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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探索
张晨寒
（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河南新乡，４５３００７）

摘

要

我国一些地方为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专门建立了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制度，

但实施困难、认同度低，而且还把城乡二元结构移植到城市，违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势。本文认
为与其重建一套制度，不如在改革城镇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分层、分类直接把农民工吸纳进入城镇
保障体系，不但可以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而且有利于城市化进程，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发
展。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险：城镇
农民工是指那些户口仍在农村。但已完全脱离

２．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有限，覆

或基本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在城镇

盖面窄．不符合大数原则。社会保险必须遵守“大数

各类所有制企业打工、经商以及从事其他服务业为

法则”，即参加保险的人数越多，覆盖面越大，互济功

生的一类人群。他们正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使

能就越大．抗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广覆盖”是

工人队伍结构发生着历史性变化。随着农民工规模

社会保险必须遵循的普遍性原则，扩大社会保险的

的不断扩大，农民工面临的失业、工作安全、看病等

覆盖范围．才能发挥其互助共济、分散风险、稳定社

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在迈向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回

会的功能。但是农民工社会保险仅以市为单位，人数

避的问题。

少，统筹范围小，而且没有积累，很容易出现资金缺
口，导致基金危机。因此，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很危险

一、建立独立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制度的
缺陷

的，应该引起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
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是由地方政府设立的内

３．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操作方法

容各异的一种主要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尽

不成熟，操作成本高。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就必须成

管建立这种保险的初衷是好的，但却存在很多问题。

立经办机构，配备一套机构的工作人员，来具体承办

１．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关系实际上不具备转

农民工社会保险事务。由于是一个新机构。人员对业

移性，不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农民工社会保

务的精通、熟悉需一段时间，操作中容易出现问题，

险制度设计必须适应农民工的高流动性，目前各地

又增加了操作成本。与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经办

分别设立的外来务工人员保险制度差异性很大，而

机构，把紧张的资金用到庞大的机构运营上，不如用

且全国仅个别城市有此制度，尽管制度规定可转移，

到真正需要保障的对象身上。
４．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待遇低于城镇社会保

但缺乏可转移的对接制度，根本无法满足农民工流
动时转移保险的需要。如果离开工作地，农民工所选

险．对今后社会保障的发展不利。由于外来务工人员

择的必然是退保。２００４年广东东莞有１０５万人参加

社会保险和城镇基本保险在缴费数量上的差别，必

基本养老保险，但仅２００５年一年就有４０万人次办

然在待遇享受上有差别。即使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在

理了退保手续．退保的基本都是外来务工者。

移入地享受到养老金或老年生活补贴．其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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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较低。另外，由于农民工社会保险与现行的城镇企

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吸

业职工基本保险制度无法实现对接．在很大程度上

纳进城务工的这一群体进入城镇社会保险系统，有

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势

利于缓解当前城镇社保基金的压力。因为进城务工

背道而驰，最终还会存在两种社会保障体制的衔接

人员与城镇国企职工相比，就年龄结构而言，呈现出

问题。

十分明显的年轻化特征。据统计，农民工中３５岁以

二、把农民工吸纳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合
理性

下年龄结构的人群占到农民工人口总数的８８％，５ｌ
岁以上的仅占２．２％。吸纳他们进入城镇社会保险必

从长远看，建立相对独立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

然影响现行制度的赡养率。

保险只是阶段性的办法．最终农民工的社会保险体系
必将与城镇社会保险实现统一。与其重新建立一套庞

假设Ｄ为制度赡养率，Ｒ为已退休人数，Ｅ为参

保人数．则：Ｄ＝眦×１００％

大的农民工社会保险体系，还不如在深化城镇社会保
险的基础上，直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

２００４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
１６

１．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基本保险是社会公平的需要

３４２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为４ １００万人，如果假

设Ｄ１为现行制度赡养率，则：
Ｄ１＝Ｒ／Ｅ＝４ １００／１ ６３４２×１００％＝２５％

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城镇社会化大生产中以同
样的方式工作、生活，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他们

假定农民工人数按１亿人数计算．吸纳６０％的

完全应该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进入现行

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会保险制度．设吸纳农民工后的

城镇社会保险制度也有利于企业之间、群体之间的

制度赡养率为Ｄ２，则：

公平。

Ｄ２＝４

２．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基本保险是工业化、城市
化发展的需要

１００／（１６

３４２＋１０

０００×６０％）＝ｌ ８％

由此可见．吸纳这一年龄结构的群体加入城镇
社会保障制度．将大大降低城镇社会保险制度中的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近代经济发展过程

