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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去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其中措施包括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

金”。“十三五”规划也提出，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今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和住

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市场主体减负、增加职工现金收入。近期，根据中央有关精神，一些地方开始调整社会保险费率，为企业降低成

本。近日，本报派出多路记者，前往上海、山西、河南、云南、山东等地调查了解政策执行情况，看企业成本是否真正降低。

今年 1 月 1 日起，在确保参保人员各项社会保险待
遇水平、社保基金正常运行的前提下，上海进一步降低部
分职工社会保险的费率水平。这是继 2013 年 10 月以
来，上海第二次下调职工社会保险费率。此次调整共涉
及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 3 个险种，总体费率下降 2.5 个
百分点。今年以来按原费率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上海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实施清算退还。预计下调后，
2016年全年可减轻企业负担约 135亿元。

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表示，上海降低职工社会保险
费率将按照“1+1+0.5”的模式操作：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下调 1 个百分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单位缴费比例下调 1 个百分点；失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下调 0.5 个百分点。费率下降 2.5 个百分点后，上海 5 项
职工社会保险费率总水平为 43%，其中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 28%，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2%，失业保险 1.5%，工伤保
险 0.5%，生育保险 1%。

富大集团是上海一家民营生产制造企业。公司董事
长袁立表示，受劳动成本不断增加、企业订单不足等因素
影响，2010 年起，企业从每年有 5000 万元的净利润逐年
递减到如今几乎不盈利的状态。“按照原社保费率计算，
公司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支出占公司整体利润的

45％。面对压力，公司只能缩小生产规模，逐步裁员。”
现在费率下降，袁立松了一口气，“下调以后将为企业每
年节约 100多万元，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减负，对我们民营
企业来说犹如一场及时雨”。袁立说，“我们可以把更多
的资金投入到人才培养、产业创新与转型上，对企业整体
竞争力以及员工薪酬待遇的提升都有帮助”。

上海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职工社会保险费率
水平的下调，从微观上来看，有利于直接降低企业成本，
增强企业信心，激发主体活力；从宏观上来看，将有助于
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宽松的市场经营投资环境，
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降费率”对参保人员的社会保险待遇是否会产生影
响？上海市人社局明确表示，本次社会保险费率调整后，
参保人员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待遇
均不受影响；与此同时，参保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待遇还
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

进一步降低职工社会保险费率，是否会对社会保险
基金的运行产生影响？对此，上海市人社局表示，目前
上海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较好，有一定的积累且年
度有结余。“降费率”是以社会保险基金正常运行为前
提的，同时，上海市人社局负责人认为，进一步降低职

工社会保险费率非但不会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正常运行
产生影响，从长期来看，还将是一项有利于社会保险制
度可持续发展的举措，“企业经营稳定了、效益好了，企
业和职工的收入就会不断增长，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
也将随之水涨船高”。

社会保险涉及 5 大板块，为何只选择职工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 3 个险种降低费率？目前上海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的费率分别为 29%、13%、2%、0.5%和 1%，其中企业的
单位缴费费率分别为 21%、11%、1.5%、0.5%和 1%。上
海市人社局表示，由于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费率水平
本身就比较低，进一步下降的空间有限；而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的费率水平相对较高，可操作的余地也
就更大一些。而且这 3 个险种目前的基金收支情况较
好，费率下调已具备了一定的空间和条件。

此外，上海市人社局和上海市发改委也表示，为更好
地帮助企业减轻负担，从 4 月 1 日起，在最低工资、工资
指导线等方面，上海也将适当控制调整的幅度。下一步，
上海还将分步骤、分类别、分方式实施包括降低制度性交
易成本、降低税费负担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切实减轻企
业负担，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在河南，不少企业反映经营
成本高。河南省统计局数据显
示，河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
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 2012 年
以来一直维持在 85元左右，2015
年跃升至 87.52 元，同期企业平
均利润率不足 6%。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企业呼
声较高。根据目前的社保政策，
绝大部分企业“五险一金”缴纳比
例 都 在 工 资 总 额 的 40% 以 上 。

