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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8日，中華人
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社會保險法》（以下簡稱“社
保法”），並定於2011年7月
1日起施行該法。這社保法
的內容是相當全面的，目的
是要在全國範圍內加強當前
的社會保險制度。

中國稅務快訊

社保法的內容涵蓋了如下五個保險領
域：

•	 基本養老保險
•	 基本醫療保險
•	 失業保險
•	 工傷保險
•	 生育保險

凡中國境內，所有的雇主、全職僱
員、非全職僱員以及無雇員的個體工
商戶都依法享有社保法所規定的權
利。社保法還規定，凡在中國境內工
作的外籍人士，包括香港、澳門及臺
灣的同胞，都需要參加社會保險。只
來自於與中國簽訂過有關社保的雙邊

或多邊協定之國家（目前，僅有德國和
韓國曾與中國簽訂過這類協定）的外籍
人士可以豁免參加社保。不過，目前
尚未任何有關於外籍人士應該如何登
記參加社保的細則出臺。據一些非官
方的報道，外籍人士參加社會保險的
計劃被推遲，需要等待進一步通知。

根據社保法規定，雇主必須定期按比
例繳納上述五項保險的相應費用，而
雇員只須定期按比例繳納這五項中前
三項的相應費用。社保法沒有明確規
定雇主及雇員需要定期繳納之款項的
國家標準費率，意味著現在按現行的
方式繼續執行，即根據各地不同的條
件情況而制定不同的保險費率。
	



2  中國稅務快訊 第五期 2011年8月刊

聯系方式

北京	 	 上海	 	 香港
潘曉東		 周自吉	 陳錦榮
稅務合伙人		 稅務及轉讓定價合伙人		 稅務合伙人
電話 +86 10 8566 5766   電話 +86 21 2322 0298  電話 +852 3987 1399
手機 +86 136 0118 9187  手機 +86 136 1186 2116  郵件 William.Chan@cn.gt.com
郵件  xiaodong.pan@cn.gt.com 郵件  rose.zhou@cn.gt.com 

關于中国稅务快訊
中国稅务快訊所載資料以概要方式
呈列，旨在為Grant Thornton客
户及員工提供中国大陸地區最新稅
务信息，僅供参考使用，并不能替
代詳盡專业建議。Grant Thornton
對于并未与我們進行進一步咨询而
單純基于此快訊所提供信息行事而
造成的任何各方的損失均不承担責
任。

www.grantthornton.cn

Grant Thornton Jingdu Tianhua is a member firm of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Ltd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and the member firms are not a worldwide partnership. Services are delivered independently by the member firms.

© 2011 Grant Thornton Jingdu Tianhua. All rights reserved.  

以下是北京、廣州、上海及深圳現行社會保險費率的參考表：

北京 廣州 上海 深圳

雇員所繳費率 雇主所繳費率 雇員所繳費率 雇主所繳費率 雇員所繳費率 雇主所繳費率 雇員所繳費率 雇主所繳費率

基本養老保險 8% 20% 8% 20% 8% 22% 8% 10%到11%

基本醫療保險 2%+RMB3 10% 2% 8% 2% 12% 2% 4.5%

失業保險 0.2% 1% 1% 2% 1% 2% 0% RMB15.6

工傷保險 0% 0.2%到1.5% 0% 0.5%到1.5% 0% 0.5% 0% 0.25%到
0.75%

生育保險 0% 0.8% 0% 0.85% 0% 0.5% 0% 0.5%

小計 10.2%
+RMB3

32%到33.3% 11% 31.35%到
32.35%

11% 37% 10% (15.25%到
16.75%) 
+RMB15.6

2011年度月薪
（人民幣）

12,603 12,303 11,688 11,682

單月保險總費用
（人民幣）

1,298 4,033到
4,197

1,353 3,857到
3,980

1,286 4,325 1,168 1,797到
1,972

•	 雇員有權申請查閱繳款記錄，以及
要求社保代理機構為社會保險相關
事宜提供建議；

•	 全國社保體系的費用徵收和管理將
更加的合理；

•	 外籍人士在永久離開中國之時可以
獲得養老保險費用的退款；

•	 由於外籍人士自己的國家可能會要
求他們繼續繳納保險費用或因其工
資仍由派出國的公司支付，所以，
外籍人士可能會遇到雙重保險費用
徵收的情況；

•	 由於一旦雇傭合同終止，外籍人士
會被要求離開中國，所以，目前尚
不清楚外籍人士該如何享受到失業
保險的權利；

•	 凡在中國工作超過十五年，並且達
到退休年齡的外籍人士可以領取他
們的養老保險。但是，在中國工作
超過十五年並選擇在中國退休的外
籍人士應會相當的少。

對於中國公民而言，除了社保系統的
管理模式之外，新頒佈的社保法並沒
有帶來太多的變化。對於外籍人士來
說，官方正式確認將他們納入社保體
系的通告尚未發佈。雖然，社保法已
經於2011年7月1日正式實施了，但
是，執行的細則還有待公佈，該法自
身的一些不明朗處還有待這些細則來
填補。我們建議所有的雇主、雇員，
特別是外籍人士，留心實施細則的發
佈和進一步的說明。同時，雇主也應
當注意到他們可能需要為新任用的外
籍人士支付更多的社保費用這一情況。

社保法對於雇主的影響
•	 對於雇主遲繳的款項，將加收每日
萬分之五的滯納金；

•	 如雇主未能遵循社保法的規定，可
被處以應繳保險費數額一倍以上三
倍以下的罰款；

•	 負相關責任的管理者處以伍佰元以
上三千元以下的罰款；

•	 雇主需要向雇員定期發出社會保險
繳費的細則通知；

•	 地方社保機構有權在得到有效的批
准之後，責令銀行將雇主未按規定
繳納的保險費從雇主的帳戶上劃
出，或者沒收雇主的資產充公以填
補空缺。

社保法對於雇員的影響
•	 社保法明確指出，雇員可以更加靈
活地將自己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
和失業保險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
並且享受相同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