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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老来还乡 心里就慌得很”

张宪生是多年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人员。他认为大批量农民工面临或即将
面临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够的问题，和
早年的政策不完善脱不了干系，企业也要
担责。比如十多年前媒体关注的珠三角
农民工排队退保现象，其中就有地方政府
和用人单位“积极”推动的因素。他透露，
2004年之前的一个时期，参保人如果要退
保，社保中的单位缴费部分和个人缴费部
分都可以退，企业和农民工个人都拿到了
现钱，农民工养老保险年限和金额纷纷归
零。后来国家对社保参保要求日益严厉，

《社会保险法》也出台了，为员工缴纳养老
保险成为企业的法定责任，农民工的养老
权益保障开始取得巨大进步。与之相应
的是，农民工的参保意识和诉求也大大提
高。

张宪生：不过，现在的企业依然存在
对社保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的问题。有
人投诉不为员工缴养老保险了，企业才去
缴，没投诉就不管。企业为什么对缴纳社
保不积极呢？原因之一是农民工的流动
性大，不稳定。今天帮你缴了养老保险，
明天你就走了，企业缴的钱却没法退，用

工成本太高。
祁运会在深圳从事法律服务多年，据

他了解，此前，养老保险在公司里被当作
一种特殊福利，只有管理层和技术人员才
有资格享有，普工或者年资浅的员工是没
有缴纳的。后来国家对参保要求越来越
严，但仍然存在着操作“潜规则”。

祁运会：在2004年之前社保局给单
位有一个6%的比例。也就是说，企业担
保参保率达6%，不罚款；在2008年之前，
参保率是20%不罚款；现在要求企业参保
率达到60%不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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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社保缴费年限不够，甚至根本没有
缴纳养老保险，而导致退休后无法养老，是
农民工最为关注的权益问题之一，也是《南
方工报》投诉热线接听最多的投诉内容。

日前，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2016年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
底，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此前国
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2009年至2012年，
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与总量连年冲
高，保守估计，2012年后超过4000万人。

据《学习时报》2013年6月一篇文章
称，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的比率很低，“例如在农民工聚集的广
东省，从二十世纪90年代实施农民工基
本养老保险以来，到现在拿到退休金的农
民工仅800多人。截至2012年9月，全
国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比重仅为17.8%。随着农民工年龄的递
增，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将
在五年内集中爆发。

现在正是《学习时报》所预言的农民
工养老问题“集中爆发”的时期。

本期“工报圆桌”就围绕农民工因社保
缴费年限不够而养老堪忧问题展开讨论，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寻找可能的出路。

黄岩教授表示，听了各位嘉宾的讨论，给他印
象最深的是，各位出身于农民工的律师和法律工
作者多年来一直在依法进行维权，通过单独个案
的成功寻求突破，意义很大。

黄岩：具体到社保费不能补缴和续缴问题，我
们也要通过个案推动社保部门出台相关操作细
则。我想很快就会出台的，因为零散的个案已经
出现了。

黄岩提到广州“廖友梅社保案”。
廖友梅是湖南籍农民工，一直在广州一家大

医院做清洁工。2014年9月她49岁，面临退休，
为了把15年的养老保险费补够，她花了近3万元
钱。她能够获准一次性补缴社保费也是依法努力
争取的结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但在她
2015年9月年满50岁到广州市海珠区社保局办
理退休时，却被告知，因为户籍的原因，她办的是
临时基本养老保险，不能在广州退休。社保部门
称“全国都一样”，其依据是人社部印发的一个通
知。该通知相关条文可以简单理解为，2010年
后，一位外省劳动者即使在广州或者深圳工作多
年，但因其在50岁（男）或40岁（女）后才争取到缴
社保的权利，就不能在广、深退休。

又是一番奔波。2017年4月，廖友梅接到广
州社保部门的通知，说她可以在广州退休了！

黄岩说，从近几年不断出台的政策法规看，党
中央和国务院对于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已经重视
了起来。但地方不断出现养老问题，症结主要出
自地方政府的利益之争。

黄岩：现在广东省有意全省统筹养老保险，但
也可能遭遇地方抵触。比如深圳、东莞等地现在
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人多，支取养老金的人少，地
方政府养老保险基金数额庞大，而粤东西北地区
正相反，收少支多，深圳、东莞自然不愿意和粤东

