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激发中小企业活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

方面，长期以来，企业社保缴费负担较重的现实一直困扰着我国企业发展，２０％的企业缴费率高于

大多数 ＯＥＣＤ 国家，减税降费是激发企业活力、优化营商环境、保障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举措（白
重恩，２０１９）。 另一方面，缴费率对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具有重要意义，老龄化背景下，降低社保费率

叠加人口老龄化或将产生养老金缺口的担忧。 政策制定需要充分考虑两者的平衡，其意义不仅仅

在于养老金本身，更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规定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 日起，

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单位缴费比例高于 １６％的省份可降至 １６％ ，同时继续

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①这一政策的出台引起了企业与公众广泛的关注，其政策初

衷在于有效降低企业负担、激发经济活力。 在社会保险体系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占据主要部

分，以往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是 ２０％ ，个人缴费比例是 ８％ ，对于企业而言是一项重要的支出。
此次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其目的在于大幅度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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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企业进一步扩大用工，对当前国家提出的稳就业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精准系统评估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是当前中国社会各界所面

临的重大课题。 一方面，企业社保缴费直接关系到社保基金收支平衡问题，另一方面，高额的税费

负担已影响到企业日常经营和活力。 社保降费政策能否在维持社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切实减

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这是当下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以浙江省 ２０１２ 年开始

的养老保险缴费统筹改革为切入点，聚焦探讨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的效应。 特别地，本文在系

统而严格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探讨如下核心但却尚未得到很好回答的问题：第一，企业养老

保险缴费率下降对企业社保参保与社保总缴费有怎样的影响。 第二，缴费率下降如何影响企业劳

动力雇佣规模。 第三，考察缴费率下降效应的异质性，尤其是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 本文希望通

过对以上问题的系统回答，深入了解企业社保缴费税负的经济社会影响，同时更为当前正在推进的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改革提供经验与启示。
然而，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面临诸多挑战。 其中之一便是现有文献普遍面临的内生性问题。

具体而言，社保缴费率的地区差异本身不是外生的，缴费率不同的地区本身就具有不同的特征，比
如人口老龄化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而这些不可观测的特征可能会对企业行为与决策造

成影响，从而导致最小二乘回归（ＯＬＳ）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存在偏差，即估计结果并非来自于缴费率

差异其本身。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浙江省 ２０１２ 年社保缴费率下调统筹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

法这一相关政策评估的重要方法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缓解不可能

观测因素对于实证研究结果的不利影响。
另外一大挑战来自于企业数据本身。 已有社保缴费率相关文献大多采用地区层面宏观数据

（刘军强，２０１１）或上市公司数据（赵健宇和陆正飞，２０１８），也有研究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唐珏和

封进，２０１９ａ，２０１９ｂ）。 以上数据的局限在于上市公司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包括的数据均为上市

公司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与此同时，社保负担较重的往往是中小企业，社保缴费逃费行为也

是在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更为明显，因此社保相关政策效果的考察应该将这一类企业包括在内。
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具有代表性的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这一数据包括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间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企业信息，既包括规模以上企业，也包括抽样的中小民营企业。 特别地，这
一数据具有丰富的企业层面信息，包括社保参与、社保总缴费金额、企业职工人数等等。 由此，我们

得以全面、系统、精准地考察社保局缴费率下降对各种类型企业、多个维度企业行为的影响。
在克服前述两大研究挑战的基础上，本文稳健地发现：第一，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显著提高了

企业的社保参与率，且参与率的提高在各类型与各种规模的企业均稳健的存在。 第二，缴费率下降

显著提高了企业社保缴费总支出，这意味着降费率有助于实现提高企业参保与保持社保基金平衡

的双赢。 第三，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员工雇佣规模，提高了企业招工激励与意

愿。 而且，这一效应对于中小民营企业更为显著，这意味着降费统筹政策将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

航，让市场活力更加充分迸发。 此外，进一步分析也表明，缴费率下降显著降低了职工平均工资，这
意味着该阶段下的缴费率降低带来的就业利好可能大多集中于低技能劳动力。 以上结果在当前具

有非常鲜明的政策含义，这意味着社保缴费率下降提高了企业社保参与，保证了社保基金收支平

衡、促进社会公平、增加就业，在短期内或是应对经济下行、稳定就业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意味着社

保降费政策需要相关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和调整。 本文的结论为进一步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稳定

就业、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证证据支撑和有益启示。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和评述相关文献，并在此基础上进入本文的创新；

第三部分介绍社保缴费率下调统筹政策的相关背景机制；第四部分介绍本文实证研究数据，并设定

计量回归模型，讨论识别策略；第五部分报告主要实证结果；第六部分对实证模型有效性的关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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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稳健性进行检验；第七部分进一步考察其影响的异质性，并作出进一步分析；第八部分总结全

文，提出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与本文创新

已经有丰富的文献考察了社保缴费率与企业社保参与的关系。 中小民营企业并不必然遵守社

保缴费政策，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逃避社保缴费（Ｂａｉｌｅｙ ＆ Ｔｕｒｎｅｒ， ２００１； 封进， ２０１３）。 赵静等

