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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大陸社保新規定及
台商經營對策

部分險種的處理方式、離開大陸時社保關係的處
理方式等等規定，呈現與「國民待遇」的一致性。

本文針對台灣民眾在大陸參加社保的法律規
定，提出見解以及台商的因應對策。

《暫行辦法》主要內容分析

一、適用對象範圍及險種、資格條件

根據《暫行辦法》第 2、3、14條規定，類別、
對象及意願、險種、資格下如表 1分類：

遠通國際經營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前言

中國大陸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國家醫療保
障局於 2019年 11月 29日發布《香港澳門台灣
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以
下簡稱暫行辦法 )，於 2020年 1月 1日正式實施。
這是針對在大陸就業、居住和就讀 (大學生 )的港
澳台居民而公布的一部部門規章，其目的在維護
港澳台居民依法參加社保及享受社保待遇的合法
權益。

《暫行辦法》涵蓋港澳台居民參加社保的對
象範圍、險種及待遇、經辦程序、雙重參保免除

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文《蕭新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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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通國際經營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依上述內容，詳細分析如下：

(一 )適用對象範圍：其一為就業人員，分別為就
業的台籍員工、未雇工的個體工商經營者、
靈活就業人員等三個類別；其二為非就業人
員，分別為未就業的台灣居民以及在校台籍
大學生。《暫行辦法》第 2、3條規定，是
擴大照顧到在大陸就業、未就業、就學的台
灣居民。

(二 )適用的險種：以就業人員來講，第一類就業
人員是指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係的台籍員
工，應當參加五個險種的社會保險，即職工
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
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第二類是從事個
體工商經營 (未雇工 )的台灣居民，可以視

需要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及職工基本醫療
保險；第三類是靈活就業的台灣居民，可以
視需要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及職工基本醫
療保險。以上第一類就業人員是強制性參
保，第二、三類屬於自願性參保。

以非就業人員來講，第一類是在大陸居
住的未就業台灣居民，可以視需要參加居住
地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基本醫
療保險；第二類是在校台籍大學生，可以參
加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以上二類都是自
願性參保。

(三 )資格條件：《暫行辦法》第 14條規定，參
保的台灣居民必須持「居住證」為唯一的有
效文件，才能參加社保，排除「台灣居民來

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類別 適用對象範圍 參保意願 適用的險種 資格條件

一 就業人員

依法註冊或者登記的「企

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

有雇工的個體經濟組織等

用人單位」依法聘用、招

用的台灣居民

強制參保

應當參加五個險種：

■  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  職工基本醫療保險
■  工傷保險
■  失業保險
■  和生育保險 居住證

二
未雇工的個體

工商經營者

從事個體工商經營的台灣

居民

自願參保

可以按照居住地有關規

定，參加兩個險種：職

工基本養老保險和職工

基本醫療保險三
靈活就業人員

(註 )
靈活就業且辦理居住證的

台灣居民 

一 未就業人員
在大陸居住且辦理居住證

的未就業台灣居民 

自願參保

可以在居住地按照規定

參加兩個險種：城鄉居

民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鄉

居民基本醫療保險
居住證

二
未 就 業 人 員

(在校大學生 )
在校台籍大學生

按規定參加高等教育機

構所在地城鄉居民基本

醫療保險

註：靈活就業人員是指以非全日制、臨時性和彈性工作等靈活形式就業的人員。

表 1：台灣民眾在大陸社保適用範圍及資格條件表

就
業
人
員

非
就
業
人
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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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大陸通行證」(即俗稱的「台胞證」)的有
效性定義，而港澳居民的有效文件則是指居
住證與通行證。《暫行辦法》用有效性文件
的定義，區分港澳居民與台灣居民的參保資
格，有不同的政治考量。

二、免除養老及失業保險之規定

由於台籍員工已經參加我國的勞健保，如再
在大陸參保則形成雙重投保的不合理現象，無實
質利益，且咸認為我國的勞健保制度健全、有保
障，大部分台籍員工在退休之前選擇回台灣辦理
退休，享受退休待遇。

