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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与非常态背景下费改税争议的核心

社会保险具有福利性、保障性、法定性、互济性、普遍性等特点，是在我国公民生、老、病、

死、伤等失去收入能力情况下的物质性保障。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领域的核心内容，其资金筹

集方式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逻辑，以及总体社会保险领域的理论取向。但在现实中，

社会保险的欠缴、不缴、中断、漏报等，对我国社会保险中保障性与普遍性价值造成了较大的侵

蚀。同时，其征管职责交叉，操作存在困难，基金有效运行不足（如医疗）①，且相关公共资源难

后疫情时期我国社会保险的刚性与弹性
——“费与税”的类型化构建

朱海龙 1　唐辰明 2

【内容摘要】　我国社会保险费用缴纳方式、保险制度的改革研究，应当注重分析其在日常运行背景与

重大疫情等突发性事件背景下的区别及相应的法理分析。税收方式因其立法价值与目的、

法律属性、权源及其正当性、法律稳定性等与社会保险的属性及功能价值相匹配，故适

用于在社会保险体系日常运行背景下的社会保险制度；而行政事业性收费却因其灵活性、

易于调整特征、专项性而适用于满足在重大疫情等突发性事件背景下社会保险的紧急性、

偶然性与特定性需求。故应当构建类型化的社会保险制度，即对应日常运行的基本税与

对应突发事件的附加费并存的社会保险收支体系，以稳定总体上的社会保险领域，提高

民生质量，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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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最大化地利用和合理性的分配。另外，在重大疫情等突发性事件背景下，相关社保资金来

源不稳定、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更难得到解决。总的来说，社会保险资金来源的模糊性与低效 

能，导致了社会保险内部的不稳定性，进而导致了社会保险总体的理论矛盾与实践困境。据此，

学界出现了社会保险“费改税”的呼声，并越来越强烈。社会保险的费税之争，不仅仅是社会保

险资金缴纳方式的改革思考，也是我国整体社会保险制度和模式的基础分析。总的来说，现有研

究对社会保险“费改税”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几种类别 ：

一是呼吁费改税的观点。如庞凤喜认为，我国社会保险筹资方式具有指定用途的特性，适宜

改为征税模式以对总体的社保模式进行改革。目前的社保费虽然冠以费之名称，但实质上是指定

用途税，改革的本质意义不大。他提出了运作、征管主体、实施及成本三方面改革重点。①约瑟

夫·A·佩契曼在美国提出了“累进工薪税”②，Alison Chopel、Nozomu Kuno 和 Sven Steinmo 也

支持上述改革，但强调税率、项目等需要严格调整，目的在于降低国家与政府的负担。③改革支

持者们均认为税收模式更加适合减轻国家与政府的压力，强调在税率、课税对象与具体征收措施

方面进行调整与控制。

二是对费改税持不同意见。郑功成认为，费改税现阶段应停留在理论阶段，不宜急于进行

改革，税收制度并非绝对优于费制。Rodrigo A Cerda 针对征税模式的担忧是，社会保险联系着

人口、经济决策、生育决策、劳动市场等，这些因素反向影响着社会保险税基。这样一来，税

基减少可能会影响社会保险资金的稳定性，故该模式具有持续性上的阻碍。④经济学家邓子基

也认为，资金缺口、老龄化趋势、保险基金积累不稳定等因素，决定了现阶段进行费改税变革

不具有现实性与可行性。改革赞成论所表述的控制税率等措施，在现实操作中也具有极高的困

难，因为各地的社会基本保险水平不一。薛惠元认同这一看法，强调费改税是趋势所在，但公

平性基础、心理性基础尚未成熟。白静也指出，现阶段的社保费改税不具备“充分的外部条件”⑤。

该类研究的特点是，较为反对社会保险领域的费改税，理由集中在外部条件、社会保险趋势以

及经济学角度费改税的不适宜性。

三是分离性费税改革观点。吴文芳提出了农村城镇分离性改革思路，认为并非所有的项目都

适合征税。改为税收方式需要满足的条件是普惠性，农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制度筹资中普惠

性表现较强，适合改为征税模式，而城镇职工养老等保险模式，则不适宜费改税。黄君洁也强调，

费改税具有一定可行性，但现阶段应当设置较窄的征税对象范围，不宜将农民群体纳入该范围，

而是应当等待条件成熟后进行统一征税。⑥该类研究认为分离性、差异性对待是现阶段较优的做 

法，但其特点是分离性只涉及“征税对象”的分离，对阶段与社会背景的分离性思考缺乏。

可见，既有文献对我国社保资金收支模式的变革、社保整体模式创新以及重大疫情等突发性、

全国性事件背景下的社保模式完善路径的研究较为全面与充实，但不乏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处 ：一

