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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社保征收，改革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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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首次明确在改革税收
征管体制、合并国地税机构的同时，将社会保险费（简称“社保费”）交由税务
部门统一征收。7 月 2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税地税征管
体制改革方案》，进一步将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的起始时间定为
2019 年 1 月 1 日。随着这一日期的日益临近和国地税机构合并的逐步推进，社
会保险费的征收与缴纳也渐渐成为广大企业和劳动者相当关注的一项议题。为
此，国务院常务会议于 9 月 6 日和 18 日对社保费征收改革工作进一步作出指
示，明确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各地要一律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严禁
自行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同时抓紧研究降低社保费率方案并与征收体
制改革同步实施，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可以预见未来税务部门的深度参
与将为社会保险费的征收管理带来新的气象，对于社会保险费的征缴落实具有关
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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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征管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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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现行的《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及相关社保缴纳规范
性文件，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
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据不完全统计，采用这两种征收模式
的省份各自约占半数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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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保经办机构征收模式：如北京、天津、上海、吉林、四川等地。以上海为
例，根据《上海市社会保险费征缴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上海市人力资源
与社会保障局（简称“人社局”）负责全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的管理和监督工
作，社保经办机构具体负责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工作，并受市人社局的委托，
进行与社会保险费征缴有关的调查、稽核。这种由社保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
的模式依赖于企业或个人自行申报的人员及收入信息进行社保费的征缴管
理，缺乏有效的征管信息平台进行收入信息的稽核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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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机关征收模式：如广东、江苏、黑龙江、浙江、河南等地，其中以“税
务代征”模式居多，即税务机关往往仅负责具体的征收工作，社保部门仍承
担基数核定、监督管理等职责。以江苏省为例，根据《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
缴条例》规定，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社会保险费征收工作，同时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社保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并设立社保经办机构
具体承办社会保险事务。这种社保费征缴模式在各地实践中并不完全一致，
但大都需要社保、税务两部门并行合作，因此在部门间的权责划分、配合协
调等方面存在不便，进而影响征管效率。

作为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保费将自 2019 年起交由税务部门
统一征收。这不仅意味着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社保费的模式将退出历史，即使是
已经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的地区，其社保费的征缴管理也可能面临变化——
“税务代征”模式有望被税务机关全责征管的新模式所取代，即税务机关对社保
费的征管职责预计将覆盖全体社保费的应缴费人群以及包含缴费登记、核定、申
报征收、清欠、检查和处罚等在内的社保费征缴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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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税务全责征管模式，有利于清楚划分社保、税务等部门的权责范围，促进各
部门各司其职，推动建立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社保机构负责发放社
会保险金的社保基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机制，提高社保管理工作的效能。另一方
面，凭借日益完善的信息化税收征管体系，税务全责征管模式也为社保费征缴的
有效管理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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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相关合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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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需要关注的一些常见的社保合规事项总结如下：

雇主合规义务
根据 2011 年 7 月生效的《社会保险法》，在社会保险费征缴的各个环节，用人
单位应履行相应的法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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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保登记 -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 30 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

社保申报及代扣代缴 - 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
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
情况告知本人。

•

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保的法律责任 -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
按日加收 0.0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
额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缴费基数、职工工资总额及缴费比例的确定
用人单位及职工本人应按照适用的缴费基数及缴费比例计算缴纳社保费。下表列
示了一般情况下缴费基数确定的常见规则，各省市在实践中可能有不同的执行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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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费类型

用人单位缴费基数

基本养老保险

职工工资总额，也可以为本单位职工个人
缴费工资基数之和，但在全省区市范围内
应统一为一种核定办法

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职工本人缴费基数

以上一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为基础，在当
地职工平均工资的 60%-300%的范围内
进行核定

职工工资总额

职工工资总额

职工不缴纳

职工工资总额是确定缴费基数及其他社保待遇的重要因素。依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文件规定，工资总额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
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及特殊情
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在缴费比例方面，各省市也会存在一定差异。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目前北京执行的雇主缴费比例标
准为 19%，上海和广州则分别为 20%和 14%。

外籍与港澳台员工参保义务
根据《社会保险法》及《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自 2011 年 10 月 15 日起，在
中国境内合法就业的外国人，应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企业应当自外籍员工办理就业证件之日起 30 日内为其办理社保登
记。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对外籍人士参保政策的执行力度并不一致，大部分地区已经强制外籍人士参加社保（如北京、广州、
江苏等），而有些地方则依然处于非强制阶段（如上海等）。另一方面，鉴于目前相关法规对港澳台人士是否需缴纳社保
尚未明确，各地执行口径亦不统一。
对来自与中国签订互免社保协议国家的外籍员工，在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如在其母国已参加社会保险的证明）后，可以按
照协议规定申请免除协议规定险种在中国的缴费义务。截至目前，与中国已签订互免社保协议并已生效的国家包括德国、
韩国、丹麦、加拿大、芬兰、瑞士、荷兰、西班牙等。
德勤观察与建议
国地税合并后，社保费将交由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管理。虽然新的征管具体办法尚待公布，但可预见，在统一社保费征收主
体这一新的改革举措下，税务机关有望全面提高社保费征收效率，依法履行相关征收管理工作，确保维护员工个人权益。
此外，金税三期系统自 2016 年起的全面上线，为税务机关搭建了全方位的信息化税收监管体系。凭借信息化的管理手
段，依托于金税三期系统的大数据支持，税务机关能够全面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及个人的收入水平，进而更容易识别以往
被忽视的潜在风险点。通过金税三期系统，未来税务机关很可能具备直接比对企业员工的实际收入水平与其社保缴存基数
及比例之间匹配程度的征管能力。换言之，税务机关全责征管社保之后，将有能力从社保缴存基数的初始核定阶段即启动
全面性的监管，及时识别企业未如实申报缴存基数从而少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从而显著提高并加强日后对社会保险费的
征收管理力度。
因此，我们建议企业在关注税务机关后续对社保征管动态的同时，也应当尽早采取相关应对准备行动：

了解各地征收执行口径
•

•

密切关注主管税务机关对于社保征收的相关规定，提前了解各地操作层面的具体政策要求及流程安排，并建立有
效的衔接准备，避免影响员工社保缴存记录的连续性。例如，是否相关缴存信息完整平移至税务系统；是否需要
向税务机关提交额外的材料；是否需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信息收集等；
鉴于各地对于外籍与港澳台员工社保参保义务的执行口径尚未统一，企业应当持续了解各地操作层面的具体执行
规定，及时应对执行口径变化对企业申报合规性的影响。例如，根据我们与部分北京社保中心的沟通，对于在华
工作的港澳台人员的社保参保义务已由自愿参保变为强制参保。

审核企业申报的合规性
•
•

结合各地社会保险费缴纳要求，梳理企业员工薪资福利信息，预先了解和掌握企业内部对于社会保险费缴存的合
规情况。例如，缴存人数、缴存基数、比例及缴纳地点是否符合规定；
如发现存在不合规的情况，建议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及时做出整改方案，以便规范和完善日后的社会保险费缴纳工
作，从而降低不合规事项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完善企业内部政策安排
•
•

基于企业针对内部现行申报合规性的审视结果，预先做好成本测算，以便提前了解由于企业自身情况而带来的潜
在财务影响；
针对合规性申报的要求，审视对于员工个人的影响，并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做出可能性的调整，从而依法保障员工
的个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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