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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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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思想史

社保费为什么改由税务机关征收？
央视新闻说，中央印发《深化

文 / 梁发芾

2016 年进行税务登记的企业为

资发放情况，这样一来，企业所

放，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

率真正降下来。 如果不能有效降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到，为

40 多万户，而同期养老保险费参

得税税前扣除的工资薪金和计

生活费按时足额发放”。“两个确

低费率， 科学设置缴费基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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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缴费登记的企业只有十多万
户； 湖南省 2016 年进行税务登

征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直接
构成了社保缴费的真实费基。 税

保”是财政部门的责任，财政部
门出于自身责任的考虑，当然有

营困难的企业就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破产关门，要么将缴纳的社

费、 失业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

记的私营企业和涉外企业总户

务机关对税费统征统管可以在

相当的积极性确保社保费应收

保费用转嫁到职工身上，降低职

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这会
给那些不给员工上社保、 不全额

数为 74000 户，而湖南省社保部
门仅对其中 2140 户企业核定征

最大程度上做实做大社保费费
基。 其次，税务机关拥有成熟有

尽收。
社保费由税务机关征收，一

工工资。这最终仍然要影响征管
效率，提高征管成本。

上社保的企业致命一击， 而你的
到手工资可能变少。

收了社保费。 其次，社保部门在
确定社保费缴费基数时，由于难

效的征管手段、优质便捷的缴费
服务体系和高度专业化的税费

定会提高效率， 既减少逃费欠费
以及各种形式的钻空子逃费行

另外，有些企业逃避缴费，是
得到了雇员的同意。 企业不为雇

此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

以有效、充分、及时掌握企业生

征收机构及人员，具有很强的动

为， 有助于缓解社保基金收支矛

员缴纳社保， 将本来应该缴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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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资金征管效率。 目前， 一方
面，企业社保法定支出负担过高，

税务征收模式”，
保费；另一类是“
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税务代

产经营信息，导致许多社保费难
以足额征收，如北京市税务机关

员能力和组织效率。 税务机关在
降低征收成本、 提高征收效率、

盾，同时，更为专业的税务机构负
责征收社保费， 也有利于降低企

保的资金作为工资或福利发给职
工。 这实际上是雇主和雇员的一

严格依法缴纳社保的企业不堪重

征模式”， 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通过将个人所得税申报数据与

促进缴费遵从、 保障资金安全、

业的奉行成本。

种合谋。 职工为什么会与雇主合

负，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企业千
方百计钻空子并没有严格按照法
定的比例缴纳社保， 以减轻社保