方面，已有文献的争议较大，较难达成共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没有深入研究社会保险费与税的

本质与理论区别，同时费税理论特征差异在社会保险领域的独特表现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而这

正是费改税理论正当性、法理正当性分析的基础。另一方面，已有文献明显忽视了特殊社会背景

下的社保资金收支特征问题。学者们充分地认识到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社会保险税费征缴应当

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征收范围与税率等，但这些阶段均具有共同的特性即经常性。而在非经

常性、紧急性、突发性等社会事件背景下，相应的征收主体、工作方式、收支链条等应当如何确

立与构建，则极少有研究进行相应的阐述。对相关具体制度的构建与创新路径也没有给出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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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选择，仅有分散化的理论。

因此，本文将着力回应以下问题 ：一是税与费在理论本质上存在怎样的区别，及其在社会保

险领域具有怎样的独特表现和适用要求 ；二是费税差异在突发性、全国性以及紧急性事件背景下

具有怎样的特征，以及怎样的社会需求 ；三是根据经常性需求与非经常性需求，应当构建怎样的

公共财产类型化收支模式，如何确立税费收缴模式以及相应的比例构成、具体征收程序、主体及

其权责、相应征收对象、费率税率等。

 价值、义务和属性 ：费与税的本质区别

社会保险费与社会保险税之间的选择性争论，实质上是对费税之间本质的选择与评判。社会

保险作为国家对公民基本民生权益之保护，不可避免地涉及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关

系与联系，从国家最开始形成之时便存在，而规范与保护这一公民与国家关系的规范体系即为法

律。事实上，无论税收还是行政收费，都需要一定的法律依据或称合法性依据，这一合法性依据

体现了相关法理的正当性。故分析费税之间的选择问题，应当首先分析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也

就是二者之间的法理区别如立法价值、法律属性、法律特征及权力来源等。

（一）立法价值

税收和收费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于其立法目的与立法价值的不同。立法价值方面，主要采用

税收的制度，其立法价值在于满足基础性的社会需求，如国防、海关、交通、教育等。也即，税

是国家通过强制力收取的，用于社会基础、全面与广泛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一项制度，而收费尤

其是社会保险费的收取，主要立法价值在于满足保障性的、补充性的社会需求，如作为我国社保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医疗保障体系等。①如表 1 所示，以美国、英国的“贝弗利奇模式”（税收

模式）与德国的“俾斯麦模式”（收费模式）为例，其区别就在于普惠性与选择性等制度价值的不

同。②贝弗利奇模式下的制度是“普惠制”（国民待遇），制度义务主体是政府公共机构，普惠制一

词代表了全面、基本与广泛等特性 ；俾斯麦模式下的制度为“选择制”（权利义务对等），具有较

为明显的对称性、保障性与补充性等。也就是说，采用收税还是收费方式，决定了该方式下制度、

模式的基本价值取向。

表 1　按照社保分管部门区分国家类型③

征收部门 税务部门 社保部门

国家

澳大利亚

加拿大

芬兰

爱尔兰

荷兰

俄罗斯

瑞典

英国

美国

奥地利

比利时

德国

日本

希腊

菲律宾

韩国

瑞士

马来西亚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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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方面不同于税，“费”的收取具有十分明显的行政性。行政是国家机构、政府组织

管理国家、行使公务的行为，其涉及行政权。而行政权，作为一个法学概念，具有着十分典型的

历史性和规范性。行政权的依据，是行政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等。而税收的依据，根据税收法定原 

则，是我国税收基本法。税收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在于保障国家税收与财政的稳定性。而行政

相关法律法规除了保障行政行为的正常行使，另一个重要的立法目的在于“控权保民”，即控制

行政权力的行使，保证其不被滥用，并以此保障相应的公民权利。

具体到社会保险领域，税制与费制的对比分析也不能脱离二者的立法目的与价值。类型化的

社会保险公共财产收支模式，不仅体现了收费与收税的方式共存，也体现了两种不同立法目的与

价值的并存，即基础性、全面性价值与保障性、补充性价值的同时体现。社会保险本质上是保障

公民的基本民生质量，而构建类型化社会保险收支模式，可以同时保证上述两种立法价值，是完

善与革新我国社会保险法律体系的应有之义。

（二）权源与公民财产义务

传统财税法理论体系中，一般认为财税法属于宏观调控法的一种，因为其涉及国家财政与经

济调控手段。而新公共财产法理论则认为，财税法因其征收目的的特殊性，应当属于公共财产法

的范畴。税收的逻辑是切割部分个人利益上缴国家，并形成总体的公共财产，该公共财产的用途

在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这一公私财产结合的方式属于公共财产法理论讨论的领域。行政性收

