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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as become the main means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work ef ciency and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employe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welfare
protection of employees, especially the payment of various social insurance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ests of employe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ositive role of social insurance in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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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成为企业提升员工工作效率，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的主要手段。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必须要重视企业员工福利保障，尤其是与职工利益息息相关的各项社会保险的缴纳。基于此，本文重点针对社会保险在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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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险；失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为 0.7%，个人缴费比例 0.3%，另
外企业还为职工缴纳企业年金及补充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险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是必不可少的组
不仅保障人们正常生老病死的方方面面，而且对于现代企业
成部分。而且企业在先天逐利性特点的影响下，要想实现更
的人力资源管理有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企业要想获得
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要重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时刻关
更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从企业员工的
注企业员工的切身利益。而对于企业员工来说，基本工资的
切身利益出发，只有为员工提供相应的福利保障，才能够真
保障和社会福利是最有效的激励手段。尤其是社会保险，可
正有效的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促进企业的发展。
以有效激发起员工的工作热情，进而有效提升企业人力资源

2.1 提升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管理质量。
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可

2 社会保险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作用
以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首先，社会保险已经成为企
以中国山西省我单位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为例，2019 年基

业员工的基础保障，是员工应有的福利待遇。加强社会保险

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为职工上年月均工资的 16%，个人

可以让员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投入到本职工作当中，有效

缴费比例 8%；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8%，个人缴费

激发员工对于本职工作的完成积极性与热情。也就是说，在

比例 2%；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0.55%；生育保险单位缴费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

比例为 0.4%，生育保险 2019 年 8 月保留险种并入基本医疗保

加强对员工切身利益的考虑，将给到员工的福利待遇体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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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性文章

财经与管理·第 03 卷·第 07 期·2019 年 11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cjygl.v3i7.2873

Review

实际工作、生活、健康当中，尽可能的激发并提升员工的工

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均不存在任何优势，他们在市场竞

作积极性，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1]。

争中的生存也异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的中小
企业就不愿意从企业的经济利润中规划出一部分作为企业员

2.2 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
工社会保险的专项缴纳费用。所以，在没有社会保险保障的
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可
情况下，企业员工就不会对企业产生较强的归属感。而这也
以明显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社会保险主要包含医疗保险、
是中小企业人才频繁流动的主要原因。而人才的不稳定，就
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以及生育保险等，其保障范
会对企业的稳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另外，很多企业属于
围几乎已经涵盖了人一生当中所遇到的所有重大事情。只要
劳动密集型企业，只有一定的劳动力支撑，企业才能够在激
是企业的正式员工，企业都应当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加强企
烈的竞争中获得生存并发展，而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就
业用人成本的控制，确保在企业员工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
会使得企业员工的流动性更为频繁，进而增加企业的用人成
企业无需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例如，如果某位员工在工作
本。长此以往，企业就越不愿意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而员
期间出现了工伤，那么该员工就可以通过工伤保险来获得相
工因为没有足够的保障，就会频繁的跳槽。一旦出现恶性循环，
应的医疗赔付，而企业则无需支付这笔费用；职工生病住院，
企业的用人成本将会越来越大。
医疗保险会报销相当比例的医疗费用，减轻职工企业的负担
而且，很多大型企业或者经验相对丰富的企业都已经意
等等，还有很多应当由企业支付的费用，也可以转化为相应
识到了企业员工大量流失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所以对于人
的保险支付。这样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就会大大的降低，
才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想尽办法留住人才，防止出现人才
企业积累起来的资金数量就不会受到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流失的现象。即企业要意识到为企业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重
也就可以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对于企业来说，为了实现可
要性，通过社会保险来给予员工最大的安全感，让员工对企
持续发展，必须要意识到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重要性，并
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激发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热情，避免
不断的完善企业的社会保险体制 [2]。
人才流失增加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压力，进而影响企业

2.3 提升企业的生产力
的发展。从另外一种角度分析，社会保险的缴纳、转移等手
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可