负责核定缴费数额，由税务部门
负责征收； 二是“税务全责征

社保经办机构公布的数据进行
测算比较， 发现 2014 年和 2015
年，北京市社保费实收金额比应

优化公共服务等方面有着诸多
天然优势。 （北京市国际税收研
究会课题组《税务机关全责代征

不过， 企业为什么要不惜
违法千方百计逃避或减少缴纳
社保费用的责任？ 目前的社保

谋拒绝缴纳社保费？根本原因是，
目前， 不少职工对于社会保险的
未来缺少信心。人口严重老年化，

收 金 额 分 别 少 了 381.1 亿 元 和
747.9 亿元，占实收金额比重分别

社保费一举多得》）。
还有一点， 税务机关全责征

政策确实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法定的社保费率太高， 社会平

抚养比不断提高， 计划生育的人
口政策仍然未有改变。 这种状况

为 18% 和 29%。

收社保费， 比社保机构自行征收

均工作统计不科学， 最低缴费

给未来的养老和社保事业蒙上极

支。所以，改革目前的社保费征收

的
“
双重征缴”模式。 此次改革就
是要把双重征缴模式变为由税

与社保部门自行征收的低效

具有更强的内在积极性。 日益加

基数设置不合理， 严格依照法

为浓重的阴影。所以，改变目前的

模式，堵塞漏洞，提高征管效率，
就成为缓解社保收支矛盾的必选

务全责征收模式。
相关研究指出，社保部门征

率相比， 税务部门在征管方面则
有天然的优势。 论者认为，首先，

大的养老金收支压力使得财政对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贴力度也

律规定缴纳， 一些困难企业将
无法生存。 通过加强征管把更

人口政策， 让人们对未来的社保
有乐观的预期， 将会使社保征缴

项目。

收社保费的效率不高，没有做到
应收尽收，使社保费存在大量流

社保费是对企业工资总额按一定

在逐年加大。 未来养老金缺口将

多的企业网罗进来， 把一些企

的效率得到更好的保证和促进。

我国的社保征缴模式主要有

比例征收， 而税务机关在征收企

成为一个常态， 财政兜底补贴是

业的缴费行为规范起来， 使缴

否则，雇主和雇员串通合谋逃费，

两类：一类是
“
社保征收模式”，即
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征收社

失。 首先，社保部门征收社保费
存在很大征管漏洞， 如陕西省

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过程中
都需要及时、精准地掌握企业工

必然，否则做不到
“确保企业离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

纳社保的覆盖面不断扩大，那
么， 对等地就应该把社保的费

好不容易提高的征管效率也要因
此大打折扣。

亚撤军，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形势
大变，现在美国已经磨刀霍霍，准

击也是针对平民的， 特朗普发射
了 59 枚战斧巡航导弹，据说摧毁

介入太深，已经有了“难以抉择”
的利益。 叙利亚变成了各方代理

舍的同盟网络， 尤其对于俄罗斯
来说， 叙利亚多次为普京总统提

一夜之间， 特朗普对俄罗斯
的攻击可以说是火力全开。 因为

备对叙利亚动武了。 叙利亚内战
从 2011 年开始，已经持续了 7 年

了叙利亚 20%的空中力量。 而俄
罗斯要求客观公正地调查，然而，

人的战场，同时，中东地缘政治格
局重洗，博弈的链条越来越紧，就

供了外交战术突袭的机会， 也是
俄罗斯近几年取得的为数不多的

叙利亚境内再次发生了化学武器
袭击事件，几十名平民死亡，还有
500 多人出现了感染征兆。 联合
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 但是
俄罗斯和美国及其盟友的对立态
势已经形成， 彼此在安理会否定
了对方的提议， 联合国层面的外
交博弈结束了， 接下来是不是导

之久， 过程中一直看不到和平的
曙光， 然而它具有越来越明显的
“
火药桶”特征。 而美国和俄罗斯
两国领导人的性格和执政风格让
叙利亚的局势更加危险。 特朗普
对叙利亚的了解并不是很深入，他
也没有足够的意愿去理解叙利亚
问题的症结， 叙利亚只是特朗普

就像英国的间谍案一样， 这一事
件的真相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它
已经变成了一个事件。 围绕叙利
亚而形成的复杂博弈结构已经形
成， 化武袭击不过是点燃了导火
线而已。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见沙特
王储的时候强调， 在与英国和美

像漩涡一样将各方卷入其中。 英
国《卫报》曾经发出感慨，解决叙
利亚的出路就在于让阿萨德重新
统一叙利亚。在当下的形势中，这
种前景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叙利
亚的政治已经破碎， 缝合起来并
不容易。更重要的是，叙利亚已经
成为中东地缘政治板块最薄弱的

战术成功案例。 普京和特朗普两
位领导人的个性也让叙利亚的博
弈异常危险， 普京在叙利亚不能
输，也不能让步，而且在叙利亚已
经投下了大量的资源， 以及俄罗
斯的信誉， 可以说已经处于输不
起的状态。 而特朗普是个善于交
易的人， 但现在美国在叙利亚还

“
美国优先”战略中的一个小问题。
如果不是有化武袭击事件，美国也
可能从叙利亚撤军，因为结束在中
东的反恐战争是特朗普主义的重
要组成部分。特朗普撤军的想法可

国进行技术和战略情报交流之
后，会做出决定，如果采取空中打
击的话， 会针对叙利亚政府和化
武设施。 英国最近的外交行动也
是超乎寻常的积极， 英国朝野讨

缝隙，岩浆涌动，最终要在叙利亚
喷涌而出，可以想象，一场火山爆
发之后的现场是何等狼狈， 旧日
的秩序已经难以复原了。
伊朗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已经

没有到需要
“止跌”的状态。 特朗
普输不起的是面子， 尤其是针对
前任们，化武是红线，一旦越线，
他必然做出强硬回击， 就像去年
一样，随随便便发射巡航导弹。

能得不到军方或者鹰派的支持，原
因在于，美国撤出来之后，真空不

论的是， 对叙利亚动武是不是要
通过议会的表决。 而美国国内的

打了好几个来回了， 伊朗在叙利
亚稳住了阵脚，在中东的变局中，

对于叙利亚来说， 从代理人
战场向
“
火药桶”的转变是危险的，

能由俄罗斯和伊朗来填充。也就是
说，叙利亚是个麻烦，但是不能让
自己的对手从中获得好处。

鹰派也吹响了集结号， 特朗普似
乎也被这一事件“激怒”了，在推
特上连续出击， 在媒体采访的时

伊朗的地位凸显， 从伊朗到伊拉
克再到叙利亚、黎巴嫩，伊朗的波
斯帝国情结也被点燃。 而伊核协

而现在美俄关系持续下滑，甚至没
有了
“
冷战”的底线。特朗普不批评
普京的默契已经不复存在，美俄之

对于化武袭击的事件， 叙利
亚有话说， 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
提出了一个很简单但却非常令人
疑惑的问题， 为什么化学武器只
针对平民而不是持有武器的武装
人员呢？的确如此，去年的化武袭