费也符合这一特点，但不同的是，税收的切割行为涉及公民的财产权。根据我国宪法第十三条即

私人财产权不受侵犯、第十二条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受侵犯等条款，财税法的这一切割行为事实

上是在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构建了一种联系。

而行政法中的费用缴纳，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具有因果特性，如行政处罚是指因为行政相对人

违反一定的法律规定而应负担的法律责任 ；行政许可收费（在法律与行政法规有依据的情况下）

是基于相对人的特定行政需求。这些因果性是相对的，并体现在具体操作层面 ；而税收的个人财

产权让渡，是个人所属的私人财产的“社会义务”，即每个人的私人财产都有让渡一部分给国家

用于公共产品的义务与责任。①这就体现出税法涉及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联系的优先级，

仅次于宪法的相关规定，优先于行政法、行政收费中涉及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系。

表 2 各国疫情背景下政府的福利与补贴政策

国家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韩国

疫情背景下政府福利与

政策模式②

延时直接

补贴

无失业保

险者直接

补贴

劳工按月

直接补贴

发放防疫

用品
直接补贴

减免生活费

用、税款

家庭财政补

贴

具体内容（数额）
6000 美元 /

家庭

900 加元 /
人

2500 英镑 /
人

如口罩等

15000 欧元

/ 人（限自

由职业者）

一般是全免
50 万韩元 /

家庭

经济指数（以证券市场指数为标

准，数据日期 2020 年 3 月 17 日）

（中国 ：上证综指 -6.49% ③） 

道琼斯

工业指数

-10.36%

多伦多

300 指数

-15.51%

Easy Jet
指数

-12%

日经 225
指数

-15.94

DAX- 指数

20.01%

欧洲

STOXX 指数

-18.44%

韩国综合

指数

-13.17%

具体到社会保障领域，社保的基础性、保障性特征，决定了社会保障各项举措都是为了保障

公民的最根本的生存、发展，体现了对人民基本权利乃至宪法权利保障需求的满足，这恰与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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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法学研究》

2004 年第5 期。

② 资料来源：澎

湃 新 闻：各 国

战 疫 刺激 政 策

大 盘 点 https://

www. thepaper.

cn/newsDetail_ 

f o r w a r d _ 

6606842。

③ 曾碧：《全球范

围疫情升级 多国

股市大幅下挫》，

《中国 航 空 报》

2020 年 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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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法治环境相吻合。在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要求国家与政府将人

民的基本权利作为法治的落脚点，而作为依据较高层次法律的税收，在理论上应当与社会保险收

费具有同等效用，在现实中也具有法律执行的优越性与顺畅度。也就是说，社保领域的税收应当

具有不低于行政收费的优先级，最为理想的即构建类型化的二元社会保险制度与模式，这一模式

的优越性在非常态背景下体现得更为显著。如表 2 所示，在重大疫情背景下国际上多采用直接补

贴模式，但其经济指数降幅反而高于中国的“税 + 费”间接政策模式。又如表 3 的数据显示，新

冠疫情背景下我国各地通过政策实施社保收费优惠的同时，税收的效能都顺畅地体现了出来，法

定主义原则并不构成税收在社保领域顺利发挥效能的障碍。

表 3 疫情背景下各大城市缴费、纳税优惠政策①

地区 社保收费政策 税收政策

北京
延迟缴纳企业社保（1、2 月延长至 3 月底，影响较大

的延长至 7 月）

上海
延迟缴纳企业社保（延迟三个月）、推迟调整社保缴纳

基数

广东 免除一定条件下社保滞纳金
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延期申报纳税、缴纳，

减免滞纳金

福建 加速退税、优化纳税服务

江苏南京 缓交养老保险，免除滞纳金

江苏苏州 缓交社保 延期纳税、减免中小企业税款

江苏盐城 缓交社保 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缓交企业税款

山东青岛 缓交困难企业社保费 延期纳税，优化退税

浙江湖州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

宁波 缓交社保 延期纳税（三个月）

另外，社会保险范畴中社会保险资金获取方式在行政收费与国家税收之间的选择，也体现了

社会保障制度权源在二者之间的正当性。社保功能在于在公民老弱病残等收入来源中断时，运用

公共财产与救济金对其进行扶持。当然，公共财产的来源依然是私人财产的让渡，但是这一私人

财产—公共财产—私人权益的转移链条，既体现了私人财产的社会义务，也体现了公民的个人义

务。以养老金为例，老年阶段是人类必然经历的过程，其在横向上体现出对象的广泛性，在纵向

上体现出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基本联系。具体来说，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不仅属于社会保险范畴，

