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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人保集团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划转约 29.9 亿股，全国社保基金管理的
资产规模迎来了一次大幅扩容。但是，国资划转社保基金的整体进度仍滞后于
实际需要。

文  |  胡宏伟

助力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  
人保加速金融国资划转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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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20 日，中国银保监会批准了

人保集团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划转约 29.9 亿

股的事项，本次划转的是财政部持有的中国人

保（601319.SH）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股票

的 10%，按照当日收盘价 8.17 元 / 股计算，相

当于 244 亿元。上述股权将一次性划转全国社

保基金。而根据中国人保的公告，早在 2018 年

12 月，作为控股股东的财政部就曾向中国人保

发出通知，要求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7〕49 号）（下文简称《通知》），

将财政部持有该公司股权的 10% 一次性划转给

全国社保基金持有。 

由于制度转轨过程中的视同缴费年限政

策，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支付存在巨大基金

缺口，而人口老龄化和经济下行等因素，也进

一步增大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

风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不断增大，

亟待采取措施弥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改

进代际公平。 

基于上述背景，为促进全体国民共享国有

企业发展成果、增进民生福祉，同时，促进我

国基本社会养老保险改革和完善，增进代际公

平、增强制度可持续性，国家于 2017 年决定划

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通知》确定

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

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优先划转已经完成公司

改革的企业集团的股权，此轮划转比例统一为

企业国有股权的 10%。 

2019 年 4 月，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

华岗表示，中央企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

保基金稳步实施，2018 年完成 18 家央企股权

划转，根据划转时点的财务数据，规模达 750

亿元。而据中金公司研究报告称，自 2017 年

11 月《通知》发布以来，国家先后选择了部分

央属企业和地方试点，并在 2017 年开展试点

基础上， 2018 年开始加速分批划转工作。2018

年 3 月份，全国首批 3 家央企完成划转国有资

本充实社保基金试点，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第

二批国资划转社保企业选定，要求分期分批、

尽快划转。截至目前，安徽、云南、新疆、四

川等省份已出台地方划转实施方案，而中央层

截 至 目 前， 安
徽、云南、新疆、
四川等省份已出
台地方划转实施
方案，而中央层
面则已经完成了
18 家央企股份划
转；另外，此轮
国资划转也包括
几家金融机构，
其中，中国人保
股份划转规模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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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则已经完成了 18 家央企股份划转；另外，此

轮国资划转也包括几家金融机构，其中，中国

人保股份划转规模最大。 

国资持续充实社保基金 
事实上，由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债务、

社保基金可持续问题，我国早在 2000 年左右，

就已经启动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持

续改革，当前国资股份划转社保基金，与之前

的改革进程一脉相承。2001 年，为了尝试做实

个人账户、充实社保基金，我国启动了上市国

有资产股份减持，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和

条件限制，上市公司国有股份减持直接导致了

股市的猛烈震荡，改革在一年后被叫停。 

200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

“采取多种方式，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

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相关改革并未大范围实质推开。2009 年 6 月，

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和全国社保基金会联

合下发了《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规定凡在境

内 IPO 的含国有股股份的有限公司，均须将首

次发行的 10% 国有股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

进一步推进上市国有企业股份划转进程。 

与前两轮国资划转社保基金不同的是，前两

轮国资划拨主要是针对国有控股企业 IPO 部分

的一次性划转，而此次启动的国资划转，则是首

次将非上市国有企业的股份纳入划转范围，划拨

的范围延伸到了国有资产存量，而不仅是上市增

量部分的划转。而且，此次划转的范围扩大到了

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

构，所以，此次划转涉及的企业数量更多、划转

涉及的资金规模更大。有专家估计，2019 年将

是我国国资划转社会保障基金的关键年份，整个

划转过程将全面、提速、加码，粗略估计划转规

模可能会达到 3 万亿 ~5 万亿人民币。 

伴随此轮国资划转加速，全国社保基金的

资产规模也将开启新一轮的大幅扩容，而截至

2018 年年底，社保基金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达

到 29632.45 亿元，全国社保基金在我国应对未

来老龄化危机、应对未来养老金支付风险方面

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倒逼国企加速改革 
2019 年 4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

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要求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

费比例，目前单位缴费比例高于 16% 的省份可

降至 16%。自此，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筹资费率正式下调。在上述改革背景下，社保

基金的支付压力将进一步增大，亟待通过多种

途径夯实社保基金。所以，此轮国资划转全国

社保基金，其股权分红及运作收益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

缓解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风险和压力。中

金公司基于分红收益视角测算发现，国资划转

比例每提高 3.8 个百分点，可以支持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至少下调 1 个百分点，

国资划转社保基金对于支持养老保险降费将可

发挥实质性支撑作用。 

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龄化比例

将超过 30%，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巨大；而据中

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测算，2018 年至 2050

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缺口的现值为 56.6

万亿元，相当于 2017 年 GDP 的 68.4%，其中

转轨成本占了近 1/3。所以，此轮国资划转将

有助于长期内扩充社保基金规模、应对老龄化

战略支付风险，同时，也将有助于直接支持当

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降费率顺利实施，进而缓

解企业压力，发挥社保制度平滑经济下行风险

的积极作用。 

伴随此轮国资划
转加速，全国社
保基金的资产规
模也将开启新一
轮的大幅扩容，
在我国应对未来
老龄化危机、应
对未来养老金支
付风险方面的能
力 将 进 一 步 增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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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此轮国资划转社保基金也将有助

于进一步倒逼国有企业加速改革。《方案》规

定，中央和地方企业集团已完成公司制改革的，

直接划转企业集团股权；中央和地方企业集团

未完成公司制改革的，抓紧推进改革，改制后

按要求划转企业集团股权；同时，探索划转未

完成公司制改革的企业集团所属一级子公司股

权。《方案》将直接推动部分未完成现代企业

改制的国有企业加速改革，倒逼这些企业尽快

引进和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现向国有股

份制企业转变，进而为划转其国资 10% 比例股

权至全国社保基金创造条件。所以，此轮国资

划转发挥了加速国资公司制改革和分类改革的

实际进程。而对于部分已经完成国资划转的企

业来说，社保基金成为其股东、关注其公司运

营，将有助于国资股权结构优化，从长期来看，

也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上述国资公司的公司治

理水平。 

划转仍需加速 
此次人保集团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划转约

29.9 亿股，全国社保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迎来了

一次大幅扩容。但是，我国当前国资划转社保基

金的整体进度仍滞后于实际需要。截至目前，只

有约五分之一的央属国资企业完成了划转，而出

台具体国资划转办法的省份数量还不多，国资划

转社保基金的进度应当进一步提速。 

一方面《通知》规定对于划转的国资股份，

“社保基金会及各省（区、市）国有独资公司

等承接主体持有的股权分红和运作收益，专项

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

也就是说，全国社保基金仅能利用这些股份的

股息红利，而由于目前总体划拨社保基金的国

资规模还比较小，决定了最终可以利用的股息

红利总规模较为有限。 

另一方面，不论是长期应对老龄化风险和

基本养老保险支付危机，还是短期内支持养老

保险降费稳步实施，都有必要进一步增大国资

划拨力度，提升全国社保基金可以支配的资金

规模。 

从资产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国资划转全

国社保基金的进度也需要进一步加快，通过尽

早完成国资划转，增大资产管理规模、拉长投

资周期，社保基金的增值效应会更加明显，社

保基金在促进国民分享经济成果、促进代际公

平、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将进

一步增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
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017 年中国人口比例分布金字塔

＞ 数据来源：worldbank，申万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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