“用工成本和缴纳社保费用高，企
业对此向来‘有苦说不出’，”河南
南阳市某矿产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社保缴费费率偏高，加重了企
业用工成本。

统计显示，2015 年，郑州最
低工资标准为 1600元，而社保缴
费基数下限为 2464 元。一位拿
最 低 工 资 水 平 的 员 工 ，如 果 按
8％的比例缴纳公积金，按规定
个人要缴纳大约 380 元的“五险
一金”费用，企业还要为其再缴纳
约 900 元，总计达 1180 元，相当
于其工资的 70％多。

社会保险费率怎么降？今年
5 月 1 日起，河南省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低 1 个
百分点，由 20%降为 19%；失业
保险费率在 2015 年已降低 1 个
百分点的基础上，再降低 0.5 个
百分点，由 2%降为 1.5%，其中，
单 位 缴 费 比 例 降 低 0.3 个 百 分
点，由 1.5%降为 1.2%，个人缴费
比例降低 0.2 个百分点，由 0.5%
降为 0.3%。降低费率的期限暂
按两年执行。“个人待遇与个人缴
费基数和年限紧密联系，降低单
位缴费比例，意味着企业交的钱少了。据初步测算，这次
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可为企业减负超过 60 亿元。”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贾宏伟说。

“企业缴费比例由 20%调整到 19%，在缴费基数不
变的情况下，用工成本的确会有所降低。以平均工资来
说，每个人缴纳的费用有大约 24 元的差别，那么公司员
工越多，此项政策的影响也就越明显。”河南映天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这项政策
带来的其他影响将会逐渐显现出来。

“企业用工成本包含的方面较多，除员工工资和养老
保险外，企业还需根据用工规模缴纳残疾人保障金、工会
费等。”这位企业负责人的话引起了其他几家企业的共
鸣。接受记者采访的绝大多数企业负责人都认为，用工
成本在企业成本占比中不断上升。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虽然降低养老保险缴费比例
对于企业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种“减法”主要是
为企业降低成本，给企业松绑、为企业减负，激发微观经
济活力带来了一定影响。但是对于一些企业来说，这种
降成本带来的经济效益似乎并不明显。

“按照19%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粗略估计，每年能为
公司减少20万元至30万元不等的经费，这对于我们来说
不够‘解渴’，”河南当地一家上市公司负责人表示，“就数
字而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约有 800名员工的企业来说，
降低1%的养老保险缴费标准对公司现有情况的影响并不
明显，期待在长远利益上给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日前，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山西省财政厅下发《关于实
施社会保险“降、补、缓”政策帮扶企
业渡难关的通知》，决定从今年 5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两年内，在
全省范围内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缴费比例。
即凡参加本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的用人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 20%降低至
19% ；失 业 保 险 单 位 缴 费 比 例 由
1.5%降至 1%。同时，还将继续在
困难企业中实施社保“五缓”“三补
贴”的优惠政策。

山西省社会保险局综合业务处
处长姚振义介绍：“五缓”，即经认定
的困难企业，可申请缓缴 2016 年 5
项社会保险费。2014 年、2015 年
已享受缓缴政策，期满后已足额补
缴的困难企业可再次申请享受缓缴
政策。“三补贴”，即使用失业保险基
金给予困难企业社会保险补贴、岗
位补贴和在岗职工培训补贴。“实施
这项优惠政策，是为减轻企业负担，
增强企业活力，帮助企业提质增效，
促进企业稳定运行。”姚振义说。

近几年，山西的煤炭、钢铁等产
业价格持续大幅下跌、企业亏损严
重、职工收入下降，成为影响全行业
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的突出问题。数据显示，
仅 2015 年 1 至 9 月，全省煤炭企业
盈亏相抵净亏损 70.37 亿元，欠发
职工工资 35 亿元，欠缴社会保险
109 亿元。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无疑
是帮扶企业减轻负担、渡过难关的
一剂良药，是雪中送炭。那么，这项
政策对企业的减负情况如何呢？记