还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法律、宪法范畴。这一涉及宪法的公民－国家联系，一方面包含着公

民整体的财产中分割一部分用以赡养老人的“社会义务”，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为自己老年生活做

准备的“个人义务”。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领域的税收体现的是私人财产与国家、社会的宏观关系，

及其总体上的国民待遇关系（国家对应国民），而社会保险领域的收费则体现了私人财产中个人权

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个人对应个人）。二者均对公共财产、资金进行了保障，也从两个不同的角度

确保了社会保险制度的权威性，同时这一财产的双重联系决定了类型化的社会保险缴纳方式、社

会保险收支制度权利理论的正当性。

（三）公法私法属性之别

如上文所述，税法是宪法与法律赋予了链接私人财产与公共财产的正当性的法律体系，这决

① 资 料来源为

搜 狐 新 闻：全

国 各 地 企 业 帮

扶 政 策 措 施 汇

总（ 一 ）https://

www.sohu.com/

a / 374002452 _ 

10001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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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税法在一定程度上与私法具有一定关联。事实上，近年来税法私法化的观点层出不穷，学者

们开始重视税法与私法如民法之间的联系，并试图加强该联系以实现税法体系的完善与进一步稳

定①，同时谨慎地防止私法化中造成的税法权威性降低等问题。②这就与行政法之间存在着区别，

因为行政法具有明显且单一的公法属性。③这一法律属性的区别，加强了上述权源区别的论证，

也就是说，私人财产分割上缴集合为公共财产的正当性不仅由税收的权源来证明，还可以由税法

所包含的私法属性来进一步证明，这一私法属性包括税收法律关系私法性、税法概念范畴私法性、

课税依据私法性等。

具体到社会保险领域，个人的财产部分分割上缴行为，一方面体现了与社会其他个体的联系，

即其财产分割后形成公共财产用于他人的社会保险项目，这与前文所述的个人财产的社会义务类

似 ；另一方面，其财产支出经过某些途径与链条仍然会作用于自身，类似于上文所述的个人义务、

对称性义务。这两种联系既体现了私对公的公法属性，也体现了私对私的私法属性。也就是说，

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险公共财产的收支制度创新，理应涵盖上述两个方面，也就证明了

类型化社会保险制度与法律属性的正当性。

（四）法律稳定性与灵活性之别

税收的目的在于统筹财政资金用于公共用途，但税收根据其法定性原则，必须具有法律依据，

非法定而不能征收。同时法律具有稳定性，非经法定途径不得随意更改。这就决定了税收的稳定性

与固定性，并为其强制性提供了法理正当性依据。相对而言，行政收费的特征是行政性，在行政法

上，一个基本的、不同于税法的原则是合理性原则。在合理性原则中，基本内容又包括比例性原则，

其意义在于在实现行政行为目的的基础上，应当尽量减少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损害。这就决定了行

政行为应当具有一定的比例性、灵活性，即行政收费与税收的一个基本法理区别，也即法律稳定性

与灵活性之间的差异。另外，税收所依据的法律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修改的法律，为狭义法

律 ；行政收费的依据一般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一些法律文件，具有层次低、地方性等特征。

位阶上的差异，也进一步论证了税收、行政收费之间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区别。

这一区别的意义在于，行政收费的灵活性决定了其在一定程度上的可变性，并随着行政机关、

相关行政事件变化而发生改变，在反面上可能造成不透明、实质公平上的损害以及寻租等问题，

进一步造成公共财产的来源不稳定、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反观税收，其税目、税率等都根据

法律严格设定，不存在动态幅度与主观决定性，相较于行政收费更加稳定 ；同时，税务的中央垂

直管理体制较之地方性、层次性更加公平与透明，因为税务机关的财政行为不受同层级政府等机

关干涉。也就是说，在具体领域或社会整体层面，税收较之行政收费更加体现了从“家计财政”

向“公共财政”的转化。④这一转化在社会保险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保险的基础保障

性与互济性则体现了其关注的问题是关乎社会民生、公民基本生计的，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也就

是说，税收的稳定性能促使基础性的公共财产池更为稳固，并使得“私人财产－公共财产－私人

权益”的链条更加清晰、稳定和安全。

但在现实中，收费的灵活性和税收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应当都有所体现。如税收的稳定性与安