（２０１６）发现在较高的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下，企业参保概率显著降低，但职工参保概率不受影响；
封进（２０１３）采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四个省份的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研究制造业参加社会保险的内

在激励，发现随着政策缴费率的增加，企业的实际缴费率呈现先上涨再下降的趋势。 与之相关的，
也有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保险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造成了负面影响（封进等， ２０１０），个人账户

空账化、养老保险回报过低等因素也会降低社保缴费动机（赵耀辉和徐建国， ２００１）。 近年来，也有

文献考察征收机构改革对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刘军强，２０１１；郑春荣和王聪 ２０１４；唐珏和封进，
２０１９ａ）。 此外，部分基于国外背景的研究发现，行业特征和声誉等因素也会影响企业的缴费行为

（Ｎｙ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
另外，也有丰富的文献考察了社保缴费对其他企业行为，尤其是劳动力雇佣的影响。 国外相关

的研究较为丰富且相关结论在不同国别间差别较大。 Ｋｕｇｌｅｒ ＆ Ｋｕｇｌｅｒ （２００９）利用哥伦比亚数据发

现，社会保险费用提高会导致正式就业概率下降，且这种效应在制造业更明显。 Ｋｏｄａ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使用日本微观企业数据，发现当需要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提高后，企业会通过减少雇员数

量和提高员工平均工作时间作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措施。
国内相关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结果。 已有研究考察了社保缴费对于员工薪酬（封进，２０１４）、

劳动力雇佣（马双等，２０１４）、企业生产率（赵健宇和陆正飞，２０１８）的影响。 也有研究考察了养老金

征收机构改革对社保基金收入和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唐珏和封进，２０１９ａ， ２０１９ｂ），以及国有资

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景鹏和郑伟，２０１９）。 例如，马双等（２０１４）利用地区养

老保险缴费率作为社会保险费缴费的工具变量，发现养老保险缴费率上升会减少企业雇佣人数，并
且低收入员工受到冲击更大。①

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创新：
第一，从研究问题与关注变量的维度：已有文献关注的维度大多比较单一，重点研究单一的关

注社保缴费率对企业社保缴费或劳动力雇佣的影响，少有研究在同一框架下同时考察参保和雇佣

行为。 众所周知，社保缴费对企业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多重性的特点，将多个维度的变量纳入考量

的框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对这一政策进行评估。 特别地，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转型背

景下，如何制定企业社保缴费政策以激发企业活动，同时维持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已成为政策制定

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二，从关注企业样本的维度：已有文献大多使用宏观数据（刘军强，２０１１），微观层面的工业

企业数据（赵静等，２０１６；唐珏和封进，２０１９）或上市公司数据（赵健宇和陆正飞，２０１８）。 以上数据

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保政策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小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

重要支柱，在经济下行期也面临更多的困境与转型需求，同时，较之上市公司或国有企业，中小企业

也有更明显的逃避社保行为。 在此背景下，本文使用具有代表性企业样本的全国税调数据：既包括

了重点企业、规模以上企业，更是包括了抽样的中小民营企业，从而得以将众多中小企业纳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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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本文相关的，也有丰富的研究探讨了各种类型的减税降费激励政策对经济发展和企业行为的影响，例如王伟同等

（２０２０）、杨国超等（２０１７）。



的范围，为已有研究作出了样本维度上的补充。
第三，从减税降费政策含义相关的维度：大部分文献关注的变量是社保缴费率本身，且关注时

间范围在 ２０１０ 年之前。 换言之，大多已有文献研究的是“高社保缴费率效应”，而非“社保缴费率

下调效应”。 自 ２０１５ 年起，我国社保缴费率经历了若干次小幅下调，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 日开始的全国

性的下调幅度更是社保改革以来之最。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浙江省 ２０１２ 年的缴费统筹为切入点，
并将研究数据区间限定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创新性地关注了“社保缴费率下调”的政策效应，从而为

正在面对的全国性的缴费率下调政策提供实证证据，因此具有更为鲜明和直接的政策含义。

三、 制度背景

降低社保缴费税率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较高的社保缴费率会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
当前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税费占营收比重仍然偏高，“五险一金”缴费过高已成为企业负担过

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已经经历过多次下调，但中国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依然高于大多数国家，
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２０１９ 年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企业缴纳比达到了 ２０％ ，对比发达国家来看，美
国和日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分别为 ６ ２％ 和 ７ ５％ ，大部分 ＯＥＣＤ 国家企业缴费率均低于

１０％ 。① 过高的企业税负和社保费率已经让企业倍感压力。 另一方面，过高的缴费率会增加企业

的逃税行为。 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逃避社保缴费行为，根据《中国企业社保

白皮书 ２０１８》的估算，在被调研的 ２０００ 多家企业中，社保缴费基数合规的占比仅 ２７％ 。 过高的社

保缴费税率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的逃避行为，这也在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办公厅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我国养老保险

制度建立以来的最大一次降费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 日启动。 这一降费切实降低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现有省份养老保险缴费率由 ２０％或 １９％ ，降至 １６％ ，降低了 ４ 个百分点，相当