候说，所有的选项都在桌子上。
叙利亚何以从国内政治纷争
变成了地缘政治的黑洞及大国棋
局中的
“
火药桶”呢？不可否认，叙
利亚的地缘政治位置重要， 但是
更重要的是， 每一方在叙利亚的

议美国可能会退出，如果不退出，
沙特威胁要搞核武器，可以说，伊
朗与以色列以及海湾国家之间的
博弈已经白热化。
美俄不仅直接介入到叙利

间越来越成为不对称的敌人，就像
特朗普推特上“
提醒”俄罗斯要注
意经济一样，这种
“
胜利主义”的情
绪与俄罗斯难以容忍羞辱的“
悲
愤”， 极可能让今年的化武事件变

亚， 而且在这一地区有了难以割

成一场美俄之间的较量。

支出负担。 在社保基金收入增幅
低于支出增幅的状况下， 总有一
天，社保基金会耗尽储备，收不抵

收”， 即税务部门负责包括缴费
数额核定、征收在内的全部征缴
环节。 这样实际上形成了社保费

新政治经济学

叙利亚的
“
火药桶”
俄罗斯，准备好吧！我们的导
弹就要来了。

弹之战呢？ 叙利亚战场最终变成
了美俄之间代理人的战场， 而美
俄军队在叙利亚之间“亲密接触”
的风险越来越高。 叙利亚， 已经
成为欧亚大陆上的地缘政治黑
洞，也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
药桶”。
因叙利亚的化武问题， 美俄
局势遽然发生变化， 不仅美国可
能对叙利亚再次发动“流鼻血”的
战术打击，而且美俄之间，俄罗斯
与西方国家的战争风险也是陡然
增加。 俄罗斯官方并没有排除与
美国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誓
言要击落所有飞向叙利亚的导
弹。 而特朗普在推特上也是毫不

文 / 孙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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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情，他说，俄罗斯准备好吧，我
们精准、 新型和灵巧的导弹就要
来了。 你们不能与杀死自己国民
的毒气杀手为伍。 只不过不到一
个小时， 特朗普又发了一个语气
稍微缓和的推特，他说，我们与俄
罗斯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要糟
糕，包括冷战时期。 这并不合理，
俄罗斯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发展经
济，有些事情非常容易做到，我们
需要与所有的国家合作来阻止军
备竞赛。 这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
要退缩呢？如果换个角度，无非是
提醒俄罗斯要注意自己的经济，
俄罗斯最近股市暴跌， 俄罗斯的
经济能不能支撑现在地缘政治的
大博弈呢？
特朗普本来打算尽快从叙利

囊中江湖

开放是经济增长可持续的重要推动力
什么因素会影响长期经济
增长？ 迄今经济学家已经有不少
共识性的回答， 除了人口总量、
资本、资源总量等因素外，人力
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开
放显得更为重要。 在后面这几类

文 / 周业安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
迄今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也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对
实际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也非常
可观。 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看成是
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制度变革， 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会
促进当地的开放。
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验
教训表明，当开放和其他促进增
长的因素良性互动，形成了正反
馈机制，就能带来可持续的高增

略。 开放首先为资源的流动提供
了前提，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
资源才有机会流动，而资源流动
是竞争机制形成和发育的关键。
开放的第二个作用机制在于引
致了市场竞争。 竞争是资源配置

和深度，这种情况下资源才可以
正确定价， 价格机制不再扭曲，
市场变得透明化，法治成为市场
活动的基石。 规范和透明的市场
是资源配置有效的前提。 开放的
第四个作用机制在于学习。 开放

因素当中， 开放实际上很关键，
但也常常被人们所轻视或者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的综合作用， 其中同样也有开放
的功劳。 这是因为开放带来了竞