全性方面，社保费改由税务机关收缴后，诸多未缴款项均得以追补，现阶段企业逃缴的难度越来

越大。而在非常态背景下，如重大疫情背景下的法治管理与政策管理应当同时兼顾收费的灵活性。

如 2020 年初疫情期间，国家出台了减免中小微企业员工社保费用的一系列政策，这类灵活性举

措事实上提高了小微企业的生存能力与员工的生活保障能力。

① 熊伟：《从〈民

法总则〉谈税法

与私法的衔接》，

《湘江法律评论》，

2017 年第1 期。

② 华倩文：《税

法私法化的理论

背景和实现路径

研究》，杭州师范

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8 年。

③ 关保英：《 新

时 代 行 政 法 体

系的构造研究》，

《甘肃社会科学》

2019 年第2 期。

④ 耿颖：《论公

共财产的基本体

制法 之 纵 横 展

开》，《财税法论

丛》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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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省级政策样本分类表

政策类型 税收减免等优惠
稳岗政策

社会保险优惠政策 住房公积金政策 其他

数量（N=70） 38 43 7 ......

如表 4 所示，在 70 份省级疫情防控政策总体样本中，有 38 份涉及税收减免等优惠，稳岗政

策中有 43 份涉及社会保险，7 份涉及公积金。①可以看出，即使在排除住房公积金政策数量的情

况下，社保政策在数量上仍然比税收优惠政策多 13%，而加上公积金后的总体收费政策较之税收

政策将高出 31.57%。这充分说明了在非常态背景下，除了上文所述的税收效能顺畅运行，收费

的灵活性、效率性也是不可忽视的。故应当在原有基础上纳入税收的稳定性，与传统收费模式的

灵活性相结合，形成新型类型化的社会保险公共财产收支制度和社会保险基本模式。

综上可见，社会保险领域的公共财产收缴在法律价值、权力来源、法律属性及法律特征等诸

方面都符合社会保险税的法理内涵。也就是说，在常态化背景下，社会保险公共财产缴纳不仅适

宜采用收费模式，同样适宜采用税收模式，且具有一定的理论必然性。虽然在现实操作中存在诸

多问题（如农村城镇之间的差异化阻碍），但从理论上看，税收模式确实符合社会保险财产的本质

特征。在非常态背景下如全国性、突发性、紧急性事件发生时，相关社会保险公共财产收支体系

将会发生特殊的变化，如国家义务增加、政府压力加大、资源分配不合理、透明性减弱与道德风

险等。②并且，这一非常情况必然属于社会保险理论应当考虑的范畴，必须纳入社会保险制度革

新的视野中。故有关社会保险费税差异与选择的分析并不能就此结束，而应进一步厘清非常态背

景下社会保险公共财产的来源选择性问题。

重大疫情等非常态背景下社保模式的差异化需求
    

非常态背景与常态化背景相对，指的是偶然的、不经常发生的事件与不经常存在的社会背景，

包括突发性事件、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全国性紧急事件等，一个典型的模型即为重大疫情事件的

发生。重大疫情爆发后，社会各领域难免会出现矛盾与困境，社会保险领域也不例外。如社会保

险费用缴纳程序中断、相关缴费比例失调、中断与欠缴等行为造成的后果显现、国家与政府的义

务与压力被迫加大等。这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具有一定关联，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

缴费方式等对于常态化背景与非常态背景是否同样合理，以及相关理论分析是否同样适用，在现

阶段研究仍然存在着不足。故应当基于非常态背景下社会特征的变化，挖掘社会保险税费差异、

社会保险制度特征的具体变化。

（一）特定性需求倾向于专项性缴款

社会保险税与社会保险费的一个实践层面的区别即为税是统筹方式、费具有专款专用的专

项性。在社会保险制度日常运营过程中，采用社会保险税收的形式进行资金筹集并进行统筹分

配，具有层次上的优越性与资源分配的合理性、系统性。但是，在重大疫情等突发性事件背景下，

社会保险领域的公共资产运用应当具有专门性。采用税收的形式可能使得在重大疫情背景下一

些特定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比如医疗物资的购买、防疫物品的分配等。在这种情况下，较之税收，

专项性、具有专门用途的行政性收费可能更加符合突发性事件背景下的特定性需求。故在重大

① 陈泽亚：《合

理分配与当代政

府 分 配 职 责 探

索》，《吉首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

版 )2005年第2期。

② 徐丽、付朋霞、

朱利：《疫情对中

小企业影响的扶

持政策分析》，《中

国中小企业》2020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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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等非常态背景下，不仅应当考虑到税收的统筹性、基础性作用与价值，还需要重视收费模