于原有缴费率的 １ ／ ５。 值得一提的是，自 ２０１５ 年起，我国社保费率已经有过 ５ 次全国性的下调措

施，不过下调幅度均较小且属于暂时性的下调；而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实施的降费新政，社保降费力度降幅

尤其大，且属于长期性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对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振实体经济意义重大。
事实上，在国家尚未统一调降社保费率的情况下，此前已经有不少省市开始了自己的实践。 ２０１２

年起，浙江统一了全省用人单位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 １４％；２０１５ 年，广东也将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统一为 １４％。 除此之外，山东和福建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

例也统一为 １８％，低于国家统一规定的 １９％—２０％。 具体地，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发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自 ２００９ 年起，各地区根据实际情

况，逐步分年度下调将全省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②自此，浙江省各市陆续出台相关规

定分年度逐渐下调缴费率，但各地区调整幅度与覆盖范围存在一定差异，下调幅度有限，且大多表述

为“暂时性下调”，并分年度逐步推进。 更进一步地，直至 ２０１１ 年底，《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全省

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的通知》规定，③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统一全省用人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 全省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正式统筹

统一为 １４％ 。 缴费基数继续按原有现行法规政策规定执行，即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缴费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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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社保缴费率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数据库。
城镇个体工商户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比例仍统一按 ２０％执行。 详见文件：《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用人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有关工作的通知》。 在此之前，全省企业缴费率统一为 ２０％ 。
具体文件参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全省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的通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ｊ．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３ ／ １ ／ ４ ／ ａｒｔ＿１３０１２＿６９３２９． ｈｔｍｌ。



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确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缴费基数按参保职工工资总额确定。①

本文利用浙江省社保缴费下降为政策实验，采用企业数量庞大、且包含大量中小企业的税收调

查数据，考察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包括企业社保参与、社保实际缴费，以及企业劳动

力雇佣行为等。 已有文献大多关注高社保缴费率的经济社会效应，尚未有研究关注中国缴费率下

调可能带来的影响，也少有研究系统全面考察对多维度企业行为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系统回答这

些问题一方面是对现有学术文献有效的补充与拓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全面理解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起

开始执行的社保缴费率下降带来的可能的经济社会效应，同时也有助于为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出

台和调整提供经验启示和建议。

四、 数据与实证方法

（一）数据与关注变量

本文数据来源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税收统计调查数据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ＮＴＳＤ，简称税调数据），这一数据由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共同负责，每年全国大约有 ７０ 万家企业

接受抽样调查，包括重点企业、大中型企业与中小企业，覆盖了所有的企业类型。 数据具有较高的

代表性，抽样企业报告的全部税单占 ２０１４ 年全国税收总收入的 ７５ ７％ ，已有丰富的研究利用税调

数据考察中国企业行为，例如 Ｌｉｕ ＆ Ｍａｏ （２０１９）、Ｆａｎ ＆ Ｌｉｕ （２０２０） 、高培勇和毛捷（２０１３）、毛捷等

（２０１４）等，数据的可信度与代表性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证实。②

具体来说，抽样企业需要填写三份表格。 第一个表单为企业基本信息表单，包括企业名称、纳
税人名称、地址、所有制类型、行业、开业时间等。 第二份表单为商品和服务形式信息表，包括企业

销售的产品或服务的平均价格、产品数量及其国内和出口市场销售总额等。 第三份表单为公司财

务及税务信息，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报表、现金流量表等。 值得一提的是，与本文研究设定密切相

关的，第三份表单中还包含了企业职工人数、缴纳社保情况，包括是否参与社保缴费、缴费总金额等

信息。
本文主要关注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行为，表 １ 报告了主要关注变量的统计描述，具体关

注的结果变量包括企业社保参与、企业社保实际缴费、企业职工人数。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结果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１） （２） （３）

社保参保（虚拟变量） ０ ７４４ ０ ４３７ ７８０３１３

社保缴费支出（千元，对数） ４ ８６０ ２ ５８４ ６７２９１１

企业雇佣总人数（人，对数） ３ ９４０ １ ６２０ ７７１５０４

企业特征变量：

企业年龄（年） ８ ６０５ １６ ８９６ ７７１１４８

制造业（虚拟变量） ０ ３５０ ０ ４７７ ７８０３１３

民营企业（虚拟变量） ０ ４２６ ０ ４９４ ７８０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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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回归分析中主要关注 ２０１２ 年初开始的正式统筹降费，这是考虑到此前各地降费分年度逐步推行，降费幅度和覆

盖范围有限、差异较大。 更为重要的是，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度开始的降费，大多表述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进行的暂时性下调”而
非“长期调整”，由此企业行为改变的动机可能较小，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有更具体说明。

税收调查数据全样本是每年７０ 万家企业左右，针对中小企业每年抽样调查，本文采用的总样本量为７８ 万家，这是因为本

文主回归使用的是浙江省和江苏省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间的数据，这两个省份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间总样本约为 ７８ 万家。



　 　 （二）实证方法设计

为了解决文献中普遍面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浙江省 ２０１２ 年起开始的社保缴费费率下调统

筹作为“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倍差：第一层差异来自省份层面，第二层差异来自年份层面。 考虑到

社保降费仅在浙江省执行，我们在基准分析中采用与浙江省各方面特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地理

