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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企业年金EET型税收政策

【摘要】通过梳理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政策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在分析实行EET型税收政策后企业

年金发展依然缓慢的基础上，探讨现行EET型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缴费环节税收优惠力度小；领取环

节征税规则设置不合理，按月领取年金全额计征个税、一次性领取年金税率过高、缴费本金及投资收益

均按“工资、薪金所得”计税等。基于此，提出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增加有关企业年金税收的相关法律条

文、在缴费环节逐步提高税收优惠幅度等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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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1年首次提出要逐步建立企业补充养老

保险制度以来，我国企业年金发展速度十分缓慢。

200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公报开始首次统

计企业年金数据，当年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数为2.4
万家，2015年为 7.55万家，平均每年增加约 5700家
企业，年均增长率为 13.58%。2006年参加企业年金

职工人数占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的比例

为 5.14%，2015年为 6.55%，十年时间仅增加了 1.41
个百分点；企业年金基金年末累计积累额占当年

GDP的比重也增长缓慢，2006年为0.42%，2015年为

1.41%，十年时间仅增加了约 1个百分点。我国企业

年金发展缓慢的原因众多，其中，企业年金税收政策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要“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

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同年底，财政部、人社部及国家税务总局联

合发布了《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103号，以下简称“103号
通知”），终于确定我国采用 EET（Exempt Exempt
Tax）税制。本文拟探讨 2013年后的EET税制问题，

对完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制度、加快企业年金发展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政策发展历程

1. 企业缴费可以有税收优惠。尽管我国在1991
年就提出要开始探索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

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但对企业年金税

收优惠没有做出任何规定。直到 2000 年《国务院

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

中，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正式改名为企业年金，并首

次对企业年金企业缴费进行税收优惠规定，即企业

缴费的 4%之内可以在成本中列支。2009年《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费有

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中，又规定从 2008
年1月1日起，将企业缴费部分的税收优惠额度调整

为5%。

2. 个人缴费没有税收优惠。2009年，《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694 号，以下简称“694 号通

知”）中，首次对企业年金个人缴费进行了税收规定，

提出企业年金的个人缴费部分，不得在个人当月工

资、薪金计算个人所得税时扣除，即个人缴费部分需

与职工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一并扣除标准后征收

个人所得税；企业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属于个

人所得税应税收入，在计入个人账户时，应视为个人

一个月的工资、薪金（不与正常工资、薪金合并），不

扣除任何费用，征收个人所得税。该通知仅对企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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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缴费阶段进行了税收规定，对企业年金投资阶段

和领取阶段的税收规定尚未涉及，但在实际操作中，

投资环节和领取环节均免税，即采取的是EET税收

模式。2011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

得税有关问题补充规定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9号）中对企业缴费计入个人账户部分的

征税规定进行了调整：企业缴费部分计入职工个人

账户的，当月个人工资薪金所得与计入年金账户的

企业缴费之和未超过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

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反之，超过部分按694号通知第

二条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3. 采用EET税收优惠模式。2013年，财政部、人

社部及国家税务总局三机构联合发文，对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进行了新的规定。在 103号通

知中明确规定：①年金缴费阶段，企业缴费计入个人

账户部分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缴费不超过本

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4%标准内的部分，暂从个人

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②投资阶段，年金基金

投资运营收益分配计入个人账户时，个人暂不缴纳

个人所得税；③领取年金阶段，按月领取的年金全额

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适用的税率计征个人所

得税。至此，确定了我国企业年金采用EET型的税

收优惠模式。

二、确立EET税收优惠模式后的企业年金发展

现状

本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公布的

《2013 ~ 2015年度企业年金数据摘要》、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

理出 2013~2015年企业年金建立企业数、参加职工

数、年末基金累计额情况，见表1。

从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数量来看，我国建立企

业年金的企业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2013年为 6.61
万个，2014年较 2013年增长了 10.89%，绝对值增加

了 7200个，为 7.33万个；2015年较 2014年增长速度

放缓，增长了 3.00%，绝对值增加了 2200个，为 7.55
万个。

从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来看，我国参加企

业年金的职工数也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2013年为

2056万人，2014年较 2013年增长了 11.53%，绝对值

增加了 237万人，为 2293万人；2015年较 2014年呈

现放缓趋势，增长了 1.00%，绝对值增加 23万人，为

2316万人。从参加企业年金职工人数占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的比例来看，2013年为6.38%，

