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提出

国资委将纳入预算范围的国企利润收缴上来后，接下来

面临的一个较大难题便是预算支出如何分配，即国资收益应

该如何科学地调配使用，这是国资预算制度对国企经营利润

进行价值管理、财政分配的重要一环，也正是纳税人意识逐

渐觉醒下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现行的国资预算制度及实践

中的国资预算支出未能切实体现向民生倾斜的财政倾向，而

是主要在国企“体内循环”，使国资预算支出调入公共财政预

算、贡献用于民生支出的部分极有限。

结合2007年国资预算制度建立以来的最新数据，基于我

国社保收支现状，本文分析了现行国资预算政策制度及其所

提及的国资预算支出调入公共财政比例过低的问题，揭示了

我国国资预算支出呈现的“体内循环”现象，并从社保支出来

源、社保收支对比情况、社保支出最主要的一环——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未来增长需求等层面探讨了我国社保资

金需求日益膨胀、存在的亏空和赤字隐患。

本文认为，为缓解我国社保资金的亏空、赤字隐患，应双

措并举，将国资预算作为社保基金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同

时优先将收缴的国资收益加大用于弥补日益扩大的社会保

障基金的资金缺口，扩展更宽泛的民生内容，真正体现其全

民所有的本质。本文希冀能为我国国企利润分配体制和国资

预算支出指明改进方向，为当前正进行的深化国有企业和国

资预算分配制度改革以及新常态下的基本民生保障工作提

供相关支撑。

二、我国国资预算支出的“体内循环”

如表 1所示，2010 ~ 2014年我国国资经营预算收支绝对

数、增长率都基本持平，而用于社保民生类的预算支出增速

缓慢，年均增长率不到 13%，远远低于总支出的 40%增长率，

可以合理推测，这 5年来国资预算支出增长的大部分都用到

了央企重大项目建设发展上。根据表1计算，5年中投入社会

保障支出等的总额仅有 540.11亿元，而国资经营预算支出 5

年累计达 4638.62亿元，平均民生支出占比仅为 11.6%，若以

央企上缴利润收入为基数，支出金额不到收入的9%，可见大

额利润的去向仍然是央企，跳出利润循环用于全民受益的社

保支出很少。

【摘要】国企利润在社会中进行合理分配是国资预算制度的核心要义。我国现行国资预算支出分配“体内循环”倾向

明显，国资预算支出结构中用于社会保障项目和分配调入公共财政预算、投入于民生支出的部分极有限；而与此同时，近

年来我国社会保障的经济需求极大，社保资金需求日益增加，社保基金未来存在不断增大的亏空、赤字隐患。为此，应将国

资预算作为社保基金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逐步合理扩大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比例和范围，在保障公共财政用于转移给

民生方向的预算支出充足的同时，优先将收缴的国资收益加大用于弥补日益扩大的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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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社会保障支出

国资经营总支出

央企上缴利润收入

国资经营总收入

社会保障支出/
国资经营总支出

2010

137.10

541.99

424.52

558.67

25.30%

2011

45.93

769.53

757.35

765.01

6.00%

2012

67.21

929.79

950.64

970.68

7.20%

2013

84.29

978.19

1039.63

1058.43

8.60%

2014

205.58

1419.12

1378.57

1410.91

14.49%

年均
增长率

12.49%

40.46%

56.18%

38.14%

-

表 1 2010 ~ 2014年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
金额单位：亿元

注：依据财政部官网2010 ~ 2014年中央和地方国有资本

经营收支决算及执行报告整理。

□·60·财会月刊2016.29

□财政·税务



国资预算支出“体内循环”明显，令国资预算制度的再分

配作用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资预算支出对公共财

政职能履行的支持，弱化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承担的宏观

层面上作为政府宏观调控衍生手段、支持并服从于公共财政

职能履行的社会性功能。

三、我国社保资金需求日益膨胀，存在亏空和赤字隐患

随着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不断调整、演变，国企税后利

润分红上缴国资预算再进行财政分配已成为一项伴随经济

体制共生、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收缴国资收益，促使国家财

政收入增加，将其用于医疗支出、政府教育的支持及养老金

等社会保障资金巨大缺口的弥补等，通过公共支出等预算支

出形式对社会福利等民生事业形成支持，有利于刺激国民消

费，引导其减少相应的预防性储蓄，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虽然国有企业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成果丰硕，但现