位置、产业结构等）较为相似的江苏省作为控制组；①因此，本文双重差分法所比较的是浙江与江苏

的企业在社保降费政策执行前后的相关行为差异。 计量模型如下：
Ｙｉｐｔ ＝ α ＋ βＴｒｅａｔｐ × Ｐｏｓｔｔ ＋ Ｘ′ｉｐｔϕ ＋ κｉ ＋ γｔ ＋ Ｗ′ｐｔ·ｆ（ ｔ） ＋ εｉｐｔ （１）

其中，ｉ、ｐ、ｔ 分别表示企业、省份与年份，Ｔｒｅａｔｐ ＝ １ 表示浙江省的企业，反之，Ｔｒｅａｔｐ ＝ ０ 表示江苏省

的企业。 由于在本研究设定中，降费政策仅在浙江省执行，本文选择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产
业结构等较为接近的江苏省作为对照组，以增加可比性。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进一步证明了

这一结果对于照组省份选择是稳健的；Ｐｏｓｔｔ 表示政策前后时间的虚拟变量，Ｐｏｓｔｔ ＝ １ 表示 ２０１２
年或之后；Ｙｉｐｔ是一系列关注的结果变量，包括社保参与、社保总缴费支出，以及企业雇佣人数等；
回归方程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以分别控制企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

素对结果估计的影响，以及时间层面的波动，比如宏观金融形势变化、宏观政策变化等对结果估

计的影响；Ｘ′ｉｐｔ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所有制类型、所属产业类型；②为了进一步

控制省份间原有的差异，方程中进一步加入降费开始之前（即 ２０１１ 年）省份层面的特征 Ｗｐｔ（包括

省份层面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产量、ＦＤＩ、人均 ＧＤＰ）与时间趋势的交叉项；最后，采用聚类在企业

层面的标准误。

五、 实证结果

（一）企业社保参保和社保缴费支出

首先考察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社保参与与社保总缴费支出的影响，表 ２ 列（１）—列（２）报告

了缴费率下降对社保参与的影响，其结果变量为企业是否参保的虚拟变量。 所有回归方程式中均

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省份层面 ２０１１ 年基准特征与时间趋势交叉项，③列（２）
在此基础上继续控制了企业控制变量。 不难发现，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社保参与，提高约

４ ２％ ，考虑到控制组企业平均参与社保概率为 ７０％ ，这一结果表明缴费率下调提高了社保参与约

６ 个百分点。
表 ２ 列（３）—列（４）报告了缴费率下调对企业社保总缴费支出的影响，不难发现，缴费率下降

显著提高了企业社保缴费总支出。 这一结果表明，虽然这一政策降低了企业平均缴费率，但是由于

企业参保概率的增加及雇佣的劳动力数量增加（详见下文结果），④反而提高了社保缴费总额。 这

一结果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当前我国社保基金收支平衡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制定企业社保缴

费政策以维持社保基金收支平衡更是重大政策挑战。 以上结果意味着当前降低社保缴费率政策有

助于实现提高企业参保与保持社保基金平衡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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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也采用浙江省相邻的其他省份作为控制组重复回归，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具体结果在下文稳健性

检验部分报告。
考虑到控制变量可能带来的 ｂａ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问题的担忧（Ａｎｇ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ｉｓｃｈｋｅ， ２００８），主回归中加入的企业 － 年份层面的控制

变量较少，进一步加入了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 ｔ）控制基准年份的特征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此处时间趋势 ｆ（ ｔ）采用最为严格的年份虚拟变量。
此处企业参保的增加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于参保企业数量的增加，二是来自于各企业内部参保员工数量的增加。

由于数据中未包含企业参保员工数量的信息，此处暂时无法区分两个来源分别贡献比例的多少。



表 ２ 社保缴费率下降与企业社保参保

社保参保

（１） （２）

社保缴费总额（ ｌｏｇ）

（３） （４）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４３０∗∗∗

（０ ００４７７）
０ ０４２３∗∗∗

（０ ００４８２）
０ １５８∗∗∗

（０ ０２３６）
０ １６２∗∗∗

（０ ０２３８）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 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７８０３１３ ７７１１４８ ６７２９１１ ６６５０８２

Ｒ２ ０ ７０６ ０ ７０８ ０ ８３９ ０ ８４１

　 　 注：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 Ｔｒｅａｔｐ × Ｐｏｓｔｔ，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 ｔ）为省份层面 ２０１１ 年基准特征（包括省份层面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产量、ＦＤＩ、

人均 ＧＤＰ）与时间趋势交叉项；采用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下同。

（二）企业劳动力雇佣

接下来考察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员工雇佣的影响。 具体地，本文利用税调数据中企业年末

职工人数的信息，考察社保缴费率下降如何影响企业雇佣规模。 表 ３ 报告了相关结果，不难发现，
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招工规模约 ５ ６％ ，且在 １％ 统计意义上显著；结合控制组平均值为

１９２ 人，表明缴费率下降平均提高每个企业多招 １０ ８ 人。 这一结果也是符合预期的，社保缴费率

下降意味着企业招工成本下降，提高了企业招工激励。 以上结果意味着社保缴费率下降在保证社

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显著增加了劳动力雇佣、提高了就业水平，在短期内或是应对经济下行、
稳定就业的有效措施。
表 ３ 社保缴费率下降与企业劳动力雇佣