续具有一定的繁琐性与复杂性，企业一旦为员工缴纳了社会

以提升企业的生产力。因为社会保险的缴纳与企业的整体利

保险，那么在员工离职或者跳槽的时候就需要经过非常复杂

益、企业员工的个人利益均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企业

的流程和手续。如果员工在离职之后短时间内无法找到合适

无法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那么企业员工的福利保障也就会

的工作，那么还需要个人全部承担社会保险的费用。这样的

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企业应当不

一个利弊摆在员工面前，员工就会重新衡量离职或者跳槽行

断的优化社会保险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员工切身利益的保障

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也就得到了降低，企业员工的

力度，让每一位企业员工都可以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同时，

流动性也就得到了控制。综合以上几点，企业为员工缴纳社

将企业的经济利益作为增加企业员工安全感的渠道，让企业

会保险，认真执行社会保险制度，就会最大限度的保障企业

员工对企业保持高度的忠诚，避免出现消极怠工的现象。所以，

员工队伍的稳定性。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应当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根据企业员

3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社会保险的及常见问题
工的实际需求，为企业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并适当的调整社

3.1 没有意识到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重要性
会保险的缴纳基础，进而激发企业员工的生产力，实现企业
现阶段，很多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还没有意识到为员
[3]

生产力的提升 。
工缴纳社会保险的重要性，所以并没有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

2.4 保证企业员工队伍的稳定性

行社会保险体制的制定和落实。另外，还有少数人力资源管理

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社会保险可以保证企业

人员过于注重眼前的利益，而没有考虑更加长远的利益，不仅

员工队伍的稳定性。例如，无论是品牌、资金还是人才，中

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险的重要性，还没有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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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效果并不理想，进而也限制了企业的
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升。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物价水平越来越高，人
们日常生活的成本也在不断的增加，社会保险缴纳的金额也在

4 发挥社会保险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作用的
不断的调整。所以，面对保险基数的不断增多，少数企业的社

有效措施
会保障工作就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问题，对企业员工
要想有效发挥社会保险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作用，就
的既得利益产生了影响。对于企业员工来说，在缴纳了一定的
必须要做好以下三点。第一，组建一支高素质的、工作能力强、
保险费用之后，在日常生活中还需要面临逐渐增大的生活开支，
道德素养高的管理团队。对于管理人员的培训，不仅要使其
与此同时社会保险的回报预期与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掌握一定的人力资源管理知识，还要将人力资源管理知识与
另外，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完善，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社会保险专业知识进行融合；更要重视管理人员工作能力的
第一，企业员工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员工在社会保险缴纳方面
提升，实践经验的积累。第二，加强社会保险重要性的宣传，
的公平性有待优化；第二，中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社会
使企业内部的所有人员都意识到缴纳社会保险的重要性，进
保险水平具有一定的差距；第三，流动性员工与农民工在参
而积极配合社会保险制度管理在企业内部的落实完善。第三，
加社会保险以及转移社会保险方面面临着一定的阻碍。
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企业员工的实际需求针对性的制定

3.3 缺乏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结构

社会保险发展规划，完善社会保险管理方案。

一个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结构，主要包含两方面：第一

5 结语
社会保险制度，第二人力资源管理计划方案。只有保证人力
综上所述，社会保险对于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非
资源管理结构的完整性，才能够提升人力资源管理质量，为
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提升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保证
企业员工的稳定生活提供保障。但是由于中国企业缺乏较强
企业员工队伍的稳定性，进而实现员工与企业、个人与集体
的社会保险意识，缺乏充足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没有较强
的共同发展。同时，社会保险还可以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
的人力资源管理力度，使得中国的社会保险发展方案的制定
提升企业的生产力。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起步较晚，
也得不到有利的保障。由此可见，人力资源管理结构的不完善，
在实际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还有很多有待完善。所以，
不仅会对社会保险的积极作用产生限制，还会影响企业人力
我们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让更多的企业意识到人力资源管
资源管理水平的提升。
理的重要性，意识到社会保险的积极作用，并针对性的制定

3.4 管理人员业务能力有待提升
一名合格的管理人员，应当要对企业的发展趋势有一个
深刻的理解，再以此为基础制定企业社会保险的发展规划方
案。而管理人员业务能力的强弱，就会影响社会保险对于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作用。中国部分企业的社会保险管理
工作一直没有匹配上专门的负责人员，只是让企业的财务人
员兼职处理。但是这些财务人员并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险管理
经验，更加没有专业的社会保险管理技能。所以，这部分企

各种人力资源管理措施，为企业员工的福利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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