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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五大类。

在很多地区，社保不仅仅只是一项保障，

缴纳社保的年限通常作为买房、买车、子

女入学等活动的参照指标。

   2018 年 4 月 8 日，中央印发《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提到：

为提高社会保险资金征管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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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全国县乡的国税、地

税机构正式合并，这样全国的省市县乡四

级税务机构分步合并和挂牌工作完成。新

闻媒体又把税务部门征收的新闻热炒了一

遍，不少企业和个人忧心忡忡，MFC 就

本文梳理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目前社保是怎么缴纳的？

目前各地社保费的征收机构全国并不

一致，有的地方是由税务部门来代为征收，

征收的额度由社保部门核定；有的是由社

保部门来征收，绝大数省份是社保部门征

收。

这一次是明确自2019年1月1日起，

社保费用由税务部门来征收，而且社保的

缴纳数额由税务部门来核定。这个征缴数

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为税务部门通

过发票掌握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而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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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三期之后，银行的数据和税务共享，税

务部门有权对异常的企业银行账号查账，

而不需特别的理由。

社保部门并不掌握企业的实际情况，

在实际征收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那

就是企业缴纳社保的人数少于实际员工人

数，甚至不交社保，或者社保的缴纳基数

低于实际工资数，实际发放工资的人数大

于实际员工人数，不及时缴纳社保等。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企业而言是合算

的，减少了纳税基数，对政府而言，这部

分收入是损失的，对员工而言，除了极少

数的企业将省下的社保费用现金返回给他

们之外，大多数情况是得不到这部分省下

的钱的。但是也正是没有严格征收，才使

得大量的中小企业得以存活，提供足够多

的就业岗位，不然员工连工资都没有，更

别奢谈什么社保。

为什么要改变征收方式？简单地

说，政府需要增加社保收入填补不

断扩大的社保缺口

根据 2017 年 11 月的《中国社会保

险发展年度报告 2016》：“全国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为 88777 万人，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数为 74392 万人（含人社部门

负责管理的城乡统筹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参保人数），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 21889

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为 18089 万人，

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为 18451 万人。同时，

当前参保扩面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灵活就

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和一些小微企业

参保率偏低，尚有部分群众未纳入养老保

险体系，工伤生育保险参保率还有待进一

步提高等问题。

2015 年，我国各省份养老金收支平

衡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结余最高的广东省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总额为

7258 亿元，占全国总结余近两成，但黑

龙江、青海等 10 个省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的养老金仅可支付不到 10 个月，养

老金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增加到 7 个，甚

至个别省市累计结余都已穿底，为 232 亿

元。

2016 年，全国养老金平均可支付

月数 17.2 个月，比 2015 年减少 0.5 个

月。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超

1000亿元的省份除了广东之外还有北京、

江苏、浙江、山东、四川、上海、山西、

安徽。这 9 个地区共计 2.61 万亿元，占

全国累计结余的 70.6%。但与此同时，黑

龙江、青海、吉林、辽宁、河北等 10 个

省市和新疆兵团的可支付月数在 10 个月

以下。四川和上海虽然累计结余也超过了

1000 亿元，但可支付月数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分别为 16.2 个月和 12.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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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当期收支情况中，有 7 个省份出现收不抵

支，比 2015 年增加了 1 个，比 2014 年

翻了一倍多。无独有偶，作为全国唯一养

老金累计结余穿底的城市，黑龙江也是全

国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最低的地区，仅

1.30:1。相较之下，广东的企业养老保险

抚养比最高，达 9.25:1，而全国抚养比则

从 2015 年的 2.88:1 下降为 2.8:1。”