2014年增长到6.72%，2015年较2014年有所下降，为

6.55%；但相较于2013年，均有所增加，但增幅不大。

从年末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规模来看，2013年为

6035亿元，2014年较 2013年增长了 27.41%，绝对值

增加了1654亿元，为7689亿元；2015年较2014年增

长放缓，为23.89%，绝对值增加了1837亿元，为9526
亿元。从年末累计积累额占当年GDP的比重来看，

2013年为 1.03%；2014年为 1.21%，较 2013年增加了

0.18个百分点；2015年为 1.41%，较 2014年增加了

0.2个百分点。占比每年均有所增加，但增幅不是特

别明显，且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

理论上，EET型税收政策具有提高职工参保积

极性的功能。通过以上我国企业年金的数据分析，发

现实施EET型的税收政策后，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

个数、参加职工数以及基金积累额虽均有所增加，但

增加幅度并不明显，说明我国EET型税收政策还存

在一些问题，导致其功能不能完全发挥。

三、我国EET型税收政策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 企业年金缴费阶段的税收优惠比例较小。目

前企业年金缴费阶段的税收优惠比例与我国企业年

金目标替代率 20%下的税收优惠比例相比，还具有

一定差距。国际上普遍认为，养老保险的替代率达到

约 70%时，参保者退休后可以维持与退休前大体相

当的生活水平。目前，我国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

的替代率大概为 43%左右，第三支柱的个人储蓄性

养老保险制度发展非常滞后。因此，为达到70%的替

代率，企业年金的替代率至少需达到20%左右。有学

者对20%企业年金目标替代率下的税收优惠比例进

行了测算，认为每提高 1%，税收优惠比例就要增加

大约 0.45%，而替代率要达到 20%的水平，税收优惠

比例应提高到 9%左右。目前，我国税收优惠比例相

较于20%目标替代率下的优惠比例还有一定差距。

另外，我国企业年金税优优惠比例相较于国际

建立企业数（万个）

较上年增长（%）

参加职工数（万人）

占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人数（%）

年末累计积累额（亿元）

占当年GDP比重（%）

2013年

6.61
20.84%
2056

6.38%

6035
1.03%

2014年

7.33
10.89%
2293

6.72%

7689
1.21%

2015年

7.55
3.00%
2316

6.55%

9526
1.41%

表 1 2013~2015年企业年金建立企业数、
参加职工数、年末基金累计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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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实行EET型税收政策的其他国家，税收优惠比例

较小。通过对国际上实行EET型税收政策的10个国

家的税收规定进行整理（见表 2），发现在这些国家

中，雇主缴费的税收优惠比例均在15%以上，其中有

8个国家对雇主缴费部分直接免税；雇员缴费的税

收优惠比例在6%~ 25%之间，其中，美国个人缴费的

税收优惠比例最低为 6%，其他 9国中有 4个国家对

个人缴费部分免税，5 个国家的税收优惠比例在

10% ~ 25%之间。我国企业缴费部分的税收优惠比例

为5%，个人缴费部分的税收优惠比例为4%，均低于

国际上实行EET税收模式的平均税收优惠水平。

2. 企业年金领取阶段的征税规则设置不合理。

（1）按月领取年金全额计征个人所得税严重影

响低收入职工的参保积极性。103号通知规定，职工

领取年金时的个人所得税应以月领取全额按照“工

资、薪金所得”项目适用的税率计征。这条规定中“全

额”计征个人所得税对低收入职工的整体税负产生

不利影响，使得其整体税负不减反增，不利于递延税

收政策功能的充分发挥。根据694号通知的规定，企

业年金个人缴费部分扣除费用标准（2011年修改为

3500元/月）后再计征个人所得税。在此模式下，低

收入职工在参加企业年金时可能由于其工资薪金所

得低于费用标准，企业年金个人缴费部分的税额为

零。但在EET型税收政策下，按 103号通知的规定，

领取的年金全额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工资、薪金

所得”累进税率表的规定，最低也要征收3%的税收。

因此，企业年金税收递延政策中按月领取年金全额

计征个税的规定对低收入职工的参保积极性具有激

励性不足的影响。

（2）一次性领取年金的税率过高有损职工的年

金权益。目前政策规定，个人在退休时领取年金可采

用两种方式：一是分期领取，二是一次性领取。103
号通知对一次性领取年金规定采用一次性领取年金

个人账户资金的，就其一次性领取的总额，单独作为

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该项规定

实施后，职工在退休时就分期领取还是一次性领取

方式的选择上发生了较大变化（见表3）。

由表3可知，2014年，103号通知正式实施后，当

年一次性领取人数占当年领取人数的比例较 2013
年减少了 22.21%，由 2013年的 64.69%减少为 2014
年的42.48%，2015年延续下降趋势，减少到25.05%；