者走访了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和太原钢铁（集团）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社会保险局综合主管辛鹏介绍：经

测算，在同比情况下，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低 1%
后，企业每年可少缴 13536 万元；失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
低 0.5%后，每年可少缴 5435万元。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炼焦煤生产
企业，有107座生产煤矿，22万职工，年生产煤炭能力1.8亿
吨。受近年来煤炭行业整体持续下行影响，当前在社保方面
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企业经营形势严峻，流动资金极度紧张，
在确保安全生产运行的情况下，导致工资发放滞后、社保费
用拖欠。然而，即使面对层层困难，在当前去产能政策下，整
个企业采取转岗分流的办法，职工仍在企业内部流动，没有
也不会出现失业现象。公司同时建议：应放宽缴纳条件，职
工 45 岁以上即可以不缴纳失业保险，“社保减负政策，虽然
减少的资金额度不大，但温暖人心。我们期待进一步降低社
会保险费率，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保稳定、促发展”。

走进太原钢铁（集团）公司，厂区绿树成荫、清洁优美，
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炉火通红，工人们在紧张有序地操作。

记者了解到，2015 年我国钢铁行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
困难，突出表现为“四降一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
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经济风险发
生概率上升。受产能严重过剩影响,钢材价格跌回到 20 多
年前，行业效益急剧下滑，全行业亏损。太钢受此影响在
2015 年也出现了较大亏损。随着钢铁行业困难的不断加
剧，多重不利因素叠加，极大增加了太钢渡过难关的艰险。

“社保费率下调，今年太钢可少支出费用 2000多万元，
企业负担将进一步减轻。”太钢董事长、党委书记李晓波向记
者表示，这是国家努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切实降低钢铁企业
负担的有力“实招”，有利于企业轻装上阵，提高生产效率。

2016 年 6 月 1 日，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省
财政厅下发《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阶
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自 2016年 5月 1日起施行。

据云南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工作人员介绍，《通知》明
确提出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是在确保参保人员各项
社会保险待遇标准不降低和待遇按时足额发放的前提下
开展。具体来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调整标准是，总
费率降至 27%，其中单位缴费比例从 20%下调为 19%，个
人缴费比例 8%不变。失业保险的调整标准是，失业保险
总费率在 2015 年已降低 1 个百分点的基础上，缴费费率
由 2%下调为 1.5%。其中，用人单位费率由 1.4%下调为
1%，个人费率由 0.6%下调为 0.5%。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 2015 年关于降低工伤保险平均
费率 0.25 个百分点和生育保险费率 0.5 个百分点的决定
和有关政策规定。

据记者了解，各项社会保险费率降低后，按照云南省
2016 年下达的征缴数据来测算，每年可为企业减少 9.76
亿元的养老保险缴费，减少 2.56 亿元的工伤保险缴费，
减少 2.05 亿元的生育保险缴费，减少 5 亿元的失业保险
缴费。4 个险种共计减少企业缴费 19.37 亿元，将有效降
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活力。

昆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人事科孙科长告诉记者，公
司 2016 年 6 月在省社保局参保的职工，单位缴费基数约
为 1.42 亿元，单位按 20%缴费约为 2857 万元，按 19%缴
费约为 2715 万元，降 1%后每月减少缴费约 142 万元。
在昆钢当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降低社保费率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孙科长介绍，历年来昆钢的失业保险缴费过多，因为
昆钢下岗分流的职工都是通过退养、培训和分流等措施自
己在消化，企业没有把人员推向社会。能享受到失业保险
的人员很少，但这块的保险费企业每年还要交 4000多万
元。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各级政府在保险上给予了不少
支持。去年，以稳岗补贴的名义，政府将失业保险缴费
50%返还给了企业，今年返还比例有可能会达到 70%。