西北地区城市统筹，因为太吃亏了。还有一种情
况是，地方政府比如深圳、东莞、江门都不希望农
民工在本地退休，因为这涉及将来养老金的支付
问题。

如果一个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男性农民
工，按照广东省139个月发放完养老金的标准，72
岁时领完了养老金，那时如果工人还在世，就需要
地方政府兜底，继续发养老金，这笔钱也不算小。
工人到达退休年龄后，企业愿意为工人缴纳社保，
为什么地方社保部门还不同意呢？原因就在这
里。

现在广东省提出要全省统筹，不光是职工统
筹，还要跟农民统筹。但农民的城乡居民保险比
职工养老保险低，按照广东省2016年的标准，一
个农民平均一个月只有126元养老金，这个标准
在全国排名第八。

黄岩指出，在城市缴纳了社保的农民工，由于
流动性很大，社保缴费时断时续难以预期，所以很
多人考虑直接把之前在城市务工的养老保险转回
老家合并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
保”）中去了。对此，黄岩建议最好不要合并，由于
相对于有缴纳基数的职工养老保险，新农保的缴
费和受益标准要低很多，因此并回老家是吃亏
的。但是已经到了退休年龄需要办理退休的，需
要职工养老保险的年限（与“新农保”的年限一起
合并为15年），那就另当别论。

黄岩：总之农民工朋友不要担心，若是还没有
到退休年龄，不管在哪个城市缴纳的养老保险都
在自己的账户里，不会动，放在那里不动就好，等
政策更明朗。

我们现在要看到信心，现在全省统筹，将来全
国统筹，就没有利益之争了，就不存在通过政策、
实施细则来保护自己的地方利益了。

补缴因时效问题很是纠结，那么续缴呢？劳
动者达到退休年龄后，是不是可以续缴至15年的
年限呢？能。《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
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
取基本养老金。”广东省也据此条款修改了《广东
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

而就农民工遇到的实际情况来看，却是“不
能”续缴。正如黄花香所说，一到法定退休年龄，
社保缴费系统就会自动断缴。

张宪生：也有些企业愿意给所聘用的达到退
休年龄的农民工缴社保，但社保缴费系统自动断
了。我们想缴也没办法。

祁运会称，因为无法一次性续缴，许多农民工
在达到退休年龄后，还是选择退保回家，有的则
“弃保”不管。

祁运会：退休后可以续缴保费，在深圳，只有
深圳户籍职工才可以，这好像是“内部规定”。但

对于广东省户籍的农民工，最近也放开了，可以到
窗口办理续缴。许多工人还不知道。

嘉宾们普遍认为，既然农民工达到退休年龄
后因社保欠缴不能享受基本养老待遇，那么最起
码在终止劳动合同后他们应该得到经济补偿金。
现实中已经有一些企业继续留用或招用达到或超
过退休年龄的农民工，如果这些劳动者无法享受
养老保险待遇，应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不是劳
务关系，在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他们应该得到
经济补偿金。

谈到法定退休年龄问题，谭英万则大胆建议，
延迟退休可从农民工开始。

谭英万：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退休了
还在继续干，也愿意干，他们的社保不是还差几
年才缴够吗？那么我认为，继续干，社保继续
缴，缴到够年限为止！所以说，我认为延迟退休
可以从农民工开始，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我
看行！

近年来，珠三角频现农民工要求补缴
社保的官司。个中进步，祁运会认为与国
家于2004年10月出台的《劳动保障监察
条例》有关。该条例第二十七条明确规
定：“用人单位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应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
者职工人数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
改正，并处瞒报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
罚款。”祁运会称，当时有一批具有法律素
质的农民工在详细“研究”了条例相关条
款后，纷纷向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举报企业
不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保等违法行为，因没
有获得及时处理，又纷纷以“行政监察不
作为”为由，将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告到法
院，其诉求中总少不了要求劳动和社会保
障局对用人单位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的行为进行处罚，结果都赢了。一时间，
此类以深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为被
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呈现出“井喷”的“奇
观”，引起《南方工报》等媒体密切关注，也
使得劳动和社保部门针对社保问题的执
法越来越严格。

祁运会：大部分工人都是离职之后才
敢去主张补缴社保的，单位说可以补缴，
社保局也同意，工人也愿意出个人应该承
担的8%，但是把钱交到哪儿呢？因为他

已经没有单位了。所以许多工人赢了官
司却没法实现补缴目的。但是我经手的
一个案例很有意义。工人要求补缴社保，
告了社保局赢了后，深圳市社保局提供了
一个账号，企业和工人都把钱缴到这个账
号上，社保局再把账号里的钱划进工人的
社保账户里。

