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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企业年金制度的自愿性原则安排为研究视角，对企业年金的运作表现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
企业年金制度并没有起到独立撑起养老保险“第二支柱”的效果。影响企业年金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条
件和支持环境，主要表现在建立企业年金的条件较为严苛，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过高，企业年金税收优惠
力度不足等方面，尝试在自愿性原则下构建企业年金制度的激励政策，通过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完
善税收优惠政策和强化企业年金的引导宣传等途径寻求企业年金制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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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都是在
不断的争议中进行的，其中最饱受诟病的是养老

一、政策安排： 自愿性的企业年金制度

保险双轨制设计。2015 年 1 月 14 日，国务院发
布《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

老保障模式也在整个社会经济变化中摸索着前
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企业年金的出现先于社

革的决定》（ 〔2015〕2 号 ） ，开启了我国养老保险
制度并轨的旅程。2015 年 4 月 6 日《机关事业

会保险，在国外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经济滞涨 ”的困扰和

单位职业年金办法 》正式亮相，引起公众重新审
视我国的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 强制建立的政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各国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开
始受到冲击。 福利多元主义、福利三 角 理 论 兴

策设计使职业年金一出台就备受瞩目 ，而采取自
愿方式建立的企业年金制度于 2004 年就已经试

起，本质都是减轻国家的重负，将部分责任转移
给市场和个人，为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奠

水，可是在经过长达 11 年的发展后依然曲高和
寡。本文尝试从企业年金制度的自愿性视角入

定基础

手，通过实证分析企业年金制度的现实运作，理
清影响企业年金制度良性运行的主要因素 ，探讨

随着农业文明的终结和工业文明的到来 ，养

［1］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积极寻求

改革的途径，其中世界银行扮演着这场改革的引
领者角色，提出的“三支柱 ”① 养老保障模式得到

企业年金制度如何突破自愿性困局 ，对支撑我国

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追捧和推广。 随着各国对社
会保险改革的深入，企业年金作为其中的第二支

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发展的制度结构和支持条件
进行详尽的分析。

柱被嵌入进了养老保障框架，在实践中开始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在世界上实施养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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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制度的 167 个国家中，有 1 /3 以上国家的企业
年金制度覆盖了约 1 /3 的劳动人口，丹麦、法国、
瑞士的 企 业 年 金 覆 盖 面 几 乎 达 到 了 100% ，英
［2］
国、美国、加拿大等国也在 50% 左右 。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
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 伴随着经济体制

业年金制度横向相比，还是与我国“第一支柱 ”
的基本养老保险纵向相比，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
运行状况可谓十分惨淡。
（ 一） 企业年金发展结构不均衡
从行业分布看，我国企业年金发展主要集中
在经济效益较好的电力、石化、金融、石油、电信、

转型的艰难起航，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障制度也进
行了重构。1995 年国家率先对企业职工进行养

民航等垄断行业。从区域分布看，经济发达的沿

老保险制度改革，实行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为内
核的“统账结合 ”模式。① 为了减轻养老保险制

看，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以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为

度改革阻力，缩小企业职工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的养老保险待遇差距，企业年金作为一种完善养

上也赶不上前者的步伐。例如，在建立企业年金

海地区快于经济落后的内陆地区。 从企业本身
主，而其他类型企业基本没有建立，在发展速度
计划的 11 种行业中，国有企业 3891 家，占行业

老保障制度的工具，很快就被我国政府所接纳和
吸收应用。自 90 年代起，国家相继出台关于企

企业总数的 93%

业年金制度的政策法规，企业年金被嵌入我国多
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之中。 我国的企业年金制

是很多大型央企和国企经济效益比较好 ，积极响

度作为第二支柱是以实现效率为目标的养老保
险制度安排，是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之外，企业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根据自身经
济实力和经济状况建立的，为本企业职工提供一
［3］

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制度 。 在《企业年金
试行办法》中，把企业年金定性为企业及其职工
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 ，自愿建立的
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从企业年金的内涵分析，我
们不难发现，建立企业年金的制度立足点是效率
目标，因为要根据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状
况决定是否建立该制度，在路径选择上采取自愿
性原则，建立企业年金是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之外，简言之就是企业年金制度并
不要求企业强制建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选
择。但如此制度设计的结果却是既没有提高效
率，更没有实现缩小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差距的美