行的国资预算制度及实践中的国资预算支出层面却未能切

实体现向民生倾斜的财政倾向，而是主要在国企“体内循

环”，国资预算支出结构中用于社会保障项目和分配调入公

共财政预算、投入民生支出的部分十分有限。而近年来我国

社会保障的经济需求极大，社保资金需求日益增加、膨胀，更

加剧了未来我国社保基金存在不断增大的亏空和赤字隐患。

1. 从社保支出来源来看。将社保类支出按来源细分后可

发现，国资经营总支出调入公共财政用于社保等民生的支出

比例平均不到 7%（详见表 2）。2014年《预算法》规定，国有资

本经营支出调入公共财政的比例不得低于15%，而十八届三

中全会中提出在2020年要提高到30%，进一步加大国资收益

在公共财政上的支出，促进国企经营利润分配向民生领域、

全民共享倾斜。但即使是在 2014年新政策出台后的当年，该

比例也只上调到12.97%，可见国有资本经营支出调入公共财

政的比例较低，实现未来预期目标任务艰巨。

2. 从社保收支对比数据来看。从财政部网站披露的

2010 ~ 2014年我国社保基金具体收支数据来看，我国养老保

险为社保支出的主要支出，作为社保支出最主要的一环，年

均占比都在 63%以上，且 2010 ~ 2014 年年均增长率达

31.80%，而社保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也仅 32.39%，因此可以

发现，养老保险支出的增长率非常高，而且社保总支出的年

均增长率为 38.24%，甚至超过了社保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

（详见表 3）。因此可以推测，未来社保资金需求将进一步扩

大，社保基金很可能会发生亏空和赤字隐患。

由表3可知，2014年年末滚存结余达5万亿元，似乎看起

来非常庞大，但实际上结合 2014 年我国社保基金预算数据

来看，2014年社保总收入合计39186.46亿元，其中有29104.1

亿元来自国民和企业自行上缴的保费收入，占75%，而22%来

自财政补贴，为 8446.35亿元，剩余 3%为利息收入 1182.28亿

元，可见社保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性非常明显。

若单独将占比最大的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收支对比分析，

其差异更加显著（详见表4）。根据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说明，将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合并作为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数据分析，财政补贴在养老保险

收入中的比例约达20%，虽然2014年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仍

高于其支出，但也只是略高，养老保险总收支差仅3395.97亿

元，若扣除财政补贴的部分，其实际上亏空1400多亿元，透过

2015年预算数据来看，养老保险总收支差仅为2505.05亿元，

实际亏空甚至将达到3000多亿元。

3. 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未来增长需求来看。实际

上，我国政府也已经看到了社保基金未来的一个巨大需求，

年份

养老保险支出

社保总支出

社保总收入

滚存结余

养老保险支出
/社保总支出

2010

9429

13310

17071

21438

70.84%

2011

12092

18877

25758

29818

64.06%

2012

15160

23931

31411

37540

63.35%

2013

18099.47

28616.75

34515.56

43441.85

63.25%

2014

21423.35

33669.12

39186.46

50408.76

63.63%

年均
增长率

31.80%

38.24%

32.39%

-

-

年份

保费、利息收入

财政补贴收入

养老保险总收入

财政补贴收入/
养老保险总收入

养老保险总支出

养老保险总收支差

2013

17773.48

4202.54

21976.02

19.12%

18099.47

3876.55

2014

20015.79

4803.53

24819.32

19.35%

21423.35

3395.97

2015（预算）

21440.04

5620.38

27060.42

20.77%

24555.37

2505.05

年份

国有股减持补充
社保支出

调入公共财政的
社保支出

国资经营总支出

调入公共财政的
社 保 支 出/国 资
经营总支出

2010

127.10

10.00

541.99

1.85%

2011

5.93

40.00

769.53

5.20%

2012

17.21

50.00

929.79

5.38%

2013

19.29

65.00

978.19

6.64%

2014

21.58

184.00

1419.12

12.97%

注：数据来源于2010 ~ 2014年财政部官网中央国有资本

经营支出决算的说明。

表2 2010 ~ 2014年我国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调入公共财政情况 金额单位：亿元

表 3 2010 ~ 2014年我国社保基金收支
金额单位：亿元

表 4 2013 ~ 2015年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收支
金额单位：亿元

注：依据 2013 ~ 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支出内

部资料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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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政策中拟将国资收益支出调入公共财政的比例到 2020