而分期领取比例则由 2013年的 35.31%增加到 2015
年的 74.95%，即在当年领取人数中，有超过一大半

的人选择了分期领取的方式。这项规定旨在引导职

工分期领取年金以保证其在退休后每月均有一笔的

稳定收入，且在实践中效果也很明显。但从职工参保

积极性角度来看，这项规定可能会挫伤职工参保的

积极性，影响税收递延政策功能的发挥。

本文做一个简单测算：假设某职工23岁参加工

作并加入企业年金计划，每年均缴费 1000元，投资

收益率为8%，不考虑工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企业

缴费计入个人账户部分等因素，到 60岁退休时，其

个人账户中的资金积累额为∑
i = 1

37
1000×(1 + 8%)i ，约

为219315元。职工因个人特殊原因选择一次性领取

年金，按“工资、薪金所得”累计税率表，适用 45%的

税率，职工需缴纳的税款为98692元，约为职工37年
缴费总额的 2.7倍，为总投资收益额的 1/2左右。因

此，税率过高可能使得职工损失较多的年金权益，对

职工参保具有消极作用。

（3）缴费本金及投资收益均按“工资、薪金所得”

条目计税不符合分类所得税制规定。我国个人所得

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即根据所得来源的不同分为

若干类别，对不同类别的所得分别计税。根据《个人

所得税法》规定，缴费本金以职工任职或受雇为条件

而取得，属“工资、薪金所得”条目，适用“工资、薪金

所得”七级超额累进税率；投资收益以投资于银行存

国家

税收
规定

国家

税收
规定

雇主

雇员

雇主

雇员

美国

15%
6%

爱尔兰

免税

免税

英国

免税

17.5%以上

加拿大

—

18%

瑞士

免税

免税

葡萄牙

免税

免税

德国

免税

10%
芬兰

免税

10%

奥地利

免税

25%
比利时

免税

免税

表 2 国际上实行EET型税收政策的部分国家税收规定

注：资料来源于肖明迁（2016）的《企业年金的税收政
策研究》一文，其中“-”代表数据缺失。

当前领取人数（万人）

一次性领取（万人）

占当年领取人数比例（%）

分期领取（万人）

占当年领取人数比例（%）

2013年

57.83
37.41

（64.69%）

20.42
（35.31%）

2014年

47.60
20.22

（42.48%）

27.38
（57.52%）

2015年

89.70
22.47

（25.05%）

67.23
（74.95%）

表 3 2013~2015年企业年金年末领取人数、
领取方式的情况

注：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网站公布的《2013 ~
2015年度企业年金数据摘要》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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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债券、股票等方式取得，属“利息、股息、红利所

得”条目，适用 20%的比例税率，其中国债和国家发

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储蓄存款利息免税。

目前，我国企业年金主要涉及三个环节的征税，

分别是缴费环节、投资收益环节及领取环节。按照

EET型税收递延政策的理念，当期企业缴费计入个

人账户的部分及个人缴费部分应纳税收、当期投资

收益应纳税收将延期至领取阶段征税，那么在领取

阶段就涉及对企业年金缴费本金（企业缴费计入个

人账户部分+个人缴费部分）及其投资收益额两个

类别的征税。但由于企业年金账户的管理尚不完善，

在领取环节无法将缴费本金与其投资收益额、投资

收益内部不同投资项目收益金额准确区分开来。因

此，在企业年金领取阶段对不同来源的所得均按“工

资、薪金所得”条目，适用“工资、薪金所得”累进税率

计征个人所得税，但这一做法与现行《个人所得税

法》采用的分类所得税制相违背。

四、对企业年金EET型税收政策的改进建议

1. 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增加有关企业年金税

收的相关法律条文。国际上建立企业年金的国家对

企业年金税收方面的规定大多都有相关税法作为依

据，各国税法对企业年金的筹资、投资运营、领取等

环节涉及的税收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比如日本的

《日本所得税法》中对不同年金收入下的税收扣除额

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美国的《国内税收法案》也对美

国企业年金（401k）计划所涉及的税收问题进行了规

定。而我国在2011年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第三

次修订，其中仅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缴费明确规定了不用缴纳个

人所得税，对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第三支

柱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缴费税收尚未涉及。

我国先后出台的与企业年金税收相关的文件共

计 5项，其中 4项是以通知的形式，1项以公告的形

式；发文的机构中，1项为国务院，两项为国家税务

总局，1项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1项为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人社部三部门联合发文。不

