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 十 二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文件（23）附件一

广东省 2016 年度社会保险基金决算草案
2016 年，我省紧紧围绕关于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
策部署，坚持“政府主导、全面覆盖、城乡一体、层次多元”
理念，创新和规范机制体制，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全年
社会保险制度总体运行平稳有序。
一、全省社会保险基本情况
截至 2016 年底，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总参保人数约达
2.7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4834.79
亿元，增长 10.3%，完成预算 5191.62 亿元的 93.1%；基金
总支出 3318.45 亿元，增长 16.6%，完成预算 3924.91 亿元
的 84.5%；基金滚存结余 10844.85 亿元，同比增长 16.3%。
参保人数和基金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各险种参保及基金
运行情况如下：
（一）企业养老保险运行总体平稳。
2016 年，全省深入实施全民参保登记，健全部门联动机
制，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积极扩面。截至 2016 年末，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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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5185 万人，同比增长 5.4%。实际缴
费人数 2962 万人，同比增长 2.8%。按规定调整缴费基数上
下限，年度缴费工资下限调整至 2906 元，全省平均缴费工
资 3298 元，同比增长 8.8%。
基金征缴收入和待遇水平实现“双提升”
。2016 年，基
金征收 2484 亿元，同比增长 14.2%；全省离退休人数 507 万
人，平均养老金达 2432 元/月，同比增长 3.5%。基金结余持
续增加，当期结余 1105 亿元，同比增长 7.3%；累计结余 7263
亿元，同比增长 17.9%；可支付月数达 47 个月，高出全国平
均水平 30 个月。
（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稳步增长。
2016 年底，全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2579 万
人，
同比增长 5.8%，其中缴费人数 1245 万人，同比增长 9.6%，
领取待遇 823 万人，同比增长 5.6%。全年征缴收入 39 亿元，
同比下降 36.7%，主要是个别市 2015 年出台一次性补缴政策，
符合条件的居民集中办理一次性缴费，当年收入偏高，而
2016 年基本上为正常缴费，因此该项基金征缴收入同比下降
较大。
2016 年，全省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110
元，全年全省人均养老金为 148 元/月，同比增长 2.1%。广
州市人均养老金最高，为 452 元/月。全年待遇支出 156 亿
元，同比增长 6.7%，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占待遇支出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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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制度仍呈现较明显的福利性，但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原则
的作用开始显现。
（三）全民医保体系建设卓有成效。
一是覆盖面进一步巩固。2016 年底全省医疗保险参保人
数 10150 万人（职工医保 3814 万人，居民医保 6336 万人），
约占全国 14%，参保率稳定在 98%以上。二是筹资水平进一
步提高。职工医保用人单位和职工平均费率分别为 6.5%和
2.1%，年人均缴费从 2015 年的 4465 元提高到 4708 元。城
乡居民医保人均缴费从上年的 135 元提高到 172 元，人均财
政补助从 391 元提高到 446 元。三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
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规定报销比例分别达 87%和
76%，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分别提高到 64 万和 52 万。大病患
者住院平均报销比例提高约 12 个百分点。四是受益范围进
一步扩大。全省享受待遇 2.2 亿人次，同比增长 7.2%，其中
住院 105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0%。全面实现省内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
全年为 33.8 万人次结算医保报销费用 36.6 亿元。
五是大力推行付费方式改革，管控效果有所显现。职工和居
民医保的总费用支出同比分别增长 13.7%和 14.4%，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1.7 个和 14.4 个百分点。
（四）失业保险发挥“稳定器”作用。
2016 年底我省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 3020 万人，同比增
长 3.1%。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对失业人员的生活、医疗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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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全年共为 45 万失业人员累计发放失业金 24 亿元，同
比增长 26.1%；人均失业金 1288 元/月，同比提高 2.1%；为
失业人员缴交医疗保险费 4 亿元，同比增长 31.1%。支持企
业应对经济下行挑战，2016 年 3 月 1 日起，失业保险费率由
2%降至 1%，其中单位费率降至 0.8%、个人费率降至 0.2%。
全省单位平均费率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减少企业缴费约 58
亿元，发放稳岗补贴 48 亿元，帮助企业稳定就业岗位。
（五）工伤保险有力支持供给侧改革。
2016 年底全省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 3246 万人，同比增
长 4.0%；其中建筑业参保 278 万人，参保建筑项目 1.42 万
户，比 2015 年底增长 3 倍多。领取待遇人数 14.7 万人，较
上年同期下降 11.2%，主要是积极开展工伤预防，通过实施
费率浮动管理，大力开展宣传培训、职业健康体检，促进企
业加强安全生产，全省工伤事故发生率由 0.47%降为 0.37%，
位于全国较低水平。完善“年度调整+特别调整+托底调整”
的长期待遇调整机制，人均伤残津贴达 3100 元/月，同比增
长 11%，进一步提高供养亲属抚恤金“托底线”标准并建立
动态调整机制。
建立完善差别化、可浮动的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落实国
家部署，工伤风险类别由原来的三类细化为八类，并执行新