赡养率，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

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每个国家在经济

另外．由于人的生理因素所决定，年轻人的医疗

发展中，都经历了人口、产业（或资本）不断从农村向

费用小于老年人。我国现行的医疗费用支出中８０％

城市集聚。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城市人口规模越来越

以上用于老年人．所以吸纳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会保

大，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笔者认为空间上、

障还有利医疗保险基金的平衡。
５．根据农民工的具体情况分层、分类纳入城镇

形式上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人口上的城市
化才是真正的城市化。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基本保险

基本社会保险制度

制度，才能实现他们真正的城市化。

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基本保险制度，需根据农民

３．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基本保险有利于消除二元

工的具体分类按步骤进行。农民工可以分为三大类：

结构．促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险

第一类是已城市化了的农民工．他们长期在城市里

制度

工作，有着相对稳定的职业、住所和收入来源，他们
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几乎都经历了一

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这部分人约占农民工总体的

个从工业延展到农业、从城市延展到农村，逐步完

１５％～２０％。他们职业身份已完全转变，很容易把他

善、逐项接轨的过程．城乡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不同

们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险制度。

步，时差的存在是正常现象。如果以农民工的社会保

第二类是占农民工大多数的流动打工者．他们

险制度为突破口，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先把进入

长年在外务工，但地点不定，这部分占到农民工的

城镇务工、脱离农业的人群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

６０％以上。他们向往城市生活，不愿意回农村。

必将有利于解决二元社会保障问题。

另外．还有一类是农闲时候进入城镇打工的季

４．吸纳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会保障网络有利于城
镇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

节工，他们本质上是农民，只是农闲时出来打点工，
增加一点现金收入，改善农村的生活。他们所需要的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

社会保障和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不一样。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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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警—稳黧纛藏黧蠹裁重叠置备蜇盔涵
转移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的需要

类农民工可以归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
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基本保险制度，不是要同时参

我国缺乏全国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各地

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五种保险，而是根据

区的保障标准也不尽相同，基本上是省级统一，县市

农民工的具体生存状况分层进入。应该在农民工中首

级统筹，养老和医疗等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被分割

先建立工伤、医疗保险。只要没病没灾，农民工总是会

在２ ０００多个统筹单位内运行，各统筹单位之间政

接受各种工作，即使工作条件很差，他们也不会选择

策不统一，互联互通较难。按照国家现行规定，职工

失业。另外，养老的问题与农民工当前紧迫的其他刚

跨地区流动时只转移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转移社

性支出相比可作稍微靠后的安排。所以，失业、养老保

会统筹资金．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难度较大，

险可放在工伤、疾病之后。最后是生育保险。

而农民工需要简便、畅通转移的社会保险。

三、把农民工吸纳进入城镇基本社会保险体系

另外，农民工参保后待遇享受问题在现行制度
中也难以解决。比如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按月

的制约因素
农民工群体构成与城镇职工存在较大的区别，

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为１５年，而农民工

具有工作不稳定、流动性较强、收入较低等特点。将

流动频繁，如果不能实现转移接续，多数农民工参保

农民工纳入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必然存在制

很难达到该年限标准。有的地方还规定退休前５年

约因素。

必须在该地连续参保．这实际上已把农民工的养老

１．现行城镇基本社会保险的缴费比例高，企业

问题排除在外。而且很多地方规定不参加养老保险，

和农民工难以接受，严重制约了企业和农民工参保

不参加医疗保险。尽管一些地方鼓励农民工参加城

的积极性

镇基本保险，但在这种制度面前．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只能是不参加。

城镇基本社会保险制度由于承担国有企业历史

３．制度的透明度低．只告知农民工应履行的义

遗留的负担，缴纳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三项保险费
中，企业缴费部分分别为工资总额的２０％、６％、２％，