论是从发文类型还是从发文机构来看，我国企业年

金税收相关规定以部门规范性文件为主，权威性及

法律效力欠佳。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一项政策有效实

施的重要依据和保障。因此，本文认为需要完善企业

年金税收相关立法，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增加企业

年金税收相关的法律条文，为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的

有效实施提供法律依据，增强政策实施的法律效力。

2. 企业年金税收采用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所

得税制计征个税。相比于美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

所得税制，在企业年金领取环节将所有不同来源的

收入综合起来，在扣除一定的标准后，适用累计税率

计征个税，无需在领取环节区分收入的不同来源适

用不同税率。我国企业年金领取环节计征个人所得

税更为复杂，根据分类所得税制的理念，在领取年金

环节需将缴费本金和投资收益额划分开，分别征税。

其中需将缴费本金记录和投资收益记录以及不同投

资项目所取得的收益记录区分开。这样不仅对年金

账户的管理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管理成本

也较大。

因此，本文建议我国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采用

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所得税制模式，即在缴费环节，

超过税收优惠比例的部分按分类所得税制适用的

“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将

缴费本金和投资收益综合起来计征个税，而不区分

收入的不同来源，同时扣除在缴费环节已经缴纳过

的那部分税金。这种综合所得税制对纳税人个人收

入信息的透明度、申报的主动性、税务机关征收能力

等方面具有较高的要求，而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由专

业的账户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对年金账户的各项资

金活动均记录在册，且在领取年金时直接由公司代

为申报年金金额和代扣代缴税款，能够满足综合所

得税制模式的要求。

3. 逐步提高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比例。我国

企业年金EET型税收政策下，在缴费环节对企业和

个人缴费的税收优惠比例较低，对企业和个人参保

及缴费的激励性不强。为充分发挥EET型税收递延

政策的优势，建议逐步将我国企业年金企业缴费部

分的税收优惠比例提高到《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规定

的企业缴费上限，约 8%左右；个人缴费部分维持在

4%，也可略有提升。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比例的确定

不仅要考虑对职工参保积极性的激励效果，还需考

虑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

假设企业年金企业缴费比例为8%，个人为4%，

企业及个人缴费税收优惠比例为其缴费比例；企业

所得税税率为 25%，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7%，投资收

益率为 8%，投资收益的税率为 20%。通过查看 2014
~ 201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得出：2013年职工工资

总 额 为 93064.3 亿 元 ，一 般 财 政 预 算 收 入 为

129209.64亿元；2014年职工工资总额为102817.2亿
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为 140370.03亿元；2015年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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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资总额为 8617.3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为

152269.23亿元。由此计算出在企业缴费税收优惠比

例为8%、个人缴费税收优惠比例为4%时，我国企业

年金的免税情况（见表 4）。从表 4可看出，在EET型

税收政策下，2013年免税总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

例为 1.78%，2014年为 1.81%，2015年为 1.82%，均未

超过 2%。而国际上企业年金税收隐性支出平均为

2.19%，可见，在此税收优惠比例下，我国财政是可以

承受的。

4. 按月或一次性领取年金均允许扣除一定费

用标准。

第一，在EET型税收政策下，职工的个人缴费

及企业缴费计入个人账户部分在缴费环节可扣除费

用标准后计征个人所得税。EET型税收政策是对缴

费的延期纳税，同样应该允许职工在领取环节按月

领取的年金扣除一定费用标准后再计征个人所得

税，由全额计税改为差额计税。扣除费用标准可与

694号通知下的扣除标准一致（3500元/月），或另外

制定企业年金按月领取税收扣除标准。

第二，职工在退休时选择一次性领取年金的不

能单独作为其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

所得税，应针对一次性领取年金的不同额度区间设

计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职工在领取时先扣除费用

标准再计征个人所得税，减少职工因现行税收政策

下高税率导致的年金权益损失。

5. 提高企业年金账户管理的信息透明度。企业

年金税收采用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对企

业年金账户管理的信息透明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企业年金账户管理机构作为职工年金缴费、投资运

营、支付等资金活动的记录者，在日常的管理中有义

务对账户的所有资金活动进行详细的记录，并定期

向职工、税务等相关部门公布管理信息。此举对于税

务机关来讲，有利于其掌握职工年金收入的完整信

息，从而更好地实施税收征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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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3
2014
2015

企业年金
缴费额

企业
缴费额

7445.1
8225.4
8960.6

个人
缴费额

3722.6
4112.7
4480.3

企业年金缴费
阶段免税额

企业
免税额

1861.3
2056.3
2240.2

个人
免税额

260.6
287.9
313.6

投资
阶段
免税
额

178.7
197.4
215.1

免税
总额

2300.5
2541.6
2768.8

免税
总额
/财政
收入

1.78%
1.81%
1.82%

表 4 提高税收优惠比例后我国企业年金免税情况
单位：亿元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2014 ~ 2016 中国统计年
鉴》整理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