的八类行业基准费率，同时为确保企业费率只降不升，对执
行新标准后基准费率升高的，继续实施阶段下调费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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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工伤保险平均费率从 0.63%降至 0.47%，比全国低 0.23
个百分点，减少企业缴费 19 亿元。
（六）生育保险待遇大幅提高。
2016 年，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
定》
。全省参保人数稳步提高，年底达 3162 万人，同比增长
2.6%，享受医疗费报销和生育津贴人次 374 万，同比增长
77.3%。生育保险待遇支出 61 亿元，同比增长 53.5%，其中，
生育津贴支出 37 亿元，同比增长 47.4%，次均生育津贴达到
13429 元；生育医疗费支出 23 亿元，同比增长 64.2%；次均
生育医疗费用达到 679 元。此外，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
参保职工生育率达 1.7%，高出“十二五”期间 0.7 个百分点。
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参保扩面形势不容乐观。
随着我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
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劳动力需求减少，全省扩面空间逐
步收窄。2013-2015 年，全省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幅分别
为 3.6%、1.9%、0.9%，呈逐年下降趋势。再加上扩面工作的
深入推进，全省参保覆盖面已超过 90%，参保人数大规模增
加的阶段已经过去。“十二五”以来，我省社会保险参保总
人次增幅不断下降，增加额从 2011 年的 3950 万人次降至
2016 年的 657 万人次，增速从 2011 年的 26.4%降至 2016 年
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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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平稳运行压力逐步加大。
一方面，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深入推进，基金减收因素增多，再加上扩面空间日渐缩窄，
征缴收入增速逐步趋缓，从 2011 年的 29.3%降至 2016 年的
11.4%。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社保制度
内人口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如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从 2011
年的 6.6 降至 2016 年的 5.8，职工医疗保险在职退休比从
2011 年的 8.5 降至 2016 年的 7.3，再加上待遇逐年提高，
基金支出快速上涨。近年来，全省基金支出增速快于收入增
速，收支平衡的压力逐步加大。
“十二五”期间，基金征缴
收入平均增长 19.2%，待遇支出平均增长 21.2%，收入增速
比支出增速低 2 个百分点。2016 年继续呈现这种态势，基金
征缴收入同比增长 11.4%，待遇支出同比增长 14.2%，收入
增速比支出增速低 2.8 个百分点。
（三）基金结余区域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
2016 年，珠三角地区经济保持较快发展，而粤东西北地
区受传统发展模式影响，GDP 增速低于珠三角地区。受经济
发展区域不平衡的影响，我省社保基金结余不平衡情况更加
突出。2016 年底，珠三角地区社保基金累计结余 10284 亿元，
占全省总结余的 90.7%；粤东西北地区累计结余 1059 亿元，
仅占 9.3%。其中，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统筹基
金不平衡情况尤为突出。珠三角地区和粤东西北地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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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分别占全省的 96.6%和 3.4%，可
支付月数分别为 59 个月和 7 个月。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建议
（一）大力推动企业全员足额参保。将扩面征缴完成情
况纳入省政府重点督办事项及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
指标体系，深入推进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落实扩面征缴职责，
形成部门联动机制，加强执法检查，推动企业职工及灵活就
业人员全员参保和足额缴费，深入推进建筑项目参加工伤保
险。
（二）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实现基金省级统收
统支，着力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拓宽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渠
道，不断加大各级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力度，加强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管理，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实
现保值增值。
（三）推进医保机制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总额控制下的
复合式付费方式改革，深入开展医疗费用智能监控工作，有
效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发挥医保对医疗、医药改革的
撬动作用，推动“三医联动”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
下沉。
（四）落实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政策。落实失业保险
援企稳岗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及时足额享受稳岗补
贴。制定公务员和参公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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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完善浮动费率机制，强化预防、补偿、康复相结合，继
续提高待遇水平。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积极推行生育保险
与职工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督促各地严格执行《广东省
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待遇项目和标准，切实维护参保职工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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