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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探析
!张

琦

社会保障税是以税收的方式#

失业保险费等三项社会保险费#实

筹集养老及其他社会保障基金的有

行集中& 统一征收$ 征收机构按各

!一" 纳税人

效办法 # 是由获得特定收入的纳税

省 & 区 & 市人民政府规定 # 可由税务

纳税人包括企业 &机构 &城镇劳

人缴纳# 专门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

机关征收# 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

动者个人和农民个人$ 养老&失业&

税种$ 目前#社会保障税已成为世界

部门按国务院设立得社会保障经办

医疗和工伤保险四个项目的纳税

各国所得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机构征收$ 这种征收管理政策灵活

人#包括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国

部分$

性强#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开征社

家公务人员&实行财政拨款的机关&

会保障税还存在许多问题 #如 #目前

团体 &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各种

社保费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

所有制形式的公司 &企业工作人员 #

目前# 我国社会保障收费制度

结合的模式#仍是(现收现付)’各地

自谋职业人员采取自愿原则缴纳社

存在着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

发展水平相差较大# 统一的税收形

会保障税$ 工伤保险的纳税人则包

社会保障收费制度无法贯彻国家&

式使一些地方无力负担# 税源难以

括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单位&个人三方合理出资的原则 #导

保障 $ 社保税在国内还是全新的税

!二"税目和计税依据的确定

致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严重不足 ’ 二

种 #只有做到省级统筹 #才有可能试

关于社会保障税税目的选择 #

是社会保障收费制度管理模式落

行社保税# 相关经验缺乏也可能使

目前我国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一

开征的过程较长$

是将主要的三大保险项目*养老&失

!!

一! 我国社会保障费征收管理
现状与发展趋势

后# 制约了社会保障资金效益的有
效发挥’ 三是社会保障费收缴因地
域&所有制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由

二! 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目
标及原则

制定#具体涉及到如下几个方面$

业&医疗+均各自形成独立税种#分
别设立养老保险税 & 失业保险税和

于我国社会保障收费制度越来越难

开征社会保障税的长远目标

医疗保险税 # 形成社会保险制度下

以满足大量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

是%为所有劳动者# 由城镇逐步到农

的三个税种’ 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

因此#应把社会保障费的缴纳#逐步

村$ 筹集维持其养老&失业&医疗&工

社会保障税#把养老&失业&医疗分

改革为社会保障税的征收# 选择社

伤&生育等基本保障所需的资金#为

别作为税目# 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

会保障税作为筹资的主要形式$

建立统一 &规范 &高效的社会保障制

税体系 ’ 三是建立全方位的社会保

当前# 我国的社会保险费已改

度提供资金来源 $ 社会保障税制应

障税 #先按 (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 &失

由地税部门征收# 这是我国社保费

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合理税负原则&

业)三个税目开征#在开征的同时#

改税进程中的第一步$ 具体征收管

公平与效率统一原则& 企业和职工

摸索经验# 创造条件# 待时机成熟

理#根据 !""" 年 ! 月国务院颁布的

共同负担原则& 负担与受益相对应

后#再开征(农村养老&农村医疗&工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规定#

原则& 循序渐进原则及专门管理和

伤&生育)等税目#为建立全国统一

基本养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 &

专税专用原则 $ 社会保障税制度的

的社会保障体制奠定基础 $ 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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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税与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

定为 )#$左右#其中#单位缴纳工薪

衔接来看 # 现阶段可将社会保障税

总额的 "*$# 个人缴纳工薪收入的

会保障法 " 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

制定 # 具有普通法的效力 % 在此前

的税目确定为 #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
项#统一税基#分别征收#以后随着

!四"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
理与归属选择

证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管理% !社

提下#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
权 国 务 院 #制 订 并 颁 布 !社 会 保 障

