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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 有其深刻的经济、
社会 背景和极强 的现实意 义, 但当 前社会保 险参保工 作

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国务院规定相比, 还存 在很大差距和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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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需要不断地对社会保

党和政府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根本代表。在全社会

险制度深化改革, 而且需要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范围内统一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 保障劳动

逐步将各类经济组织及其从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险

者的基本生活, 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是党的性

系统, 让符合条件的劳动者都能享受到社会保障。

质所决定的, 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 不应当
存在由于用人单位性质和经营状况的差别, 形成

因此,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应当特别重视社会保险
覆盖问题。

参保与不参保问题。同时, 将社会保险制度的覆

一、为什么要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盖范围扩大到全社会, 通过完善的制度解决劳动
者遇到的种种风险和困难, 可以有效地保证他们

近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多次提出, 要抓紧实

的基本生活, 维护社会稳定, 编织促进改革与发展

现养老、
失业保险的全覆盖, 把各类经济组织及其

的安全网。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是法律赋予劳动

从业人员, 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及其从业人
员纳入社会保险, 有其深刻的经济、
社会背景和极

保障部门的义务, 也是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是社会
进步的标志, 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强的现实意义, 且时间要求非常紧迫。具体说来,

( 二) 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实现养老、失业保险全覆盖的重要意义有以下几

场经济体制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内在要求。党
的十五大提出, 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加

个方面:
( 一) 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是体现党的方针政

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推进企

策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行动。从社会保障制度

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的优胜

建立的过程看, 社会保障制度是西方国家工业化
时期无产阶级为改善自身生活、维护自身权益而

劣汰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经常现象, 单纯的国有、
集
体经济将会减弱, 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将逐步发

斗争的结果, 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意

展壮大起来。同时,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志在社会经济制度中的反映, 具有深刻的阶级特
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无产阶级当家做了主人,

各类企业都面临竞争与重组的压力, 经济结构、
企
业制度和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将进一步加剧。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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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 第一, 必须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 以解
决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变革中劳动者遇到的各

社会保险费入不敷出的窘况。

二、
当前社会保险参保工作存在的问题

种风险和困难, 使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企业改革在
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展开。第二, 实现社会保

1999 年 1 月, 国务院发布了 社会保险费征

险全覆盖, 将会把维护社会稳定的经济负担均衡

缴暂行条例 第 259 号令, 具体规定了养老、
失业

地分摊在各类企业中。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

保险制 度的覆盖范围。两项保险制 度的覆盖范
围, 均包括国有企业、
城镇集体企业、
外商投资企

业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重要内容。如果一部分
企业参加了社会保险, 而另一部分企业没有参加

业、
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同

社会保险, 社会形成不平等竞争, 劳动者的合法权

时, 根据两项险种的不同特点, 养老保险覆盖范围

益就得不到保障, 这是同市场经济规则和社会主
义制度不相符的。第三, 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是

还包括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 失

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主义

业保险 覆盖范围还包 括事业单位及 其职工。此
外,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

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国家社会

实际情况, 规定将城镇个体工商户纳入基本养老

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不能想象一个重
要的制度只在部分企业实行。同时, 这种做法也

保险的范围, 将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
民办非企

违反了社会保险的大数法则, 降低了社会保险抵

业单位及其职工、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
雇工纳入失业保险的范围。我省已经将这些经济

御风险的能力, 支离破碎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同社

组织和 从业人员纳入 应参保范围。从以上情况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
( 三) 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 是完善劳动力市

看, 两项保险的覆盖范围有所不同: 失业保险包括

场的重要保证。众所周知, 保持一定数量劳动力

除国家机关以外的各类城镇用人单位及其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包括城镇各类企业和部分

合理流动是保持企业活力, 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
要因素。在国外, 每个劳动者一生中可以多次选

事业单位及其职工, 这是由不同险种的性质所决

择职业, 劳动者在转换职业过程中遇到的风险和

失业保险制度基本覆盖了国有、集体企业及其职

困难都可以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化解。按照国家的

工, 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
国务院规定相比, 还存在很大差距和很多问题。

要求, 今后企业裁员将直接进入市场, 在通过失业
保险制度保证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 通过劳