［4］

。 在企业年金制度建立过程

中，国有企业是名副其实的“顶梁柱 ”。 其原因
应国家企业年金的政策号召，有能力为职工缴纳
企业年金； 在经济发达地区，缴纳企业年金会有
一个免税比例，收入比较高的职工，上缴的个人
所得税会比较多，缴纳企业年金就可以合理避
［5］

税，职工缴纳的积极性比较高

。 相反，绝大多

数中小企业自身发展步履维艰，并没有足够的动
力和实力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而企业职工收入
较低，无需通过缴纳企业年金来避税，对建立企
业年金也没有强烈的热情。
（ 二） 企业年金基金规模较小
从绝对数来看，2007 年我国企业年金基金
规模仅为 1519 亿元，到 2011 年已经超过 3500
亿元，截止到 2013 年，企业年金基金达到 6035
亿元，是 2007 年的将近 4 倍，年均增长率为 25．
8% 。但若与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相比，差
距就一目了然，2007 年企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

好期望，在某种程度上说，企业年金只是一种“摆
设”。

险的基金差距为 5872 亿元，到 2013 年两者的差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建立企业年金制度

在国际上，通常将养老金基金规模占本国国

的初衷是想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实践，构建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格局。 可

内生产 总 值 （ GDP） 的 比 重 进 行 衡 量。 在 2007

是结果呢？
二、实证分析： 企业年金制度的运作表现

GDP 的比重约为 75% 。90 年代末本世纪初建立

总体上看，我国企业年金制度从 2004 年正
式试行至今，无论是与国际上“第二支柱 ”的企

2007 年养老金资产也达到了 GDP 的 11% —
兰，

距已经为 22234 亿元，基金规模相差 3． 79 倍。

年，OECD 组 织 成 员 国 私 营 养 老 金 总 规 模 占 总
强制性私营养老金计划的匈牙利、墨西哥和波
12% ［6］。而同时期的我国企业年金占 GDP 的比

①对于机关、事业单位则未被列入改革范围，养老待遇依旧由国家财政完全拨付，养老保险待遇双轨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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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仅为 0． 62% ，直到 2013 年也还没有突破 1% 。
从企业年金基金规模指标来看，无论是国际还是
表1

国内，我国企业年金基金规模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

我国企业年金基金与国民生产总值、基金养老保险基金比较 ①

单位： 亿元

年份

企业年金基金

国内生产总值
（ GDP）

企业年金基金
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企业年金基金占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比重

2007

1519

246619

0． 62%

7391

20． 6%

2008

1911

300670

0． 64%

9931

19． 2%

2009

2533

335353

0． 76%

12526

20． 2%

2010

2809

397983

0． 71%

15365

18． 2%

2011

3579

471564

0． 76%

19497

18． 3%

2012

4821

568845

0． 85%

23941

20． 1%

2013

6035

636463

0． 95%

28269

21． 3%

（ 三） 企业年金覆盖面偏窄

职工根本不知道企业年金到底是什么也就不足
为奇了。

从企业年金的覆盖率指标来看，2007 年我
2011 年人员
国企业年金的参保职工仅为 929 万，

从企业来看，2007 年我国建立企业年金的
2011 年企业增加到 4． 49 万户，
企业是 3． 2 万户，

增加到 1577 万人，到 2013 年企业年金参保人数
突破 2000 万，达到 2056 万人。 参加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是企业年金建立的条件之一 ，2007 年企

到 2013 年参加企业年金的企业为 6． 61 万 户。
2013 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备案的企业总数

业年金参保人数占当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的比重仅为 5． 1% ，到 2013 年这一指标仅提高到

则为 1527． 84 万户②，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占全
国企业总数的比重仅为 0． 4% 。 由此可以看出，

6． 8% 。如果将企业年金参保人员与我国就业总

在自愿性原则下，大多数企业并没有积极建立企
业年金。

人数进行比较的话，2013 年这一比例为 2． 7% ，
我国企业年金职工参与率更低。 因此，对于很多
表2

企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参加人数比较 ③

单位： 万人； 万户

年份

参加企业总数

企业年金人数

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企业年金人数 / 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2007

3． 2

929

18235

5． 1%

2008

3． 3

1038

19951

5． 2%

2009

3． 35

1179

21567

5． 5%

2010

3． 71

1335

23634

5． 6%

2011

4． 49

1577

26284

5． 9%

2012

5． 47

1847

28272

6． 5%

2013

6． 61

2056

30049

6． 8%

（ 四） 企业年金替代率水平低
一般来说，养老金替代率指的是企业职工退

休时领取的养老金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间的比
率。该项指标可以衡量职工退休前后生活保障