放开二胎之后，生育率没有达到预期

目标，并没有生育红利可以收获，未来即

使全面放开生育的前景也不乐观。

养老基金的增值和保值一直是难题，

能跑赢通货膨胀就不错了，在宏观经济整

体不太乐观，股市、房市通通低迷的情况

下，理财的渠道实在是很非常有限，就这

样的保命钱，还的时不时用来作为入市拉

动股指的幌子。

在提到养老保险基金巨大支出压力形

成背后的原因时，人社部曾将满足人民对

于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的期待列入其中，

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已经连续

10余年调整，月人均基本养老金不断提高，

基金支出额越来越大。货币的超量发放使

得隐形的通货膨胀严重，不提高养老金，

广大退休人口的生计难以维持，而持续这

么增长，养老金又难以维继。

为了应对养老金的缺口，专家们可谓

是操碎了心，不断造舆论，要求延缓退休

年纪，减缓新增退休人口数量，同时建议

用划拨国有资产补充缺口。

2017 年 11 月，国务院公开了日前

印发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实施方案》，其中明确，中央和地方国有

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纳入划

转范围，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

10%，股权分红及运作收益专项用于弥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但是这

个过程比较复杂，也见效太慢。

简而言之，就是社保基金不够用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能想的招，比如不同地

区的转移支付，收窄报销的范围等等，都

不能解决不断扩大的窟窿。

严格征收，增加收入成为政府必然的

选择，而税务部门是所有部门里数据最全、

权力最大、执行能力最强的部门，征管系

统和风险识别系统完备，可以有权力调取

银行、统计、社保、工商、房产局、公安

局车辆管理所等任何和企业相关的信息。

而这一次，在金税三期全面上线之后，从

技术上讲，打通社保和税收的通道没有障

碍了，切换征收的成本也很低。

社保由税务局征收有哪些变化？

变化将是非常显著的：

之前因为不同部门之间征缴社保和个

税的盲区将不复存在，企业试图通过减少

社保缴费来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很小了。之

前社保归社保局征收，个税归地税局征收，

两者的数据库往往是不通的，企业申报个

税的时候，五险一金作为税务的扣除额，

地税局很难取得实际支付依据，企业当然

是尽量往少报。现在税务局是跨部门的超

级权力中心，掌握一个执法口径，用个税

数据比对五险一金数据，看企业是否合规。

只要税务部门愿意，每一个企业和个

人的财务数据对它而言，几乎是透明的。

如果说 2017 年的金税三期前面上线，让

企业购买虚假发票冲抵成本的财务成本和

法律风险大大提升的话，社保的税务征收，

让虚列人头多支取人员工资、少交社保的

最后一点操作空间也消失殆尽了。所有的

经济活动，都要在阳光之下进行。

企业和个人当期缴纳的社保费用将显

著增加：对企业而言，是绝对增加成本，

网上有人测算过，根据单位社保缴存、

公积金缴付差额测算表，企业实际承担的

社保、公积金金额占名义工资比重提升

11% ～ 39%。

中国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成本较高，

严格按照社保法规定依照实际工资进行社

保申报五险一金的企业微乎其微，即使是

垄断性的央企国企也用福利、出差补贴等

形式合理避税。

大部分企业都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

缴存社保的，整个社会已经把这种情况当

做企业的成本来运营经济，一旦完全规范，

整个商业社会的成本和利润要重新核算，

触及面会非常大，阻力估计也会不小。面

对严峻的税务核查和成本压力，靠打擦边

球压榨人力成本才能盈利的企业大部分会

破产，当然，创业的成本会大大增加。

对于正在工作的个人而言，根据个人

社保缴存、公积金、实际薪酬差额测算表，

个人实际到手的现金收入下降幅度占名义

工资的 10% ～ 15%，当期收入下降十分

明显。但考虑到严格规范后，公积金及社

保缴存金额的上升带动个人账户缴存金额

的上升，综合而言，个人整体收益有所上升。

人性都是看重眼前利益，甚过长远利益的，

即使整体收益有所增加，这是当前看不见

的，这项改革也会得到大量个人的抵制。

此外，和最低工资保护法一样，个人

能否最终得利，前提是你所在的企业能活

着，而且你能保住你的工作。对于很多低

收入的劳动者而言，他们所在的企业利润

原本就很稀薄，合规缴纳社保就是意味着

破产。对已经退休的人而言，这是绝对利

好了，养老金在有生之年应该不用担心了。

对于政府而言，当前的社保收入无疑

增加的，短期最大的得利者。即使有企业

因此而破产，对政府整体而言是，只要整

体财富还在增加，政府从整个蛋糕中分到

的份额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危机能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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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也减少对中央银行超发货币的依赖。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是在实实在在