定的。经过劳动保障部门多年的努力, 我省养老、

( 一) 尽管社会保险扩面工作力度不断加大,

动力市场转换职业。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 建立

但是近年来社会保险覆盖人数总量徘徊不前。出

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 成为建立劳动力市场的重
要基础和前提, 没有这样一个社会保险制度, 企业

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国有、
集体经济吸纳劳动力

该出的人出不来, 劳动者想进的企业也很难进去,

能力萎缩, 在社会就业中的作用已不如从前, 特别
是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很难留住劳动力, 造成

劳动者在转换职业过 程中的风险和 困难无法解

国有、
集体经济劳动力总量减少。

决, 造成劳动者只能困守在一个单位或者只能在
国有企业之间流动, 无法实现企业自主用人, 劳动

制改革的深化, 一些国有企业通过改制、
租赁、
拍

者自主择业, 也就很难最终形成市场就业机制。

随着经济体

卖、
重组等形式形成新的企业, 甚至所有制性质发
生了变化, 一些地方没有继续为这些职工接续社

( 四) 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 可以增加当期社
会保险基金收入。由于我省当前养老保险基金替

会保险关系, 造成参保人员流失; 有的地方非公有

代率高, 离退休人员偏多, 当期收入不敷使用, 失

数下降。

业保险基金收支状况也不乐观。如果将社会保险

分困难企业、
转制企业搞提前退休, 造成近年来退
休人数增加过快, 既加重了社会保险基金的压力,

扩大到国有、
集体企业之外的城镇私营企业、外资
企业等, 利用这些用人单位用人机制灵活、
劳动者

制经济没有开展社会保险, 造成社会保险参保人
由于企业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原因和部

也使参保人数下降。

一些企业为了少缴纳社会

年龄结构普遍偏小、当前的社会保险支出较少等

保险费, 瞒报、少报职工人数; 一些地方通过这种

特点, 可以增加部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缓解当前

办法, 减少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上解调剂金, 形成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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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社会保险, 目前出现的退休人员和失业人员很

( 二) 社会保险扩面工作结构性矛盾突出。通

难解决。如果让这些企业加入社会保险, 补缴社

过近 20 年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我省的国有、
集
体企业基本实现了养老、失业保险全覆盖, 即使由

会保险费用, 企业又很难承受。随着我国劳动保

于种种原因参保人数徘徊不前, 但国有、
集体企业

障制度改革的深化, 出现大量新的灵活的就业形
式, 如阶段性就业、
弹性就业、钟点工等, 这些人员

参保率仍然维持较高水平, 覆盖任务较大的是外

参保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 开展起来困难很大。

资、
私营及其他企 业。据河北省 有关部门 统计:
2001 年底河北省应纳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企

三、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的措施

业职工 424. 9 万人, 实际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

( 一) 完善社会保险登记制度, 提高参保工作

工 414 万人, 覆盖率为 97. 4% 。养老保险覆盖率
较低的是非公有制企业, 1999 年有关统计资料显

法制化、
规范化程度。实行税务登记和社会保险

示, 非公有制企业( 包括私营企业) 职工 101. 9 万

登记同步进行, 明确税务机关配合进行社会保险
登记的有关职责。建立用人单位参保信息库, 将

人,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 27. 6 万人, 覆盖率

用人单位各类用人一律纳入社会保险登记, 严肃

为 27% ; 个体从业人员 108 万人, 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的职工 0. 87 万人, 覆盖率为 0. 8% 。据此推

社会保险登记的法律责任。借助执业资格管理部

算, 我省还有近 200 万城镇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和

门和工商部门的力量, 对自由职业者进行社会保
险登记, 并同个人信用挂钩, 强制参加社会保险。

个体劳动者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覆

严格依法行政, 实现规范运作, 使社会保险登记、

盖率比养老保险还要低, 到 2001 年底, 全省参加
失业 保险 的 人数 为 512. 9 万 人, 覆 盖 率为 91.