涉社保诉求的劳动争议案例，后来呈
常态增长。但是，律师段海宇称，现在对于
“补缴社保”，在广东省已不属于劳动争议仲
裁受理范围，要求当事人向社保机构投诉。

段海宇：这给维权的农民工带来很大
阻力，很多农民工只好悻悻而归，不再坚
持。而其他省的劳动仲裁机构却受理（涉
社保劳动争议案件）。

仲裁机构和法院不受理涉社保争议
案件，来源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
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
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
要》）（2012年11月发布）。“纪要”明确称：

“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为其建立社会
保险关系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不作为劳
动争议处理，劳动人事仲裁机构或人民法
院应告知劳动者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寻求解决。

劳动者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纳年

限、缴纳数额不足为由，请求用人单位赔
偿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损失的，不作为劳动
争议处理。”

“纪要”只规定，劳动者垫付了用人单
位应当缴纳的社会保费险要求单位返还
的，才作为劳动争议处理。

律师谢六生表示，在省高院和省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发布“纪要”后，99%的农
民工当事人都放弃了“社保诉求”，只有1%
的当事人按照“纪要”指引，到社保部门请
求单位补缴养老保险。社保部门都会受
理，责令单位补缴，但存在时效问题。

谢六生：《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2013
年1月1日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
动关系促进条例》，都有一个关于两年补
缴时效的条款，于是在实际操作中，社保
部门就一刀切地认定，劳动者追缴养老保
险，不管公司欠你十年八年，只能往前追
两年。其实这是对时效规定的曲解。这
个时效应该理解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益
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都可以主张权利，
是一个程序性规定；而不是往前推只保护
两年，不是一个实体性问题。

也有劳动者试着以两年强制追缴时
效不合理为由状告社保局，但获败诉。对
于劳动者主张权益的时效规定如何理解，

肖光元是四川广安人，今年58岁，从
2007年开始在东莞长安一家电子厂做清
洁工，公司一直没有为他缴纳养老保险。

肖光元：前两年公司才提出要给我缴
养老保险，当时我已经55岁，缴足15年后
就70岁了，没有意义了。我出来打工这
么多年，到退休什么都没有，只能回老家
继续种地谋生活。

和肖光元有着相同遭遇的谭新述，今
年也58岁了，在深圳做保安。他和老伴

一起在深圳工作了10多年，两人都没有
缴纳社保。老伴今年退休了，想回老家四
川，可老家的土地已因流转而失去，连种
地养老都困难重重。

谭新述：我和老伴一想到老来还乡心
里就慌得很。

黄花香是湖南祁阳人，今年51岁，是
深圳一家毛织厂的女工。说起养老保险，
她的情况要比肖、谭二人好一点。

黄花香：前些年在小工厂做事，工厂

没给我缴社保。近几年在大工厂，才缴了
社保。到现在断断续续缴了57个月的养
老保险。

去年，黄花香到了女职工法定退休年
龄，因为离15年还差很远，她想继续缴纳
社会养老保险，单位也愿意给她续缴，可
是却被社保缴费系统拒绝。工作人员告
诉她，退休了就不能参保了。现在，她一
想起未来养老不“保险”就不知道该怎么
办。

是从《劳动法》时代就存在的一个经典争
议，迄今仍在“争议”之中。也偶有利于劳
动者一方的判例出现。

段海宇：2015年6月，深圳福田区人
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认为，社保局以
劳动者投诉已超过两年的查处期限为由，
不予受理原告的补缴申请属使用法律错
误，依法予以撤销。

好在《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是
可以从源头上约束用人单位履行为员工
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该法规定，用人单
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
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

在深圳，按照《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
动关系促进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用人单
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
动者应当依法要求用人单位缴纳；用人单
位未在一个月内按规定缴纳的，劳动者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
经济补偿。”

段海宇：这里要求劳动者提前一个月
通知单位或向政府部门投诉，若是一个月
之内单位还不履行缴纳义务，法院才会支
持经济补偿金，否则肯定是不支持的。这
也是考虑到给单位的压力小一点，给了一
个月的宽限期。

“出来打工这么多年，到退休什么都没有”

从农民工“排队退保现象”到“60%参保潜规则”

养老保险追缴难

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应给予经济补偿

全省、全国统筹养老保险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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