企业员工人数（ ｌｏｇ）

（１） （２）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５２９∗∗∗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５５５∗∗∗

（０ ０１１７）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 ｔ）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７７１５０４ ７６３１８４

Ｒ２ ０ ９３３ ０ ９３３

　 　 注：结果变量“企业员工人数”为数据库中报告的企业年末职工总人数。

（三）特别讨论：社保降费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

社保降费对民营企业意义重大，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白重恩，２０１９）。 一方面，民营企业大多

具有劳动密集的属性，人力成本是营业收入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社保缴费负担较重，部分企业往往

以降低工资的形式将负担转嫁给员工，或逃避参保，或不足额缴纳社保。 这不仅不利于消费水平的

提升，也抑制就业，抑制优化营商环境。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贡献了

５０％以上的税收，６０％以上的 ＧＤＰ，７０％以上的技术创新，８０％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９０％以上的企

业数量，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 在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情景下，切实减轻民营企业

压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意义重大。 有鉴于此，我们进一步将样本局限在中小型民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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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具体地，定义为人数在 ２００ 人以下的民营或私营性质的企业）并重复上述回归，专注考察

社保降费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 结果在表 ４ 中汇报，不难发现，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中小民营

企业社保参保率约 ３ ２％ ，显著提高了社保总缴费额约 １３ ５％ ；大幅增加了企业就业规模，达到了

７ ４％ 。 值得一提的是，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相比，针对中小民营企业就业规模扩张效应更为明显。
具体地，基于全样本的分析表明提高了总体就业约 ５ ６％ （表 ３），基于中小民营企业的分析表明提

高民营经济就业规模约 ７ ４％ ，这表明降费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
表 ４ 中小民营企业相关结果

社保参保 社保总缴费（ ｌｏｇ） 职工人数（ ｌｏｇ）

（１） （２） （３）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３１６∗∗∗

（０ ０１１３）
０ １３５∗∗∗

（０ ０４６８）
０ ０７４４∗∗∗

（０ ０２０８）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 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９２７３８ ２４８２６１ ２９２３１４

Ｒ２ ０ ８０７ ０ ８７８ ０ ９４３

六、 实证假设与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针对本文的实证假设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一系列检验。
（一）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有效性重要的前提假设是趋同假设（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３；Ｇｅｎｔｚｋｏｗ， ２００６），即如

果没有降费政策，浙江的企业与江苏企业社保参与和职工人数的变化趋势应该是比较平行的。 为

了检验这一点，图 １ 报告了浙江和江苏企业社保参保和企业职工人数的平均变化趋势。 不难发现，
在 ２０１２ 年降费统筹开始之前，两者的变化趋势是比较趋同的；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出现差异，尤其是

２０１４ 年起，两地的社保缴费与职工人数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这一结果符合平行趋势检验。①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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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平行趋势图使用原始数据作图，从理论上来说，平行趋势检验并不需要加入固定效应，因为选择实证方法的本质思想

是为了选择和实验组非常相似的样本作为控制组，在本文双重差分的设定下，是为了证明浙江和江苏的差别在时间趋势上，应该是比

较一致的。 换言之，浙江和江苏的企业是相似和可比的，因此未加入任何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的时间趋势图就可以检验这一点。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这一节针对控制组省份的选择、政策时间的确定、企业固定效应等关

键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１． 控制组省份的选择

本文选择浙江省的毗邻省份江苏省作为控制组，主要是考虑到江苏在经济发展、地理位置、
产业特征与文化传统等方面与浙江最为相似。 为了保证控制组选择的稳健性，我们又采用浙江

省相邻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相似的福建省作为控制组，如表 ５ 列（１）—（２）所示，结果依然

是稳健的。 更进一步地，我们也采用所有与浙江省相邻的省份作为控制组重复回归，结果同样是

稳健的。
２． 前期政策的影响

本文主要基于浙江省在 ２０１２ 年开始进行养老保险正式统筹为切入点。 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

前，２００９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浙江部分地区的政府已经开始了地区降费，但是降费比例与时间并

不统一，大多分年度分步逐渐推进下降，且幅度与覆盖范围并不统一。 更为重要地，此前城市层面

的缴费率下调官方文件大多表述为“暂时性下调”，并未提出长期下调的预期。 由此，从直观上来

看，企业行为改变的动机可能也是有限的，直到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实现全省层面的下调统

筹。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方程式中进一步加入表示 ２００９ 年之后的虚拟变量（ ｐｏｓｔ＿
２００９）与浙江省虚拟变量的交叉项。 表 ５ 列（３）—列（４）的结果表明，主要基准系数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一项

依然是稳健的，表明虽然此前分步进行的降费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 ２０１２ 年开始统筹下调影

响更为显著。 进一步地，考虑到宁波市、台州市、绍兴市或其中的部分县曾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间将费

率调整为 １２％ ，低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４％ ，我们将费率调整曾低于 １４％的地级市全部剔除，重复回归，如
表 ５ 列（５）—（６）所示，结果也是稳健的。
表 ５ 稳健性检验（一）

