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缴费征收和法规遵守方面的成功因素

本期《社会政策亮点》认定了改善缴费征收和强制守规这一核心管理服务的若干成功因素。
显然，除了确保资格权利、津贴充足和财政健康以及社会保障计划的公益地位外，缴费征
收和法规遵守方面的成功还可以支持扩大社会保护覆盖的宏伟大志。在由国际社会保障协
会的会员机构提供的调查证据的基础上，本期《亮点》得出的结论认为，虽然实现缴费征
收和法规遵守的改善并不能避免更为宏观的国家政策环境的影响，但是，社会保障机构通
过改善管理却可以对实现这些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秘书长
汉斯—霍斯特·康克乐伍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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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津贴的筹资

从全球来看，关于社会保障津贴的筹资的支
配性机制是缴费。然而，除了缴费逃匿和津
贴诈骗的挑战以外，许多缴费性社会保障计
划的财政可持续性还面临一定数量风险的挑
战。风险的一个方面来自于表现为寿命延长、
出生率下降和地域流动性增加的人口变化趋
势。另一方面的风险来自于劳动力市场的结
构性变化和不断变化的就业模式，特别是一
种工作变得日益非正规化和脆弱化的趋势。

这些风险使得对于补充性筹资来源（来自自
治性基金、社会保障投资基金回报、国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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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亮点    

这一期

—	解释为什么缴费征收和法规遵
守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

—	讨论改善缴费征收和法规遵守
的成功因素与挑战

—	介绍在缴费征收和法规遵守方
面的最佳做法的国家事例

—	强调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的良好
治理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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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改善是至关重要的

由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开展的一项社会保障机构和缴费
征收机构的调查结果揭示了为什么改善缴费征收和加
强法规遵守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共同原因。

第一，由参保人和以他们的名义及时、足额支付缴费
对于这些个人首先取得关于最低津贴的法律权利是必
须的。

第二，计划的财政可持续性和法定现金津贴的足够性
依赖于缴费的足额和及时支付。

第三，卓有成效的缴费征收对于增强公众对社会保障
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支持以及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制度
的合法性是必需的。

政补贴等的收入）和对于社会保障计划设计改革的需
要变得越来越迫切。在某些情况下，正在恶化的老年
抚养比和相对不断增长的开支而言的日益走低的缴费
收入很可能会导致许多缴费性计划走向财政失衡。

第四，改善缴费征收和法规遵守将提供一种实际手段，
通过这一手段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会员机构可以在支
持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扩大社会保障覆盖战略方面做
出积极的贡献。可以预计的是，上述各方面管理的改
善必将推动覆盖的扩大，并对国际劳工组织的“扩大
社会保障以惠及所有人的全球运动”以及促进建设一
个全球“社会保护平台”的联合国机构共同倡议起到
补充作用。

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善缴费征收和法规遵守涉及到社会保护、法律、政
治和财政等多个重要层面。然而，如果把它作为一个
管理问题看待，这种改善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治理的重
要方面。

公众对于一个缴费性社会保障机构是否卓有成效、值
得信赖和具有合法性——因此具有可持续性——的感
受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把如何看待该机构治理缴费
征收和法规遵守过程的尺度。

成功因素

尽管改善征收和法规遵守是必需的，但实现这种改善
却常常是困难的。不过，人们可以确定一些可以增加
成功可能性的因素。

证据表明，在一项计划已经运行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地
方，征收努力是更为有效的。这是因为负责缴费征收
的机构有时间完善了征收和审计程序，而计划的管理
者也能够不断修正计划的政策以帮助实现高效征收。

劳动力的规模和多样性也是一个因素。当劳动力处于
地域上分散和欠正规的情况下，税赋和社会性缴费的
征收都变得更加困难。

重要事实和问题

—	极为普遍的是，强制性缴费为公立社会保险计划
筹资，但是缴费制度也可以为个人储蓄计划（例
如，国家公积金和强制性个人退休或失业储蓄账
户）筹资。

—	缴费逃匿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可能成为一个严重问
题：它对于提高缴费者的费率或对于降低津贴或
对于二者构成一种压力。

—	近几十年来，一批欧洲国家走向了兼征缴费和
税收的统一制度（例如，爱尔兰、瑞典和英国）。
利用统一制度的其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
大、新西兰、美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然而，在
所有国家中间，国家征收机构的职责和作用各
不相同。

—	可能出现了从一种集中化制度向相反方向发展即走
向分权化的唯一事例，这就是俄罗斯联邦。

—	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来说有一种明显的趋势，这就是
利用税收筹资供给在增加，而缴费筹资供给的作用
在相对下降。

—	改善缴费征收和法规遵守对于维护与社会保险计划
相联系的权利和价值以及对于遏制任何支持对社会
保护更多采用剩余法的趋势都是一种必然要求。

—	通过采取一系列目标化措施可使缴费法规在雇主和
工人中间得到更好的执行（使不守规的现象下降），
这些措施包括加强监察任务、对不缴费给予财政处
罚、对不遵守法规的雇主公开“点名和曝光”、以
及通过公共教育运动来提高关于对遵守法规重要意
义的认识。