再者，大陸社保費率相當高，繳費基數幾乎
年年上調，因而社保費用對台商及台籍員工來講，
是一筆很大的負擔。

因此，台商屢向大陸當局反映並提出免除雙
重參保的建議，而這次的《暫行辦法》有考慮到
兩岸實際狀況。第 11條規定：「已在台灣參加當
地社會保險，並繼續保留社保關係」的台灣居民，
可以持「相關授權機構出具的證明」，不在大陸
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這是大陸單方規
定的屬地參保原則，用來回應台商的呼籲。此舉
可以降低台商的社保成本及台籍員工的費用支出
(請見表 2)，進而提高了在大陸參保意願。

換言之，符合規定的台籍員工只須參加「即
期風險事件」的險種，即醫療、生育和工傷等三
種社保，以利於及時獲得醫療或理賠服務；但不
符合規定的台籍員工仍然要參加五個險種。

茲以上海市為例，假設台商所任用的台籍員
工都符合免除兩個險種者，則企業可降低社保成
本 61%，台籍員工可以降低 81%，其他省市則
因費率有差異，降低比例會有些許差異，但出入
不大。

三、台籍員工離開大陸時社保關係的處理方式

《暫行辦法》第 7條規定，台灣居民在達到
規定的領取養老金條件之前離開大陸的，其社保
個人帳戶予以保留，再次來大陸就業或者居住的，
繳費年限累計計算；經本人書面申請終止社保關
係的，可以將其社保個人帳戶儲存額一次性支付
給本人。換言之，台灣居民暫時離開大陸，俟機
會重返大陸就業或居住的，可保留社保關係，參
保年資可以累計計算；如果未來不再返回大陸就
業的，可以領回個人帳戶儲存額 (含養老保險及醫
療保險帳戶 )。

四、可以跨省轉移社保關係

《暫行辦法》第 8條規定，台灣居民在大陸
就業，社保關係可以實現跨省轉移，亦即可以隨
身攜帶社保關係，轉移就業地點，以利於參保、
退保、加保之作業流程，並保住自己的權益。

五、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累計繳費不滿 15 年的
延繳、補繳政策

依《暫行辦法》第 6條規定，參加基本養老
保險的台籍員工及台灣居民，達到法定退休年齡，
累計繳費不滿 15年的可以延長繳費至滿 15年，
在社會保險法實施前 (2011年 7月 )參保、延長繳
費年數 5年後仍不滿 15年的，可以一次性繳費至
滿 15年，始可辦理領取養老金手續。

六、確定退休養老金領取地

《暫行辦法》第 8條規定，確定了台籍員工
在達到退休年齡，其養老金的領取地方式。跨省

表 2：企業及台籍員工在社保險種及費率分析表

資格
條件

企業險種與費率
台籍員工險種
與費率

企業險種
與費率 (%)

企業
參保
費率
(%)

台籍員工
險種與費
率 (%)

台籍
員工
參保
費率
(%)

不符

合免

除規

定者

養老 (16)
醫療 (9.5)
失業 (0.5)
工傷 (0.16)
生育 (0.5)

26.66

養老 (8)
醫療 (2)
失業 (0.5)
工傷 (不負
擔 )、生育
(不負擔 )

10.5

符合

免除

規定

者

醫療 (9.5)
工傷 (0.4)
生育 (0.5)

10.4

醫療 (2)
工傷 (不負
擔 )、生育
(不負擔 )

2

降低

比例

企業降比：

(26.66-10.4)/26.66=61%
台籍員工降比：

(10.5-2)/10.5=81%

註： 工傷保險費率依行業風險分為一類至八類行業。
企業工傷保險基準費率從 2019年 5月起下調 20%，分
別調整為 0.16%-1.52%。本表以第一類 0.16%為例說
明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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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的台籍員工，達到退休待遇領取條件時，在
其參保所在地累計繳費年限滿 10年的，則在該地
辦理養老金領取手續；在其參保所在地累計繳費
年限不滿 10年的，可將其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回
上一個繳費年限滿 10年的參保地並辦理養老金領
取手續；在各參保地累計繳費年限均不滿10年的，
由其繳費年限最長的參保地負責歸集基本養老保
險關係及相應資金，辦理養老金待遇領取手續；
如有多個繳費年限相同的最長參保地，則由其最
後一個繳費年限最長的參保地負責歸集基本養老
保險關係及相應資金，辦理養老金待遇領取手續。
這種依不同的繳費年限之長短而確定退休養老金
的領取地，顯現出兩岸退休制度的差異性。