长；反之，没有开放这个前提，或
者说开放程度很低，即便再采取

有效率的核心。 同样只有在开放
的前提下，身份各异的参与人有

会让不同发展程度的微观主体
参与竞争，后发经济体通过学习

争，不同所有制主体、不同市场参
与人、不同的地区等等，都为了资
源而展开竞争。 竞争带来了资源
配置效率的改进， 这是促进增长
的关键。 而竞争机制的有效发挥
得益于开放。 这是因为只有在开
放的前提下， 不同身份的参与人
才有机会平等获得市场机会，并
且能够流动起来， 而资源总是流
向最有效率、 价值创造能力最强
的地方。 过去一些地方采取保护
主义政策， 让地方市场在一定程
度上处于单向封闭状态， 极大地
阻碍了资源的流动， 反而削弱了
当地的经济发展， 更谈不上保护
当地产业了。事实证明，开放程度
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居民收入增长也越快。反之亦是。
开放可以让地方通过提高人力资
本投资和改进公共服务水平来吸
引资本和人才流入， 而资本和人
才流入又带来了知识的交流和碰
撞，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管理知识，
这客观上给当地带来了正的溢出
效应， 促进了当地的技术进步和

多么优惠的政策，也无法吸引高
质量的要素流入。 我国区域发展
的不平衡很大程度上是开放程
度的不同所造成的。 开放对经济
增长具有巨大的影响，只不过这
种影响更多地体现为间接作用
于其他要素上，所以才容易被忽

机会公平参与市场活动，才能够
有机会公平竞争，从而引导资源
流向最有效率的地方。 开放的第
三个作用机制在于让市场有序、
规范和透明。 在开放的前提下，
市场秩序得以形成并扩展，市场
有序地层次化，形成充足的广度

发达经济体的先进技术、制度和
管理，快速提高自身的素质。 同
时，为了更好地吸引发达经济体
参与，也会促使自身不断重视知
识产权的保护，更有效地激励自
主创新。
下转 E4

略。 这是因为经济学家常常以发
达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开放被当
作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存在。 但
对于欠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还
处于发育阶段，很不完善，甚至
连市场都可能不存在， 此时，开
放这个前提自然也就不具备。 上
世纪 50 年代日本开始采取外向
型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开放来促
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
也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经济呈现出的这种显著的
追赶效应激励其他后发国家和
地区效仿，韩国、新加坡、我国的
香港特区和台湾省都逐步采取
了开放战略， 并都取得了成功。
这四个地方一度被誉为“亚洲四
小龙”， 创造了后发经济体成功
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范例。
中国大陆从上世纪 80 年代
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同样受到了
日本成功经验的启迪。 初期的开
放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伴随着
市场化改革的试点和推广，逐步
实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单向开

博士生导师

放，以及经济领域向不同所有制
形式开放，这实际上是对内开放；
二是对外开放， 通过兴办三资企
业等形式，吸引外资进入。无论是
对内开放还是对外开放， 都大大
激活了内地资源的流动性， 农村
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入城镇， 推动
了内地的城镇化进程， 并为城镇
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而经济领域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兼
容并蓄，特别是外资的流入，不仅
激活了资本的流动性， 而且也大
大提高了资本存量水平和资本的
增速， 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
发展。事实上，资本的流动是理解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经济增长奇迹
的重要环节。 迄今经济学家们的
研究发现， 资本这一要素对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的贡
献达到了 60%以上。 甚至可以说，
正是资本推动了过去的长期高速
增长。显然，资本对经济增长所作
的贡献当中， 开放在背后所起的
作用功不可没。

——
中关村创业大街创业新服务 —帮在华外籍创业者迈出创业第一步
在中国创新创业的大环境下，

来自葡萄牙、德国、意大利、 西班牙 、

创业者解决公司注册的实际问题，

越来越多的外籍创业者看到了中

巴西等各地有在华创业意向的小伙

为在华外籍创业者送福利。

国的发展机遇，想在中国良好的创

伴的积极参与，现场氛围热烈。

业环境中谋发展。 中关村创业大

与此同时，海淀工商分局与创业

海淀工商分局登记科的工作人

大街开展
“
政府 + 专业服务”，在创业

街作为国际化的对外交流平台，针

员，从外商投资企业简介、外资投资

会客厅联合 100 余家社会专业机构，

对众多外籍创业者在华创业的需

企业工商登记注意事项、 外资投资

为创新创业企业提供政策咨询、行政

求，提供企业注册、办公空间、政策

企业登记流程三个方面， 详细讲解

审批等 8 大模块 40 余项专业服务，

申报、人才招聘、资源对接等服务，

了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登记注册的主

为创业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希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创业过程

要法律依据、 外资企业设立的一般

中的实际困难，助力创业成功。

形式、外资企业的组织机构设置、外

4 月 3 号下午， 中关村创业大

资企业详细的登记注册流程等，为

街携手海淀工商分局，联合开展
“
外

现场外籍创业者提供了最新的、全

商投资企业登记指导讲座”，吸引了

面系统的政策介绍， 帮助在华外籍

红盾之窗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