年时上升至 30%就是积极应对信号。然而，单独从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来看，按照国际劳动组织规定的城镇

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领取最低标准（替代率为 55%）的结果

测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账户未来30年的收支结

余将逐年减少，到2020年城镇企业职工养老基金收支当期亏

空将达5700亿元，若考虑国家可能在未来逐步提高退休职工

的养老金领取水平（替代率为60%），那么亏空缺口到2040年

将达到1.6万亿元（姜英霞，2013）。

结合国资预算数据，若以2015年预算数据为基数进行预

测，假设国资收益按表 1中的 38.14%增长，国资收益调入公

共财政比例为30%，那么如表5所示，到2020年，政府补贴资

金中由国资收益调入公共财政的仅1600多亿元，而当期仅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亏空就达 5700多亿元，累计亏空将更

大。因此，本文分析认为，国资收益调入公共财政的比例即使

在2020年提高到30%，仍然是较低的。

四、结论与建议

1. 结论。我国社保基金收入来源主要依赖于企业、国民

自行上缴和财政收入，就当前来看，其对财政补助的依赖性

非常大。随着老龄化趋势加重，这种依赖性也将持续增大，给

公共财政造成极大负担。而每年公共财政自身的支出增长本

身就是一个负荷，无法一次性满足对社保资金如此大额的需

求。若仅仅依靠政府财政去弥补，显然力不从心；可若增加企

业、个人社保上缴比例，无疑会增加国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

业的经营负担。

然而，社保资金支出具有极强的刚性，必须拥有一个非

常稳定又有可预见性的来源才能作为可靠支撑，国资预算收

益便成为其最佳选择之一。国资收益不应局限于国企内部循

环，还应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以一定比例转入公共财政，弥

补其资金循环量的不足，通过再分配的形式实现“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这是国企基本属性中的公益性所决定的，也是国

家发展国企、壮大国有资本的根本目的。但是，目前我国国资

预算支出“体内循环”严重，国企创造的巨额利润在上缴国家

后又过多地再分配回流于自身，调入公共财政用于社保等民

生的支出比例过低，国企经营利润的公共性弱化严重，未能

真正体现其全民所有的本质。

2. 建议。本着民生政策的导向，我国应该逐步扩大涉及

公共福利等民生方向的支出范围和比例，以缓解我国在民生

建设、社保基金等方面的资金压力，进而增强我国政府以及

国有企业在公共民众之间的信任度，国有资本所产生的投资

收益才能真正达到全民共享。而在扩大民生支出的前提下，

需同时采取以下措施双措并行：

（1）在充分考虑不同性质、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国有企

业经营现状的基础上，坚持发达地区国企、大型垄断国企、高

市场投资回报国企等多征多缴原则，逐步扩大国有企业利润

分配的合理比例和范围，同时配套以健全的国有资本投资制

度和完善的国资预算支出绩效评价体系进行监督、管控，严

格强化预算的编制、执行、审计等系列流程和程序，发挥预算

本身的计划性、管理性以体现经济效益，进而有效改善国有

企业的投资与运营效率，提升国企资金的配置利用水平，改

变国资预算支出的“体内循环”现状，扩大可用于民生领域的

预算支出空间，保障公共财政用于转移给民生方向的预算支

出资金的充足。

（2）将国资预算作为社保基金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将

收缴的国资收益优先、加大用于弥补日益扩大的社会保障基

金的资金缺口，将其从单一的社会保障向教育、医疗、就业等

更宽泛的民生内容扩展，而这可通过加大国资预算调入公共

财政预算的比例，或加大其直接补充社保基金收入的比例来

进行。国企的特殊产权性质决定了其经营管理收益应由全民

所有，国家应明确规定每年将一定比例的上缴利润充实养

老、社保基金支出，而在今后社会保险缴费费率降低后，可把

国资收益作为社会保障筹资来源之一。而且，当前我国正处

于社会保障快速增长的上升期，社保民生支出平均增长比例

也理应高于经济增速，以弥补前期低水平适应的不足，缓解

我国社保资金的亏空和赤字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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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0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预测
金额单位：亿元

注：依据表3、财政部201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表计算而

得。

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
总支出

112571.9670

养老保险
总收入

106821.3546

养老保险总
收支差

-5750.6124

所需政府补贴

国资收益
调入资金

1613.9209

公共财政额
外资金缺口

4136.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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