① 数据来源： 根据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得出
② 数据来源： 2013 年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报告。
③ 数据来源： 根据历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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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差异。经验数据显示，一国养老保险体系
中“三支柱”的替代率比较合理的比例是 4∶ 3∶ 2，

企业，集体协商确实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 。 但

在 OECD 国家，企业年金的目标替代率一般可以
［7］
达到 20% —30% 。而我国的企业年金替代率

中小企业由于职工人数少，规模小、工会组织化

十分有限，不足以撑起养老保险“第二支柱 ”的
2010 年我国企业年金替代率不足 1% ［8］。
能力，

“不会谈”的问题，即使能够开展集体协商，往往

是在强资本弱劳动的背景下，超过 95% 以上的
程度较 低，工 会 领 导 和 职 工 存 在 着“不 敢 谈 ”、
［9］

也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自愿性原则导向下
的企业年金制度，企业本身没有强烈的热情建立
年金计划，在我国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市场供大于
求的背景下，企业职工也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

。

（ 二）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过高
当前，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水平
偏高，挤占了企业年金的发展空间。 这在客观上
制约了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积极性 ，最终导

益，企业年金基金的规模也十分有限，因此我国

致绝大多数企业不愿意建立该项制度。 按照目

企业年金替代率水平低到可以被忽略的境地也
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前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政策规定 ，企业职

从现实运作来看，企业年金制度并没有起到
独立撑起养老保险“第二支柱 ”的效果。 自愿性
原则下建立的企业年金也饱受制度形同虚设的
指责。
三、影响因素： 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困局
经过多年的实践运行，企业年金制度并没有
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根源在于企业年金自愿性原
则设计造成的制度弱吸引力。 国际经验表明，在
自愿性原则下，企业和职工对企业年金的强烈需
求才是真正推动这一制度发展的关键。 我国企
业年金选择使用自愿性原则，可是并没有在增加
制度吸引力方面多下功夫，这可以从企业年金的
制度条件和支持环境分析。
（ 一） 建立企业年金的条件严苛

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为 20% ，职工
个人缴费比例为 8% ，两者共计达到 28% 。 而在
2012 年，OECD 国家公共养老金平均缴费率仅为
20% ，其 中 缴 费 率 日 本 不 到 15% ，美 国 仅 为
12． 4% ，韩国和加拿大都不到 10% ［10］。 由此可
以看出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中企业的缴费负
担过重，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也曾经在公开场合表
示现在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水平确实偏高 ，
“五 险 一 金 ”已 占 到 企 业 工 资 总 额 的 40% —
50% ［11］，这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 企
业负担沉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企业建立年
金计划的能力有限，积极性不高。
（ 三）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力度较弱
税收优惠是促进企业年金发展的源动力 ，国

《企业年金试行办法 》明确说明企业年金建
立遵循自愿性原则，但同时要具备以下几方面条
件。第一，企业及其职工必须依法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并且按时足额进行缴费； 第二，企业及其职

际经验表明，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是帮助企
业年金制度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 而我国企业
年金税收优惠问题则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
颈之一。首先，各地区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呈

工要具有相应的经济负担能力； 第三，企业还要
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对是否建立企业年金进行民

现碎片化，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幅度参差不齐，

主协商决定。这样一来，能够同时满足这几个要
求的企业就寥寥无几了。 且不说企业基本养老

12． 5% 之间，优惠标准相差悬殊。 其次，在最新

保险缴费率相对较高，即使企业实力雄厚经济效
益较好，具备建立企业年金的条件，但若没有相

进行优惠。 对职工个人缴费工资总额的 4% 进

各省企 业 年 金 的 税 收 优 惠 执 行 比 例 在 4% —
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中 ①，仅给个人所得税
行免税； 而企业缴费税收优惠仍按照 2009 年的

关利好政策来吸引企业的话，作为理性的法人主
体，企业也不会主动去承担这项责任的，何况很

规定，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 5% 部分，允许

多中小企业本身发展不稳定，更没有动力来建立
企业年金。在工会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大中型