务．却不能明确自己的权利和待遇

个人缴费部分分别为个人工资的８％、２％、１％，总计

近几十年信息业的高速发展，数码化革命给所有

企业缴费２８％，个人缴费１１％，共为３９％。３９％的缴

领域带来新的改变．但社会保险信息服务体系发展严

费比例对企业和农民工个人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

重滞后，大部分地区社会保险信息不健全，信息渠道

２００４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１６ ０２４元，按

不畅通。参保人和企业不能快速、准确对自己的缴费

照社会保险的规定，被保险人上年度月工资低于所

情况、待遇水平通过信息查询系统进行了解，造成信

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６０％的，按所在市平均工资

任危机，躲避缴费。

的６０％计，农民工由于收入低，一般只有６００元左

四、深化城镇基本保险制度改革。吸纳农民工

右．按下限１６ ０２４×６０％＝９ ６１４．４的１１％计算．农民

１．深化城镇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

工一年个人要缴ｌ ０５７．６元。１ ０００多元对于农民工

覆盖城镇职工、农民工、城镇灵活就业者的城镇基本

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此多数农民工因经济承

保险制度

受力低，只能选择眼前利益，难以参加社会保险。

在全国统一的城镇保险制度中农民工可以凭借

缴费基数高．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大，还会引发一

身份证在工作的城市建立个人永久性基本社会保险

系列问题。按照１６ ０２４元的年平均工资算，如果完

账户，可随时转移其保险关系，尽管工作地点不定，变

全按照现行制度把农民工吸纳进城镇社会保险制

化工作时可能出现短时的失业，但仍可以继续社会保

度。企业由此每年要为每个农民工支付保险费１６ ０２４×

险关系，不影响其对社会保险待遇的享受。

２８％＝４ ４８６．７２元．用工成本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一

２．调整现行城镇基本保险中不适当的规定，既

倍左右，其后果必然是企业对农民工吸纳的数量下

可以促进城镇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又可适应

降；逃避各种缴费责任；变相降低农民工工资；降低

农民工的情况

各种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基数。

现行城镇基本保险制度的设计存在很多计划经

２．保险关系转移较难．不适应农民工频繁流动、

济的烙印，农民工加入后会显露一些问题，但是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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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不加入问题仍然存在，只是暂时隐性化了。例

才会进入该制度。这不仅使农民工得到了保障，而且

如《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

还有利于现行制度的健康发展。

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满１年不足５年的，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１２个月；累计缴费时

４．提高社会保险管理服务水平，进一步推动政
务信息化建设，方便企业和参保人员

间满５年不足１０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

吸纳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会保险制度，还应重视社

为１８个月：累计缴费时间１０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

会保险机构经办能力的建设，加快社会保险信息服务

险金的期限最长为２４个月”，给付期过长，明显的具

网络建设步伐，建立高效运转的经办管理服务体系，

有铁饭碗的痕迹。农民工加入失业保险制度会加重

把社会保险的政策落到实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完

政府的责任，但是即便农民工不加入，目前失业保险

善管理制度，制定技术标准，规范业务流程，实现规范

基金也已出现亏缺。所以应修改的是失业保险制度

化、信息化和专业化管理，加强人员培训，提高政治和

本身，缩短给付期，增加等待期，严格审查制度，建立

业务素质，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每一个参

及时的退出机制。使该制度本身能实现资金平衡，而

保人可以凭借身份证在工作的城市建立个人永久性

不是限制农民工进入。

基本社会保险账户，并且可随时查询个人缴费和其

３．解决养老保险隐形债务，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

他账户信息，个人账户的信息实现全国联网，依据工

现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职工的绝大部分劳动

作转换证明，快捷地实现社会保障关系在地区间的

年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的。历史形成的养老

转接。

债务不做特殊处理，仅靠“缴费统筹”解决，不但企业
缴费居高不下，而且还必须挪用“个人账户”中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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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２００５—１０一３１

人账户也因资金被挪用形成“空帐”。另外，在政府不

能明确偿还养老负鼢隋况下，扩查覆芝酩在明；萎塞凳鬻盒黧鬻暑磊盖慧＝：器
～

显的债务转嫁，非公有制企业、灵活就业者、农民工

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ｆ１）

都很难接受。按照现行的统帐结合、部分积累的模式

５陈恳．五省市失业保险基金当期缺口调查［Ｎ】．世纪经济报

初步测算出的制度转轨中形成的隐含债务总量大约

道．２００４一０１—１６

在２万亿元左右，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必将发生养

６葛延风．养老保障制度改革［Ｊ１．经济研究参考，１９９８，（９）

老保险基金缺口，养老保险制度不可能良性运行。如

７苏盈，赵杰魁保改革尖峰时刻：做实个人账户７

果政府承担责任解决养老债务，同时出台减少养老
支出方面的改革措施，降低企业缴费率，在此基础之

［Ｎ］．第一财经日报，２００５一０４—２１

８香伶冲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研讨会综述［Ｊ】．经济学动态，
２０００，（１）

上，各类所有制企业、自由职业者、农民工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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