成功因素

—	社会保险计划的成熟期；

—	覆盖程度和劳动力的规模与多样性；

—	自动化程度；

—	与外部机构的协调程度；

—	征收政策的做法的经常评估和调整；

—	一个国家社会保障文化的程度；

—	在雇主和工人中存在一种遵守（法规）的文化；

—	强制守规措施的有效性和对不守规行为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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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程度给成功带来重要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
通过使用因特网、电子数据匹配、电子工资报告、在
线管理信息、缴费电子支付、使用先进的演算来查找
支付模式的异常之处以及使用自动化客户关系管理计
划等等是可以实现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最新发展是
移动电话技术的使用。在一个案例中，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政府雇员公积金通过与南非沃达丰通讯公司

（Vodacom （M-Pesa) Tanazania）建立伙伴关系，能
够使缴费利用手机完成。

与外部单位包括税务当局和其他社会计划、社会伙伴
和机构的有效合作与协调对于成功的缴费征收也被认
为是很重要的。例如，在意大利，全国社会保险管理
局与商会共同协调努力以查知没有社会保障号码的工
人的存在，特别是在旅游、农业和食品服务行业中。

在缴费征收方面被认为是最成功的机构经常地监控、
评估和调整它们的程序及做法。因此，在缴费征收工
作程序中引入精心规划和及时的变革是一个进一步的
成功因素。在法国，社会保障机构中央管理局（ACOSS）
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个进一步的因素是被称为国家社会保障文化的力
量。在任何一个既定国家，公众关于管理部门效率
和津贴支付准时性的感受以及公众关于由社会保障
计划提供津贴的认识将会促进对社会保障的一种较
为正面的或负面的看法。可以预计，一种对社会保
障更加积极的看法将会支持改善缴费征收和法规遵
守的努力。为了促进这样一种文化，日本养老金服
务（局）每年举行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公共宣传活动，
以改善对养老金计划重要性的认识和广泛传播有关
养老金计划的信息。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机构的调查回复表明，并没有
什么唯一的最重要的成功因素。相反，在每个国家的
环境中，往往是一种诸多因素的组合似乎在对征收努
力发挥着最大的影响。

改善工作的障碍

尽管有这些被认定的成功因素，但仍然有一系列共
同的挑战在经常阻碍实现改善缴费征收和法规遵守
的进展。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被认定的挑战着重表明需要在基
础设施和人员配备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同时也表明
了对制度和法规改革的一种可能的要求。然而，要有
效应对这些挑战，不仅要求行政改革，而且要求政策
制定方面的投入。

没有唯一最好的途径

在缴费征收和法规遵守方面，一种反复呈现的证据是，
一种集中化的统一的制度对于征收社会保障缴费和税
收具有更为有效的潜能。情况往往确实如此，因为集
中化被设想带来规模经济并有助于协调审计与记录保
持活动。

但是，正如在各国达到良好治理的唯一最好途径上没
有一致意见那样，在唯一最好的缴费征收方式方面也
没有一致意见。相反，一个复杂的互动性的因素系
列——政策设计和调控、覆盖程度和劳动力构成、征
收单位所处的地点、自动化程度、文化和政治因素以
及机构的历史等——都在发挥作用。

尽管存在这种复杂性，但各国社会保障机构通过做出
在他们的机构职权以内的变化正在积极促进加强缴费
征收和法规遵守。这正是通过更广泛地开展管理方面
的治理改善首先应当做好的。

从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方面来说，作为其促进和发展
社会保障战略性职责的一部分，以及为了进一步促
进良好治理的重要性，它将坚持自己的承诺，开发
各国社会保障机构进一步追求这些目标所需的工具
和指导原则。

阻碍进展的共同挑战

—	缺乏作为提供所有缴费者 / 津贴接受者唯一身份
的个人社会保障号码 / 税收身份号码。

—	保密限制妨碍了与其他机构匹配数据的努力。

—	缺少自动化，这不利于打击少报、逃匿和诈骗等
问题。

—	机构工作人员的老龄化导致知识的流失，在某些
情况下，甚至导致无法安置受过培训的、有经验
的人员。

—	假如强制执行措施被看作是软弱的，假如不守法
的经济好处被看作超过被处罚和制裁企业的财政
代价和潜在名望损害，那么不守法的雇主和工人
可能做出一种理性的选择来逃避支付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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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结论

第一，主要通过致力于行政和治理的改善来积极影响
缴费征收和法规遵守是属于社会保障机构权力范围以
内的事情。

第二，缴费征收和法规遵守的改善（以及减少不遵守
法规缴费的现象）可以确保投保人能够充分获得他们
的津贴权力。

第三，提高缴费收入的水平可以使计划的财政可持续
性和津贴的足够性变得更加确定，还可以加强社会保
障作为一种制度和它所代表的价值观的合法性。

第四，通过改善计划的财政健康状况和通过减少对财
政补贴的需要，有限的公共资源则可以以替代性方式
进行再分配，以应对扩大国家社会保障覆盖的优先目
标和社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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