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中国与韩国政府签署的社会保险协定及议定书的生效是我国与国际惯例
接轨，通过双边协定避免保险双重征税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韩方企业
应及时审阅跨国工作人员在双方国家的参保情况，并严格按照免缴保费管
理办法为相关人员申请和提交相关保险证明，以及时获得协定待遇。 
 
《协定》及《议定书》扩大了两国互免险种的范围，将有效减低双方跨国
企业及个人的社保税费成本。同时，作为中国社会保险法实施之后第一个
签署的双边社保协定，其有力推动了我国通过签订双边协定解决跨国人员
双重缴纳社会保险费问题的进程，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在华跨国企业竞争
力。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于2012年12月28日发布《通知》、《协定》和
《议定书》于2013年1月16日正式生效。生效之日起，中韩政府于2003年2
月28日签订的《关于互免养老保险费临时措施协议》即行终止。 
 
主要内容 
 
 互免险种范围扩大 

 

 
失业保险 

在2003年协议互免法定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协定》规定互免险种范围亦
包括中国政府的失业保险及韩国政府的雇佣保险。 
 

 
医疗保险 

根据《议定书》，韩方在华员工在已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条件下，将暂免
缴纳中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议定书》不影响在韩的中方人员参加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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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民健康保险。 
 
 覆盖人员范围扩大 

 
在2003年协议免除缴纳相关保费覆盖派遣人员，就业人员及自雇人员的基
础上，《协定》规定覆盖人员亦包括双方在航海船舶和航空器上，外交领
事机构及政府或公共机构受雇人员。 
 
 明确相关保费免缴期限 
 
2003年协议未明确双方人员免缴对方国家养老保险的期限。《协定》及《议
定书》分别明确了相关保险的免缴期限，具体如下： 
 

 
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 

双方由国内企业等单位派遣到设立于对方国家的公司或机构，并已在国内
参保的工作人员，首次申请免除缴费期限最长为60个月（5年）；后因工
作需要可申请延期，经批准免缴期限最长可延至156个月（13年）。在对
方国家受雇就业人员免缴期限最长为60个月（5年）。 
 

 
中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对符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免条件的韩方在华员工，自《协定》生效日（即
2013年1月16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免于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2014
年12月31日后，所有在华工作的韩方人员须参加中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细化免缴保费管理办法 
 

 
保险证明的要求 

享受免缴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须提交各国经办机构开具的《参保证明》；
韩方在华人员享受暂免缴纳中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须提交韩国经办机
构开具的《商业医疗保险证明》。 
 

 
养老及失业保险 – 《参保证明》提交的时间要求及免缴保费的生效 

韩方自《协定》生效日（即2013年1月16日）后来华工作的人员，自到华
工作之日起3个月内向相关中方保险经办机构提交韩方出具的《参保证明》
的，将按证明规定的免缴期限自动免除其缴费义务。 
 
《协定》生效日（即2013年1月16日）前已在华工作，或生效日后来华但
开始在华工作3个月后提交《参保证明》的韩方人员，自提交证明的次月
起方可免除缴费义务。 
 

 
中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 免缴保费的生效 

《协定》生效日（即2013年1月16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韩方在华工
作人员提交韩方出具的《商业医疗保险证明》经资格审核通过的，自提交
证明的次月起免除缴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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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协定》及《议定书》扩大了中韩互免险种的范围，且中方有条件暂免在
华工作韩方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纳义务。这将有效降低中韩双方跨国
企业及个人的社保税费成本。 我们建议企业及时审阅跨国工作人员在双
方国家的参保情况，并严格按照免缴保费管理办法统一为相关人员或督促
其自行申请和提交相关保险证明，以及时获得协定待遇。 
 
自 2011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施行至今，中国各地社会保障管理当局在外国人参保操作细则的制订及强
制参保要求等方面力度不一，部分跨国企业及外籍人就业较集中的城市
（如上海）至今尚未要求外国人参保。在此情况下，《协定》的制定为韩
方人员免于双重参保提供了有利的政策依据。 
 
作为自 2011 年 7 月 1 日中国社会保险法实施之后第一个签署的双边社保
协定，《协定》及《议定书》从扩大互免险种，明确免缴期限及细化免缴
管理办法等多方面有力推动了我国通过签订双边协定解决跨国人员双重
缴纳社会保险费问题的进程；同时，《协定》及《议定书》中细化的免缴
办理流程和管理办法亦为我国之后与其他国家签订协定提供了基本行政
管理框架。我们期待并相信中国会与更多的国家签署社会保险协定，以进
一步增强在华跨国企业竞争力，吸引跨国人才和企业单位来华工作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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