式体现出来的专项性、特定性价值。这也为类型化的社会保险模式改革提供了一定现实基础与

论证价值。

当然，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道德风险。突发性事件背景下物资的急需，使得日常运行背

景下道德风险发生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行政收费在此方面较之税收具有一定的劣势。物资截留、

寻租等道德风险的根源，一般在于信息不对称。为解决这一问题，通常应当加强信息披露规范力度，

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并据此降低道德风险，使得社会保险费的行政性、专项性收支发挥应有的

价值，满足重大疫情等非常态化背景下的特定性需求。

（二）偶然性需求倾向于灵活性收费

重大疫情等突发性事件背景下，社会需求、社会保险需求也可能与日常运行中的需求体系有

所不同。税收的法定性原则决定着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能设定税收规范，且税率、税目等都需

要根据法律的设定才能进行开征。而重大突发性事件的社会背景并非经常出现，其发生具有偶然

性，相关偶然性因素可能并非立法者可以预料 ；在没有实现立法的基础上，相关税收无法进行。

也就是说，法律依据的稳定性在特定的、偶然的重大社会背景下可能对相关社会保险制度造成功

能性阻碍。相应地，社会保险费根据其行政性特征，延伸出与稳定性相对的灵活性，却可以在非

常态背景下应对相关偶然性需求。也就是说，税收的高位阶、稳定性等特点的确保证了社会保险

基本功能与价值的实现，但在非常态背景下，灵活性价值也必须纳入考虑，即收费与税收二者并

存的类型化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必然性。

现实生活中一些政策与措施也为此提供了论证。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根据人社部通知，

受疫情影响，相关社保费参保企业与个人可以延期办理业务等，这一延期行为体现了行政行为的

灵活性与合理性原则。相比较而言，税收的灵活性体现得并不明显。仍以延期缴纳社保税（费）为例，

根据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应当经过“（条件→）申请→审批→ ......”等程 

序，较为烦琐，且根据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延期不得超过三个月。这体现了重大疫情等非常态背

景下，行政性收费反而比社会保险税收制度更加灵活、更适配偶然性需求。

（三）紧急性需求倾向于低位阶调整

法调整的是社会关系。社保相关法律在调整社保相关关系之时，可能会存在滞后性的问题，

对社会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在非常态背景下，该不利影响可能会被多倍扩大。社

会保险税的征收，根据其法定性必须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依据，而根据我国立法法相关规定，法律

的修改需经特定程序方可 ；行政法规的修改与调整也需要特定的流程才能进行。相应地，行政性

收费具有位阶低的特点，一些行政性收费的依据是根据上位法的原则性、总括性规定制定的下位

法即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其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基础上，对上位法的统领性规定进行具体措施的

制定，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相关行政性收费。

这种低位阶法律依据和基础可以根据非常态背景的需求进行及时调整，如重大疫情下对法律

依据的调整有较为紧急的要求，较高位阶的法律依据可能并不能及时对此做出回应，并造成不利

后果。①社会保险税制度的弊端在此情况下就体现了出来，并突出了社会保险行政性收费在紧急

性情况下做出相应调整与更改的便捷性与有效性。这也证明了类型化社会保险收支模式的又一项

优势，即其同时体现了税收的高位阶与不可随意更改的特性，保障了社保资金的稳定与安全，同

时体现了社保收费方式在紧急情况下的易于调整性。

① 朱海龙、唐辰

明：《从 科 层 化

到网络化 : 重大

疫情背景下社会

治理模式创新》，

《贵州社会科学》

2020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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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保险类型化税费模式
    

在不考虑紧急性事件等非常态背景下，社会保险税收在权源、法律属性、法律价值与功能等

诸多方面，都体现出优越于社会保险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理论性。但在重大疫情等突发性事件背景

下，灵活性、低位阶、专门性行政收支方式可能更适合社会保险领域的公共财产。故而，应当构

建类型化的社会保险模式，分背景（而非既有研究对不同子领域，如新农保与城镇）地对社会保

险公共财产税与费进行选择，并进行二者内部的基本要素设计与二者之间的比例结构调整，同时

搭建相应的配套设施对其进行保障。

（一）对应日常运行背景的社保基本税

如上所述，在不涉及重大疫情等非常态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险税收模式因权源的正当性、立

法价值、法律属性与法律稳定性，更适合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整体构建。采用税收模式，有利