云南锡业集团公司人事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养老
保险降费对云锡公司降低运行成本同样有帮助。公司现
有参保职工 3 万多人，每月降低保费 95 万元左右，失业
保险单位部分也有降低，“现在国家降低保险费率已经很
好了，企业职工最关心的还是提高退休待遇的问题。目
前与事业单位的差别还是太大，尤其是缴费基数低、缴费
年限短的人员。对于缴费不满 20 年不保底那部分人员，
收入就非常低，我们公司有的员工每月只有几百元。去
年公司达不到全省平均养老金 60%的就有 10多人”。

记者从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目
前山东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单位费率已统一降至
18%，在全国属于较低水平。此前，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山东先后下调过职工养老保险单位费率。

记者日前在山东淄博市张店淄博科技工业园淄博
恒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流
水线上紧张地操作着，医疗用一次性 PVC 塑胶手套源
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规模不大，但装备水平高，
科技实力强。公司年产 PVC 手套 24 亿只，广泛应用
于医疗卫生、食品加工、隔离防护等高端领域。公司具
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日本以及欧
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近年来国际经济不景气，
企业生产经营仍然保持稳定，但遇到的挑战日趋严峻。

听说记者来企业调研社保费率问题，公司办公室
劳资业务负责人钟华英告诉记者，公司共有 300 多名
职工。2011 年 7 月，淄博市养老保险缴费率由 20％调
整为 19％，这次又下调为 18％，从今年 6 月开始执
行。本次下调每月将为企业减少 9000 多元支出，每
年降低成本 10 万余元。钱不算多，但却体现了国家对
企业的理解和支持。现在，降低电价、减少收费、压缩
各种审批等，一项项扶持政策累计叠加，帮助企业降低
了成本，增强了信心，提高了竞争力。“我们企业希望这
样的毛毛雨不断地下、多多地下，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
轻装上阵，赢得竞争主动权。”钟华英表示。

位于山东德州市的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是全
球领先的压滤机专业制造商、销售商和服务商，到目前
已经连续 11 年压滤机产销量世界第一。企业研制的

“太阳能污泥一体干燥系统”，能将污泥含水率干化至
20%，以最为节能、环保、低碳的方式实现污泥的资源
化利用。企业万元 GDP 能耗保持全球同行业最低，成
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

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段慧玲告诉记者，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费率下调，每年可为企业降低成本近 200 万
元，“这让企业在奋力拼搏中感到温暖”。

“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为企业减负，既是激励，更
是鞭策。”公司董事长姜桂廷表示，景津公司要借政策
的东风，以“节能环保、美丽中国”为使命，纳污水为清
泉、化污泥为资源，努力成为世界环保领域最具影响力
的综合服务商，为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多作贡献。

目前我国制造业总体上还处在人力资源密集阶
段，社保费率下调，无论是对用人较多的大企业，还是
对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都是一场及时雨。据福田汽
车山东多功能汽车厂人力资源部主管薛晴介绍，该企
业仅在潍坊高新区厂区就有 4000 名职工。下调企业
社保费率，这不仅是缴费高低的问题，而是体现了当经
济发展遇到严峻挑战的时候，各级政府设身处地帮助
企业战胜困难的务实态度。“政府和企业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就能更好地优化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
展。”薛晴说。

记者在上述几家企业看到的情况不是个例。山东
省对企业社保费率进行下调，是普降甘霖，所有的企业
都受益。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后，山东省参保人员的各项社
会保险待遇都确保不降低和待遇按时足额支付。“这个

‘确保’，山东是有底气、有支撑的。”省人社厅负责人介
绍说，为增强社保基金实力，2015 年山东省先出台了

《省属企业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方案》，划
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截至去年底，已分两次将
180.65亿元国有资本金划转至省社保基金理事会。

“总的来看，未来养老金收入水平不会因为目前的
降费政策而受损。”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
社会保障系主任路军表示，这次下调企业社保费率是
经过严密测算和认真研究的，应该能够控制在社会保
险基金的可承受范围内。不管是从近期还是长远看，
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进一步降低费率后，社
保基金的安全仍然是有保障的。

山东省人社厅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去年 6 月底，
山东社保基金累计节余 3550 亿元，位列全国第四。其
中企业养老保险节余 1933亿元，在全国列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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