申报、
缴费等工作环环相扣, 对不参保单位采取劳

7%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试行

动保障监察、
法院强制执行等多种手段, 突出参保
工作的强制性和法制性。
( 二) 规范企业用 人, 巩固完 善劳动合 同制。

计划经济体制, 国家对国有、集体企业直接管理,
政府工作的重点局限在国有、集体企业, 在所有制

这是做好扩面工作的基础。将规范用人行为、
全

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之后, 有关部门的工作方式和

面推行劳动合同制作为扩面工作的重要手段, 用

工作重点没有转移到这方面来。

人单位使用劳动力必须签订劳动合同, 外资、
私营
企业要大力推行集体合同制度, 明确用人单位的

一些地方政府

对外资企业、
私营企业参保工作有错误思想, 认为
让外资企业、
私营企业参加社会保险会影响当地

参保义务, 为全面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奠定基础。

的投资环境, 把外资企业吓跑, 私营经济萎缩, 有

( 三) 建立用人单位依法参保的制约机制。首

些地方甚至将不参加社会保险当作招商引资的优
惠条件之一, 制约了这些企业的参保工作。 在

先, 设立政府部门、
用人单位、工会组织和个体、
私

企业产权变动过程中, 没有相应的措施保证参保

营劳动者代表参加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 监督
用人单位参保情况。其次, 加强对社会保险登记

人员的社会保障手续接续, 使得这些职工流失, 同

的监督检查,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的劳动保障监察

时对于目前新出现的社会流动人员通过劳动力市
场、
人才中心寄存档案缺少配套的政策, 造成这些

机构应定期对社会保险登记情况进行监察。各级

人员不能参加社会保险。

外资企业、私营企业

统计部门也应承担对社会保险登记进行监督的职
责。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内部业务机构之间也要相

从业人员数字不实, 造成参保率低。一些地方希
望通过多报人数体现发展私营经济和对外开放的

互制约, 防止出现随意改动参保人数情况。第三,

工作业绩, 数字不实, 有的地方统计数字与真实情

个人对账单制度, 定期向职工发放个人账户资金

况相差很大。

对账单, 让职工明白自己是否参保和缴费情况, 主
动监督企业参保。第五, 劳动保障部门要会同统

目前外资、私营经济参保工作缺

乏有效手段, 有关部门不能形成合力, 非公有制经
济参保工作力度不够。
( 三) 社会保险全覆盖工作还存在很多难点。
突出的是一些集体企业长期经营困难, 从未参加

将用人单位参保情况列入审计范围。第四, 完善

计部门, 按照社会保险法律、
法规规定的参保范围
对参保数字进行分析研究, 统计部门掌握的应参
保人数同职能部门掌握的应参保人数有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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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出原因, 及时解决, 逐步过渡到参保和应参保

变动情况, 制定劳动力社会保险关系接续方案, 由

人数以法定统计数字为准。第六, 充分发挥舆论

劳动保障部门和改制 企业的双方负 责人签字生

监督的作用。
( 四) 结合就业形势的新特点, 研究适应不同

效, 符合缴纳社会保险义务的劳动者, 必须办理相
应的社会保险接续手续, 以后才能完成企业改制

经济类型、
不同人员从业特点的参保形式。针对

程序。

新形势下就业结构和就业形式发生的变化, 如阶

( 六) 对长期不缴纳社会保险费, 现在又没有

段性就业、
科技参股、
弹性就业等, 加强研究, 采取
对策, 做到哪里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社会保险就

能力缴费的企业, 要在严格审核的基础上, 纳入当
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系统。审核的权限, 纳

延伸到哪里, 哪里有新的就业群体, 社会保险就服

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企业要省级社会保险管理

务到哪里, 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 五) 完善社会保险关系接续手续, 减少和杜

机构和财政部门进行审核, 实行市、县级统筹的,
由当地负责。

绝改制企业参保人员流失。改制企业要根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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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arging the coverage of social insuranc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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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realizat ion of complet e coverage of social insurance wit h favourite economic and social
background is of great realist ic significance. How ever, the present social insurance is still problem at ic and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t he market econom ic structure and t he requirement of t he Stat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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