于我国社会保险功能与价值的实现，如互济性、保障性等，也有利于社会保险领域运行的稳定性，

同时有利于对公民基本权益的保护。当然，在选择税收模式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值得关注，如农

村城镇区别等，这些问题突出了费改税过程中对税制的具体探讨。事实上，费改税应当对相关税目、

税基、税率及其他项目进行分析与设计，因为我国存在层次性、区域性较强的社会现实，社会保

险税目和税基可以借鉴已有增值税中的地区差异性税目来设计。如增值税中，北上广深地区与其

他地区之间的差异明显，非北上广深地区二手房买卖可能不用缴纳增值税。税基方面，非北上广

深地区的二手房交易存在着差额计税的技术性特点，也可予以借鉴。税率方面，可借鉴已有的城

建税，在市、县等不同层级设计不同的税率。这样一来，税基体现了区域性差异，税率体现了层

级性差异，二者的乘积便综合考虑了纵横两种差异，具有科学性与现实性。进一步来说，相关税

收优惠如税收减免也应当考虑相关差异，如对农村人群设计相应法律规定以提高相关优惠力度等。

（二）对应突发性事件背景的社保附加费

相对于日常运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与系统，在突发性事件发生之时如重大疫情背景下，紧急性

需求、特定性需求与偶然性需求决定了社会保险税的法律稳定性、高位阶性、统筹财政规划特性

等价值特征，不再适应该背景的诉求特点，需要在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启动紧急预案，采用行政性

和事业性社会保险收费模式，以提高相应的收支灵活性、高效性、专项性。同时这一选择也存在

独特的问题，即行政收费过程中面临透明性不强、信息不对称、专款不专用等规范性困境。据此，

首先应当加强信息披露规制力度与完善相关公示制度，以此为基础提高相关社保费用缴纳与支出

链条的透明性，进而降低道德风险与寻租的可能，提高政府部门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公信力与社会

权威。其次应当设立专户，对不同来源的社会保险资金进行用途归类，并加强专款专用的监督力

度与控制力度。最后，应当设置专门部门，以在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对相关费用收支系统进行启动、

控制、调整与后评价。

（三）设置合理的税费比例结构

构建日常运行的社会保险税收改革与突发性事件背景下社会保险收费制度并存的体系与系

统，一个重要的保障性问题即在于确定二者之间的比例与结构。一般来说，突发性背景下的社会

保险收费模式属于紧急性系统，且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险费用收缴主体为税务机关，但该主体的变

更没有改变费非税的性质，其沿用的是现有的行政性收费体系，构建成本较低，主要的成本应当

集中在维护成本与监测成本。同时，应当加大力度、加强投入构建突发性事件的风险防控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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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评估与应对体系，力图避免风险的发生，或在事件前期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与之相对应，

根据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主要的成本应当投入到社会保险费改税方面，在机构与权责

设置、税目税率设计、配套的相应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四）完善相关配套性制度

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需要诸多领域的配套设施建设予以配合。社会保险制度的税费类型

化变革亦是如此，且其涉及有关民计民生与基本权利的根本问题，更需要配套设施的进一步完善

才能达到改革与立法目的。

首先，应当为改革提供立法依据。现行社会保险费收取虽然由税务机关进行，但费的性质仍

然未变，为在日常运行背景下将费的性质转变为税，需要从根本上遵循税收的法定原则，故需要

为其提供合法性基础。建议根据我国社会保险发展现状与性质出台社会保险税法，以调整社会保

险公共财产收支中体现出的相关社会关系 ；同时在税收征管法等程序法中加入适应社会保险特征

和社会发展现状的相关程序性条款，以保证社会保险税制度顺利转型、稳定运行。

其次，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与日常运行背景下的税收不同，突发性事件背景下如重大疫情发

生时的社会保险费收取则需要低位阶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性文件予以支持。建议围绕控权保民的原

则，以公民基本权益为基础，完善现有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策框架，同时将该收费的行政主体性

资格从税务机关转移至上述特定行政机关，以保障特定应急性程序的顺利启动与有效运行、费用

的专款专户专用、透明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等。

再次，可运用大数据等新型科技搭建社保领域新型配套设施，以有效支撑类型化的社会保险

税费模式。在社保领域，类型化的“税 + 费”模式一方面需要厘清收费与收税之间的边界，该边

界重点在于公共资产用途的基本性与补充性的区分 ；另一方面需要明确收费或收税的两阶层基数

与比率，使其效率性即成本－效用比最高。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大量实践数据的采集与分析作为经