减税，而中国的企业要和他们竞争，也必

须要把减税的好处落到实处。在征收严厉

的同时，政府应该适当要考虑降低税率，

以及针对家庭整体征税，降低有照顾子女

和老人家庭的经济压力，从技术上讲，可

以分别出一个人的婚姻和家庭状况。

3、创办和持有企业的吸引力将大大

下降，企业的负担大大增加。一个国家最

稀缺、最宝贵的财富是企业家，他们创办

企业，将人力、资本、资源、技术等各种

要素组合在一起，创造财富，创造就业，

创造税收。金税包括目前的社保改革，短

期内，都形同增加税负，这也是中央政府

声称要给企业减税，而财政收入反而创历

史新高，上市公司大量企业营收增幅远远

大于利润增幅的原因所在。

在微信里，制造业的老板们抱怨生意

难做钱难赚，并不是个别现象，如果办企业

得到的便利和回报不足够大，而且还充满了

法律风险，那么很多企业家的最优选择是卖

掉或者关掉企业，转向虚拟经济或者直接移

民，这对国家和人民将是巨大的损失。

社保合并征收的好处是什么？

1、对纳税人而言，就是便利，改革

之后，只需要登录网上税务局（企业版）

的统一办税平台，就能办理通过不同的板

块办理原本需要在国税、地税、税务局官

网等不同部门办理的业务，减少企业办税

的时间和工作量。

2、政府将准确掌握企业的实际经营状

况，各种统计数据将更加真实，国家的社保

资金增加，将保证退休人员的生活，稳定社

会，财政提供公共服务有更多的空间。

3、税务征收社保对于改善宏观的经

济和商业环境有巨大作用。从微观讲，看

似每一个企业的成本都在增加，但是这种

增加是一视同仁的，没有遗漏的。不像现

在这样，有的地区征收的严厉，有的宽松，

还可能存在选择性执法，一些原本没有那

么强的竞争力的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

获得相对的价格竞争优势，这对那些合规

的企业是不公平。

在介绍金税三期那篇文章里，MFC

介绍金税三期的全面实施，让很多假冒伪

劣、以偷税漏税获得竞争力，或者盈利较

弱的企业将破产，各个行业一直尾大不掉

的低端产能也可能因此得以铲除，为业内

规范经营、合格纳税的企业留出更多的商

机。社保的税务征收也会有类似的效果，

将会打击到千千万万中小微企业。

企业会如何应对这些变革？

降低法律非强制性的公积金比例。

在 2018 年 7 月 25 日，有一条消息

引爆了微信朋友圈，那就是华为公司把北

京的员工的公积金缴纳标准从 12% 降到

了 5%。公积金是个人和公司 1:1 等比例

缴纳的，而全部归个人所有的，降幅后，

相当于华为公司可以少交7%的税前工资，

同时个人可以当期多发 7% 的税前工资。

从法律上讲，公司可以在 5% ～ 12% 之

间选择公积金的比例，华为公司一旦带头，

估计会有大量的公司跟进。

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减少人工的使用。

这一点是必然可以预见的，一些可有

可无的工作岗位，将被裁剪掉，分给剩下

的员工做，拿出裁剪的部分工资补偿这些

员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自动化、信

息化、人工智能的投入，增加机器人的使用，

以减少人员的使用，可以预见，凡是能减

少人力使用的行业将有大幅发展机会。

裁减亏损的部门或者企业，停止经营

活动，或者转移工厂，减少财务损失和法

律风险。这几年从华南和华东市场已经有

大量的外企和民企结束营业，迁徙到东南

亚、东欧和非洲，也有大量的民营企业的

老板直接携款跑路。

税务和社保的规范是不可逆的大势，

企业只能去适应这些变化，用技术和管理，

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同时采用更高明

的、合法的避税手段来降低税负。

办理工商注册并正常发放工资，但没

有办理养老保险的参保登记的、办理了养

老保险参保登记，未全员参保的、参保了

但没有上年工资总额足额缴纳社保费的企

业要早做打算，以免成为改革之后被抓的

典型。利用劳动试用期免交社保、让员工

签所谓自愿放弃社保协议，都是不合法的，

与公积金不同，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是法

律明文规定的。

老板的私账和公账要尽量分开，做内

外账，让外账长期亏损的也要小心被税务

部门稽查到。遭曝光的企业的负责人将进

入失信名单，出行、贷款等经济活动都将

受到影响，严重的直接就是刑事责任。而

企业失信，也会受到银行制裁和投标资格

限制、重罚等惩罚。

5、尽量减少下列的违规的操作：找发

票抵税，造成费用异常；故意不用银行发

工资；饭补、房补、婚庆补贴补贴不申报

个税；大量员工零申报；虚列员工发工资；

故意混淆劳务和工资申报，尤其是很多劳动

密集型企业，劳务工、临时工、第三方员

工，很多属于劳务所得进行纳税申报，但是

按照工资进行申报了，尤其是劳务公司、建

筑企业等都要高度重视，根据个人所得税法

不是全职员工是不可以工资申报个税的；

外包福利也是违规的，很多企业将员工部

分福利和工资外包给人力资源个税、管理

咨询公司，让他们开发票，给员工发放工

资，也是变相发放工资，是要补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