台商及員工的因應對策

從免除兩項社保險種的內容來看，對台商而
言，能夠降低勞動成本，對台籍員工而言，除了
降低參保費用外，也照顧到實質利益。然而由於
兩岸政治制度之差異及互信問題，需要進一步觀
察《暫行辦法》的執行情形，茲提出因應對策如下：

一、應持續注意地方的相關政策

《暫行辦法》在 2020年正式實施，各地方如
何落實，其實施細則也會陸續公布，台商及人資
部門應當持續關注後續發展，了解地方政府公布
的相關規定與政策，讓台籍員工了解社保登記與
繳納、跨統籌地區或跨省的轉移與接續方式、社
保待遇領取等事項的具體操作流程。

例如廣東省於 2019年 12月發布《關於進一
步完善我省港澳台居民養老保險措施的意見》，
增加了企業年金及商業養老保險的福利政策，這
對企業留才有鼓勵的作用。

二、居住證作為參加社保的唯一有效文件，涉及
到申領居住證的強制性規定

台灣居民參保的唯一有效文件是「居住證」，
大陸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網站中刊出答記者問
(2019-12-04)，對此有提出說明，然不能讓人信服。
所謂「居住證」是指依據《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
領發放辦法》的規定所頒發給常住在大陸的台灣
居民的身分證明文件。該辦法第 2條規定，台灣
居民可以根據「本人意願」依法申請領取居住證。
然而《暫行辦法》將居住證作為唯一的有效文件，
在程序上強制規定台灣居民要參加社保，必須先
辦好居住證，這與居住證申領辦法所規定「本人

意願」互相矛盾，而對港澳居民則放寬為居住證
與通行證都是有效文件，顯然有差別，值得觀察。

三、免除兩個險種須持台灣相關單位的證明，其程
序規定如何?台商應該持續關注未來的發展

台籍員工要申請免除兩個險種，必須按《暫
行辦法》第 11條規定，首先要繼續保留台灣的勞
健保關係，這是指台籍員工保有台灣企業的勞健
保關係，而且要有台灣「相關授權機構出具的證
明」，否則不符合規定，就無法免除兩個險種。

以上所述是否涉及到公權力的介入，是否依
照往例，直接經由「公證」程序即可在大陸辦理
免除手續，或是兩岸要進入協商機制，討論出一
個方案出來，尚屬未定之天。按前述的答記者問
(2019-12-04)，提到將視情況建立海峽兩岸協商
機制，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盡快確定具體解決
方案。

換言之，有關台籍員工能夠免除兩項險種的
條件，前提是要持「繼續保留社會保險關係」(勞
健保關係 )的「相關授權機構出具的證明」。證明
文件的相關格式、公證程序等具體方案尚未明顯，
如果要啟動協商機制，也是兩岸兩會要溝通的事
務性協商。

四、強制性參保，導致雇用的台籍員工是否參
保，將被列為稽查對象

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
的《國稅地稅徵管體制改革方案》規定，大陸於
2019年 1月 1日起，將社保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
徵收，這就提高徵繳力度，有利於利用個人所得
稅人數來勾稽投保人數，以及掌握個人所得稅的
繳稅基數來勾稽社保費繳費基數，從而提高企業
的勞動成本，這是台商要注意的地方。

五、僱用台籍員工，應先了解該員工的勞健保現狀

由於能免除兩個險種，企業不但能少繳社保
費用，又能保障台籍員工的社保福利，應當是一
個良好的政策，唯一要思考的是所招募或派遣的
台籍員工是否符合免除的資格，今後台商若要招
募台籍員工，可以此項規定作為招聘條件，但應
先調查其在台灣的投保現狀及其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