例依旧较低，这是大部分企业和职工不愿参加企

税前列支。无论是对职工还是企业，税收优惠比
业年金的关键障碍。 企业年金制度建立的决定

①《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3］103 号）

— 65 —

性力量在于企业，如果对企业缴费部分没有足够
税收优惠支持的话，企业不会有动力为员工建立

力度，促进企业年金制度的良性运行。 首先，应

企业年金。另外，关于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政策
法规，大都是以政府部门规章的形式出台，其法

例，明确企业年金的免税额度，可以考虑将企业

律约束力有限，很难对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产生
足够推动力，有必要提高企业年金的法律层次 。

业成本的税前列支，激励企业和职工建立企业年

要想使企业年金制度获得较好的发展 ，或者
通过外力施加一定的强制性，或者维持自愿性原

工可以提前支取企业年金基金进行“救急 ”，当

则，但必须想方设法增加制度吸引力，进行制度
的激励政策设计。

金计划的职工可以提前支取企业年金基金 ，依照

四、行动 选 择： 构 建 企 业 年 金 制 度 的 激 励

在规定期限内能够补齐提取的基金数额 ，可将之

政策
随着职业年金的强势崛起，我国建构企业年
金制度的努力正处在十字路口。 既然企业年金
制度要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架构中实现作为第
二支柱的功能，政府的介入就必不可少，在干预
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上，如果想要继续在自愿性原
则下寻求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就必须对企业年金

该进一步提高企业年金个人缴费的税收优惠比
缴费部分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更高比例进行企
金制度。其次，法律应该允许在特殊情况下，职
职工突然遭受经济困难需要帮助时 ，参加企业年
企业年金给付期的正常税率进行征税 ，如果职工
前征收的税款返还或是冲抵缴费。 最后，对于企
业或职工个人的一些违规操作现象 ，比如对企业
缴费的短期终止或个人缴费的提前套现等行为 ，
建议实施惩罚性的税收政策。 通过税收优惠政
策的完善，激发企业年金制度的广泛实践。
（ 三） 强化企业年金的引导宣传
由于对企业年金制度的宣传教育力度不够 ，

制度进行激励政策设计。
（ 一） 适当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水平

我国目前还普遍存在对企业年金制度的认识偏

社会基本养老 保 险 缴 费 比 例 较 高，负 担 较
重，势必会影响企业年金的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

只有 40% 左右，而真正有所了解的仅为其中的

讲，为了维持养老保险的既定替代率水平，基本
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在缴费比例上是此消彼涨
的关系，如果基本养老保险占用的份额过大，那
么能够留给企业年金的空间必然就会缩小。 因
此，为了激励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就必须设

见。据调查显示，企业经营者中知道企业年金的
30% ，有三分之一的企业领导认为企业没有这个
［12］

责任建立企业年金制度

。 在人民网组织的企

业年金参与调查中，有 26． 5% 的职工明确表示
不会参与。企业年金制度宣传的缺失，使得很多
员工将其视为企业额外收取的费用 ，并没有将其

法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但是单纯降低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又会影响当期的基金收支平

看作是自己的补充养老保险。 因此，企业年金要

衡。因此要对养老保险缴费结构进行优化设计 ，

工的宣传教育，让企业和职工认识到企业年金制

通过拓宽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渠道来降低社会
养老保险缴费水平。首先，要加快扩大社会基本

度的建立对他们的重要性，认可这种企业发展和

养老保险覆盖面来增加养老保险基金额度 ，采取

过上高品质的晚年生活，以此引导企业职工参加

自愿性的延迟退休政策减少养老保险的当期支
出。其次，通过适当放开投资运营方式提高社会

企业年金制度。

养老保险的收益率，实现资金保值增值。 最后，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 ，划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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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ing the Voluntary Dilemma of Enterprise
Annuity System ： Empirical Analysis and Ｒoute C hoice
Du YingYing，Chen Qi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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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voluntary principle of enterprise annuity system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this paper put forward
Empirical analysis about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 annuit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nterprise annuity system did
not play an independent prop up the effect of the second pillars of the pension insurance．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annuity ar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and support environment，Mainly existing the harsh establishment of enterprise annuity conditions，the high level of the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premium level and the shortage of enterprise annuity tax
incentives． Trying to construct the incentive policy of the enterprise annuity system under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by channels
of reducing the level of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payment，improve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and the strengthening guidance of
enterprise annuities publicity channels to seek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annuity system．
Key words： Enterprise annuity； Voluntary；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Tax incen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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