使用福建省作为控制组 政策时间区间 剔除部分城市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ｌｏｇ）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ｌｏｇ）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ｌｏ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０５９２）
０ ０５８１∗∗∗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４２３∗∗∗

（０ ００４８２）
０ ０５５５∗∗∗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６６１∗∗∗

（０ ００４８７）
０ ０８２６∗∗∗

（０ ０１２７）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２００９
－ ０ ００４８６
（０ ００５２６）

０ ０３０１∗∗∗

（０ ００８３２）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 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５８２３１５ ５７５４１４ ７７１１４８ ７６３１８４ ６２９６９８ ６２３５３９

Ｒ２ ０ ６８２ ０ ９２２ ０ ７０８ ０ ９３３ ０ ７０９ ０ ９３５

　 　 注：列（１）—（２）使用福建省作为控制组；列（５）—（６）使用的是剔除了宁波市、台州市、绍兴市的样本。

３． 关于企业固定效应的检验

接下来，针对企业固定效应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所有基准回归中都包括了企业固定效

应，这是较为严格的作法，可以控制住诸多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企业层面的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

响，使得估计系数更为精确。 但是，从计量估计角度出发，由于我们的兴趣变量是在“省份 －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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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理论上来说只需要加入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并不是必须的。 此外，
如果一个企业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间只出现过一次，加入企业固定效应就会导致这一企业样本虽然出

现在回归中，但是实际上没有贡献到系数估计中去。 我们进行了统计，发现 １７ ５９％的企业在样本

区间仅出现过一次。 换言之，这些企业的样本在加入企业固定效应之后，其实是没有贡献到回归中

去的。 因此，将这些样本剔除重复回归，在表 ６ 列（１）—（２）报告，发现结果也是非常相似和稳

健的。
进一步地，我们又将企业固定效应剔除，替换为县区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并重复回归，结

果报告在表 ６ 列（３）—（４），结果也是显著的。 不过，与加入企业固定效应相比，区县固定效应下的

估计系数增加了不少，分别从 ０ ０４２ 和 ０ ０５６ 增加到 ０ ０７２ 和 ０ ０７９。 这样的变化也是符合直觉

的，由于与县区层面固定效应相比，企业固定效应包括了更丰富的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各种特征，
这些特征在不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可能会被错误的归结到社保降费对缴费的影响中去，导
致估计系数的高估。

４． 剔除部分企业

考虑到部分企业，包括上市公司、规模以上外资企业等社保缴费行为本身相对比较规范（封
进， ２０１３），我们进一步剔除了这部分企业，发现结果依然是稳健的。① 更进一步地，考虑到部分服

务业，比如教育业、金融业、公共服务行业等原本社保缴费较为规范，不易受缴费率下降影响，我们

在样本中又剔除了以下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行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行业、科学研究与技术

服务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业、教育业、文化体育业、公共管理业、国际组织等，并重复回归，
在表 ６ 列（５）—（６）中报告；发现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５． 限定在一直存在的企业

最后，另一个可能的担忧是，上文发现的效应是否有可能来自于企业群体的变化，比如来自

于新进入的企业，而对一直存在的企业本身并无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将样本局限在 ２０１１
年或之前就存在的企业，并重复主回归，如表 ６ 列（７）—列（８）报告的结果，不论是企业参保、还
是企业职工人数，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对于之前就存在的企业而言，社保降费的效果依然是

显著的。
表 ６ 稳健性检验（二）

剔除只出现过

一次的企业

替换企业固定效应为区县

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剔除部分服务业企业 剔除新进入企业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 ｌｏｇ）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 ｌｏｇ）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 ｌｏｇ）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 ｌｏ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４２３∗∗∗

（０ ００４３７）
０ ０５５５∗∗∗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７２１∗∗∗

（０ ００４２２）
０ ０７９１∗∗∗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７６５∗∗∗

（０ ００５５４）
０ ０８７８∗∗∗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６３４∗∗∗

（０ ００５２２）
０ ０６９８∗∗∗

（０ ０１３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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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版面限制，剔除“上市公司、规模以上外资企业”这一回归结果未汇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续表 ６
剔除只出现过

一次的企业

替换企业固定效应为区县

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剔除部分服务业企业 剔除新进入企业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 ｌｏｇ）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 ｌｏｇ）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 ｌｏｇ）
社保参保

职工人数

（ ｌｏ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观测值 ６３５０４０ ６２９２３９ ７７１１４７ ７６３１８３ ５０１８５７ ５００４５２ ５９７８８８ ５９２０１０

Ｒ２ ０ ６２８ ０ ９１６ ０ １７９ ０ ２６７ ０ ６６５ ０ ９１９ ０ ６５６ ０ ９２０

　 　 注：列（１）—（２）剔除了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间只出现过一次的企业；列（３）—（４）剔除了企业固定效应，加入了县区固定效应和

行业固定效应；列（５）—（６）剔除了信息传输、软件行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行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业、教育业、文化体育业、公共管理业、国际组织；列（７）—（８）将样本局限在 ２０１１ 年或之前就存在的企业。