验基础，而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地区差异较大，相应的数据需求及其分析需求较高、难度

较大，因此具有高速、巨量、实时、价值密度低等特点的大数据等新型技术，可作为政策分析工具、

税费计量工具等加入上述类型化社保模式中来，以实现社保领域公共资产收支高效化、稳固化乃

至智慧化 ；同时也可以利用其他前沿科技提高类型化模式的稳定性，如区块链等技术的运用以提

高社保基金等公共资产链条的透明性与安全性等。

社会保险作为保障民计民生、国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层次与领域，其稳定性与效率性分析决不

能仅仅停留在社会实践层面，而是应当上升到理论层面予以深化。社会保险在民生领域联系着国

家与人民，这一联系最先体现在国家的建立、法律的出现等方面，相关的法理分析在社会保险领

域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如社会保险税费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位阶、法理正当性、权力来源以及

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私人财产与公共财产的关系等，都体现了法理分析在社会保险费改税讨论中

的必要性。现阶段对费改税的讨论较多地集中在费税的实践层面区别，如适用性群体、国际制度

比较等，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我国社会保险的现实情况以及我国大陆法系的相关法理特征。同时，

社会保险领域的公共财产收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日常运行与突发性事件背

景下的区别性，是研究的重点，也是容易忽略的问题。总之，构建我国社会保险日常运行与突发

性事件如重大疫情背景下的类型化公共税费收支制度，既有利于稳定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完善相

关社会保险理论与实践体系，又有利于突出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功能性表达。

编辑　李　梅　校对　田润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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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are Proximity, Territorial Justice an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Yue Jinglun & Fang Ke

Abstract: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welfare is manifested i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llocation of welfare resour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ccupations and regions. The difference of 
social welfare resource allocation caused by individual social identity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welfare 
proximity”, while its equality degree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can be considered by the concept of 

“territorial justice”. The mechanism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concepts of “welfare proximity” and “territorial justice”. Although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policy since the new century has narrowed the welfare gap between social groups and regions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coverage,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and spatial balance, the legacy of “welfare 
proximity” and “territorial injustice” is still obvious, which restricts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to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In this regard, under the concept of “social China”, we 
can strengthen the policy concepts of “social citizenship” and “human needs standard”, innovate social 
policies, constantly adjust the “welfare proximity” and promote “territorial justice”, so as to realiz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elfare.
Keywords: welfare proximity; territorial justice; social China; social policy; unbalanced development

Rigidity and Elasticity of Social Insurance in Post Epidemic Period
——The Type Construction of “Fee and Tax”

Zhu Hailong & Tang Chenming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the payment methods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should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aily operational background, 
major epidemic situations and other sudden social backgrounds and corresponding legal analysis. The 
taxation method is suitable for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daily opera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because its legislative value and purpose, legal attributes, power sources and its 
legitimacy, legal stability, etc. match the attributes and functional values of social security; However, due 
to its flexibility, easy adjust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al features, administrative charges are suitable 
for meeting the urgent, accidental, and specific needs of social security under sudden epidemic situations 
and other sudden backgrounds. Therefore, a typed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should be built, that is, a social 
securit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ystem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daily operation of the basic tax and the 
surcharge corresponding to emergencies, so as to stabilize the overall social security fie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words: social security law; fee to tax; epidemic situation; model innovation; jurisprudence

Establish a Pension System Based on the Total Factors Contribution to Solve the Pension Dilemma
——A Reply to Relevant Questions

Li Jun
Abstract: The aging population causes the Pay-As-You-Go system unsustainable, meanwhile the longevity 
risk may redu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ully Funded system, and the mechanism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has the inherent tendency to reduce the base of pension source under the current pension system. 
Therefo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current pension system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In fact, the essence 
of pension is the reward of the economic value created by the elderly in the past. The current pension 
source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ontribution of single factor (labor factor), and this is a systematic weakness 
in the design of the current pension source system. In the long run, the fundamental way to solve the issue 
of sustainability of pension source system is to establish a pension source system based on total factors 
contribution. In the short run, it can be start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transferring income tax into the 
pension system.
Keywords: total factors contribution; pension system; economics analysis; economic growth mechanism; 
transfer income tax into pension

The Method and Limi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Marx and Engels
——Critical Dialogue with Western “Marxism”

Zhang Liang
Abstract: After the western “Marxis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tandardized, it has developed its 
own special standardized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method and difference analysis method. In the past 40 years, it has shown an obvious “hermeneutic turn” 
of methodology. These research methods of ideological history have objectively promoted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Marx and Engels research in China,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us. On the one hand, we need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se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