职工应负担的税款# 由所在单

法实施细则" 及配套的行政法规#

位在支付工资 $薪金时实行 )源泉扣

配套的行政法规一律以条例形式

根据我国的实际 # 社会保障税

缴 *#连同单位应负担的税款一并向

颁布实施 %

的计税范围主要应包括两部分&一

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个体劳动者和

此外# 在宪法中也应补充公民

部分是单位工资总额# 另一部分为

农民个人的应纳税款#须自行申报#

加入社会保障体系# 缴纳社会保障

职工个人工薪收入额% 个体工商户$

同个人所得税一并缴纳% 企业缴纳

税的义务%

私营企业主等非工薪收入者的计税

的社会保障税列入企业财务费用 #

!二"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制

原则 #按纯收益为计税依据 #对不易

可计入成本 % 行政事业单位需缴纳

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制 # 是规

核定的# 可授权征收部门按当地上

的社会保障税列入当年经费预算#

范政府收支的需要# 也是完善我国

一个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确定或

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个人缴纳的社

复式预算制度的重要内容% 一是要

定额征收%

会保障税可从个人所得中扣除#免

单列社会保障预算# 实行专门预算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再逐步增设税
目%

!三"税率的确定

交个人所得税% 在纳税期限上#我国

管理 + 二是要建立在社会保障税收

采取比例税率为主 $ 定额税率

可采用按月征收的做法%

入不足时的预算补充机制 % 社会保

为辅的两种税率结构% ’!(养老保险

关于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归属选

障预算的编制# 应遵循全面性原则

项目的税率确定% 目前#我国企业的

择#建议将社会保障税定为共享税#

和专款专用原则% 社会保障预算的

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 "#$ 左右#

由国税机关负责征收管理# 并按照

框架体系包括收入项目和主要支出

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的 %$% 鉴

现行分税制模式 # 合理确定中央和

项目 % 收入项目包括社会保障税收

于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加之 #截

地方的社会保障税分成比例 # 实行

入 $ 经常预算补助收入和其他收入

至 "### 年#全国养老金社会发放率

中央财政预算统筹和地方财政预算

等+支出项目包括社会保险支出$社

仅为 %!&%$# 支付能力明显不足等

统筹相结合的财政体制# 分成比例

会救济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等% 财

现状# 我国的养老保险税税率可略

可确定为& 中央财政 (#$+ 地方财

政部门在安排财政预算时# 应保持

高于现行养老费的缴纳水平% 因此#

政 ,#$+ 省级与其下属各地 -市 .县

公共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债务预算

养老保险项目的税率应确定为工薪

的分成比例 # 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按

和国有资产预算之间的平衡和灵活

总额的 "%$左右为宜 #其中 #单位缴

现行财政分税制体制确定%

性 #各预算科目上遵循各自平衡 $相

纳工薪总额的 "#$# 个人缴纳工薪
收入的 %$% ’"( 医疗保险项目负担

三! 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应加
强相关配套措施建设

互调剂的原则# 以充分保证社会保
障资金的效率% 同时#还要加大财政

率的确定% 目前#考虑到与现行医疗

!一"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支持社会保障的力度% 社会保障预

保障制度的衔接 # 社会保障税中医

应尽快制订 $ 颁布社会保障的

算除社会保障税收入外 # 还要通过

疗保险项目的适用税率定在 %$ 左

基本法律 % !社会保障法 "是规范社

资本市场 #变现部分国有资产 #以及

右为宜#其中#单位缴纳工薪总额的

会保障各主体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

发行社会保障彩票和专项国债等收

’$#个人缴纳工薪收入的 "$ % ’((

律依据# 也是社会保障税开征的法

入# 用于弥补社会保障预算收入的

失业保险项目负担率的确定% 社会

律依据% 通过!社会保障法"#国家可

缺口% 在编制公共预算时#还要留有

保障税失业保险项目的适用税率 #

明确参加社会保障的各主体在社会

一定的资金空间 # 每年从个人所得

大 致 可 确 定 为 工 薪 总 额 的 )$ # 其

保障中的权利与义务 # 把社会保障

税等税种收入中划出部分资金 # 专

中#单位缴纳工薪总额的 ($ #个人

范围$基金筹集$托管运营和发放#

项用于社会保障预算的平衡和积

缴纳工薪收入的 !$% 综上所述#我

以及国家对基金的保障与监督管理

累# 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

国社会保障税的税负水平大致可确

等#在法律上加以规范#从根本上保

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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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体系研究
#许

皓

谢阳群

改革开放 !" 多年来 #我国通过

善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 #

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 # 实现决

&市场换技术 ’%&资源换技术 ’ 的方

促进产业技术升级 # 形成自己的核

策主体和责任主体的统一 # 为技术

式#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

心竞争力#才能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创新创造有利的内部条件# 使企业

然而#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

彻底解决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约

保持持续的创新活力$

匮乏# 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

束#使产业由大变强#迎接技术创新

颈$ 如#我国 #""$的光纤制造装备%

发展的挑战$

!!

" 一 # 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创新 !

"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
技术研发体系

%"$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
和石油化工装备%&’$ 的汽车制造
技术都是舶来品#()$ 的轿车工业

以市场为导向 # 有效地组织和

促进企业产权多元化
技术创新是技术与经济的有机

与国家投资相结合的方式# 在一些

装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都是进口

结合$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意

地理%交通%信息%政策等环境较好

产品$ 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使我国经

味着要以市场为导向 # 转换经营机

的地域 #建立若干面向产业 %服务社

济增长仍未摆脱对投资的依赖 $ 缺

制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规范 #

会的国家产业技术研发基地 # 研究

乏技术支撑的国际加工中心的中国

明晰产权结构#对企业的组织体制%

开发本行业具有共性% 关键性的技

化转移# 大量耗费我国短缺资源(

管理体制% 运行机制等计划经济体

术成果# 以此带动整个产业的技术

&贴牌’战略使我国企业变成世界资

制模式进行改革# 促进产权主体多

创新$ 大中型企业应积极创造条件#

本的附庸 ( 产业低度化 % 分散化 # 导

元化#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强化所有

建立和完善企业的技术开发中心 #

致我国产品价格低廉 # 致使反倾销

者对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 # 真正

健全中心的组织机构和投入 % 监督

矛盾突出$

实现股东对企业经营的有效监督#

机制# 对中心实行专业化和一体化

因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

赋予技术创新的自主性# 使企业真

的组织管理$

加强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完

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适应市

整合各种社会资源# 采取企业投入

%三$强化人才激励机制!注重

""""""""""""""""""""""""""""""""""""""""""""""""
! ! !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

渠道信息采集体系# 以中心城市建

究探索$ 开征社会保障税后#还应按

立起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服务信息

立资源数据库和计算机网络为重

照税务%财政%社保%审计四位一体

网络

点# 逐步实现劳动保障信息一体化

模式# 建立起一套以财政部门为核

管理$

心 #税务部门 %社会保障部门通力合

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应建立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劳动

开征社会保障税# 只是完善社

作% 相互制约% 相互监督的责权明

和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 改革并

会保障资金筹措机制的一个重要环

晰%资金保障%监督有力的社会保障

完善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 更多地

节# 社会保障税与其他社会保障筹

网络$ !

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 加快建立多

资方式的结合# 都需要进一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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