七、 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上文发现表明，从平均效应角度来说，社保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参保概率，同时也

增加了企业雇佣需求。 接下来，我们从企业类型、规模和行业角度考察了缴费率下降的异质性

影响。
第一，我们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进行行业维度的异质性考察，结果在表 ７ 的 Ｐａｎｅｌ Ａ 部分汇

报，可以发现其存在明显的行业维度异质性。 正面影响对于制造业企业非常显著，缴费率下降显著

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社保参保 ８ ３％ ，增加雇佣职工人数为 １０ ３％ 。 对于服务业企业，对企业参保和

雇佣人数均未发现有显著的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相比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原本社保参保缴费行为

较为规范，也可能因为制造业企业大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缴费率变化显著影响企业用工成本，
进而企业行为对于缴费率的变化更为敏感。 这一结果也意味着，当期社保缴费率下调将显著利好

于制造业企业，同时在社保相关政策制定和改变的过程中，传统制造业行业也应该成为政策关注的

重点所在。
第二，表 ７ 的 Ｐａｎｅｌ Ｂ 部分报告了按照企业规模分类的异质性结果，根据其职工人数定义其规

模，职工人数不到 ２００ 人的企业定义为中小规模企业，超过 ２００ 人的定义为较大规模企业。① 不难

发现，缴费率下调对大型企业或中小型企业社保参保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由于不同企业规模

原有社保缴费率存在差异，控制组中小规模企业平均社保缴费率为 ５７％ ，控制组大规模企业平均

缴费率为 ７８％ ，意味着缴费提高社保参保的幅度分别为 ７％与 ５ ４％ 。 此外，缴费率下调带来的就

业增加效应仅局限于中小规模企业。 这一发现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中小企业逃避社保的行为由

来已久，是社保基金维持平衡的关键所在。 如何在经济下行大环境下稳就业、保增长也是政府关注

的重点，而中小企业正是这些问题的重心所在。
第三，表 ７ 的 Ｐａｎｅｌ Ｃ 部分报告了按企业所有制分类的异质性结果，分为民营企业与非民营企

业。 不难发现，缴费率下降对各类型企业社保参与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对于社保参保的影响对

民营与非民营企业影响程度相似，就业增加效应对于民营企业更为显著。
综上所述，缴费率下降所带来的社保参保提高与职工人数增加效应在不同组别间均存在影

响，其对于企业雇佣职工人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对于制造业企业、中小企业与民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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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也意味着降费统筹政策将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让市场活力更加充

分地迸发。
表 ７ 异质性检验

Ｐａｎｅｌ Ａ： 按企业所属行业分类

社保参保

制造业 服务业

（１） （２）

职工人数（ ｌｏｇ）

制造业 服务业

（３） （４）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８２９∗∗∗

（０ ００５７１）
－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０９８７）
０ １０３∗∗∗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２０４

（０ ０２１２）

观测值 ４５９７５３ ２６９２９０ ４５８９６０ ２６２７３１

Ｒ２ ０ ６５４ ０ ７６４ ０ ９２３ ０ ９３６

Ｐａｎｅｌ Ｂ： 按企业规模分类

社保参保

中小规模企业 较大规模企业

职工人数（ ｌｏｇ）

中小规模企业 较大规模企业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４０２∗∗∗

（０ ００６１７）
０ ０４２３∗∗∗

（０ ００８２７）
０ ０６２７∗∗∗

（０ ０１２７）
－ ０ ００９７６
（０ ０１２８）

观测值 ６１５３１４ １５５８３３ ６１１９５２ １５１２３１

Ｒ２ ０ ７４８ ０ ５５１ ０ ９２４ ０ ８８８

Ｐａｎｅｌ Ｃ： 按企业所有制分类

社保参保

民营企业 非民营企业

职工人数（ ｌｏｇ）

民营企业 非民营企业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３６５∗∗∗

（０ ００９６９）
０ ０５４３∗∗∗

（０ ００６０７）
０ ０８３４∗∗∗

（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５１５∗∗∗

（０ ０１５７）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 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３０１８５ ４４０９６２ ３２８９６２ ４３４２２１

Ｒ２ ０ ７９１ ０ ６７４ ０ ９４６ ０ ９２７

　 　 注：Ｐａｎｅｌ Ｂ 部分根据企业职工人数定义企业规模，职工人数 ２００ 人或以下的企业定义为中小规模企业，超过 ２００ 人的企业定

义为较大规模企业；若使用其他规模定义的方式（例如企业人数的平均数或中位数等），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二）社保缴费率下降对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

更进一步地，我们继续考察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和用工成本的影响，利用数据

库中的“全年工资薪酬总额”除以职工人数获得“职工平均工资”指标，利用“全年工资、福利支出和

社保缴费支出”总数除以职工人数获得“平均用工成本”的度量指标。 回归结果在表 ８ 汇报，一个

有趣的发现是，缴费率下降对于企业总薪酬支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列 １），但是却显著降低了平均

职工工资约 ７ ２％ （列 ２），同时也显著降低了企业平均用工成本（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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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社保缴费率下降与职工平均工资

薪酬总额 职工平均工资 平均用工成本

（１） （２） （３）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０３７５
（０ ０１５７）

－ ０ ０７２３∗∗∗

（０ ０１１９）
－ ０ １６６∗∗∗

（０ ０１１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 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７１８８４１ ７１８７５７ ６４０７２３
Ｒ２ ０ ９１８ ０ ７２９ ０ ７６３

　 　 注：列（１）“薪酬总额“为企业全年工资薪酬支出总额，列（２） “职工平均工资”为薪酬总额除以职工人数得到的数据，列（３）
“平均用工成本”为工资、福利支出和社保缴费支出除以职工人数得到的数据。

这一结果意味着社保缴费下调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平均用工成本，进而增加了企业劳动力雇佣，
这与文章的逻辑相契合，但是也引起我们的思考，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缴费率下调会显

著降低职工平均工资呢？ 本文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缴费率下降使得企业用人成本下降、扩大

招工规模、进而使用劳动力替代资本和研发。 但是在这其中，企业由于缴费率下降而新雇佣的劳动

力可能大多为低技能劳动力，工资较低，因此降低了所有职工的平均工资。 换言之，劳动力成本下

降使得企业使用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替代资本。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该阶段下的缴费率降

低带来的就业利好可能大多集中于低技能劳动力。 这种变化在短期内或许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有效

措施，但是在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减小的经济发展新阶段下，使用低技能劳动替代资本与研

发的空间及其经济社会影响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当然，这其中的更多事实、机制和政策含

义还有待于进一步更全面和细致的探索。

八、 政策性含义与总结性评述

本文以浙江 ２０１２ 年社保缴费率下调统筹为切入点，考察了社保降费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本文

的主要结论有：（１）从企业社保参保与社保支出的视角来看，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显著的提高了企

业的社保参与率约 ４ ２％ ，且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社保总缴费。 （２）从企业招工规模视角来

看，降低缴费率显著提高了企业员工规模约 ５ ６％ 。 （３）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缴费率下降所带来

的社保参保提高与职工人数增加效应在不同组别间均存在影响，其对于企业雇佣职工人数的影响

在制造业企业、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 （４）进一步分析表明，缴费率下降显著降低

了平均职工工资，也显著降低了平均用工成本，这意味着该阶段下的缴费率降低带来的就业利好可

能大多集中于低技能劳动力。
社保缴费率下调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激发中小企业活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特别

地，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 日起，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目前单位缴费比例高于 １６％的省份，可降至 １６％ 。 同时，继续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 这一政策的出台对于切实降低企业负担、提振经济活动或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本文的发现具有几方面政策含义：第一，本文稳健地发现，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显

著地提高了企业的社保参与率，且显著提高了企业缴费总支出。 换言之，由于参与率的提高，降费

政策并未减少社保基金的收入，这意味着当前降低社保缴费率政策实现了提高企业参保与保持社

保基金平衡的双赢。 第二，研究发现降低缴费率显著调了企业员工规模，且这一效应对于中小民企尤

其明显。 上述结果意味着在当前经济转型和增速下滑的背景下，降费统筹政策的确实现了稳就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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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预期，同时也将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让市场活力更加充分地迸发。 第三，值得指出的是，
进一步研究发现缴费率下降对于企业总薪酬支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却显著降低了平均职工工资。
这意味着该阶段下的缴费率降低带来的就业利好可能大多集中于低技能劳动力，这种变化在短期内

或许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有效措施，但是在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减小的背景下，使用低技能劳动

替代资本与研发的空间及其经济社会影响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在当前经济发展新阶段下，
本文结论有助于从企业缴费与就业角度深入理解当下新一轮全国层面执行的社保缴费率下降政策可

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同时也有助于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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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ＯＮＧ Ｈｏｎｇａ， ＦＥＮＧ Ｊｉｎａ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Ｗａｎｙｕｂ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ｏｎｇ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ｅａｓ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ｎ ｆｉｒｍ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ｔｒ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 ｈｉｇ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ｆｅｗ ｈａ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ｎ ａ ｆｉｒｍ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ｗ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ａｔ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２０１２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ｅ ｕｓ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５，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Ｗｅ ｕｓ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ｅ ｏｂｔａｉ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ａ ｗｉｎ⁃ｗｉ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ｕ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ｔｒｏｎｇ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ｉｒｄ， ｗ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ｈ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ｇｅ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ｕ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ａｇｅ． Ｔｈ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ｍａｙ ｂ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ｓｋｉｌｌ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ｓｔ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ｅｗ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ｂｏｔｈ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ａｌｌｏｗ ｕ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ｏ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ｓｅ ｄａｔａ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ｒ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ａ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ｓｉｚｅ ｏｒ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ｉｇｎ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ａｃｅｄ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ｏｒ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ｖａｄ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ｗｅ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ｎｏ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ｉｚ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ｉｒｄ，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ｈｉｇ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１０．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ｃａｍｅ ｉｎ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Ｍａｙ １， ２０１９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ｒａｓｔｉｃ．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ｏｒ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ｙ ２０１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Ｗａｇｅ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３２， Ｊ２１， Ｊ２３

（责任编辑：晨　 曦）（校对：晓　 鸥）
４０１

宋　 弘等：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