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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１９７８年以来，迅猛的经济增长与结构性转型已经改变了中国福利体

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那些曾在雇用单位中固定服务的人口，已被流动的劳

动力大军所取代；同时进入他们生活的，还有市场经济以及对 “用者付费”

原则的更加坚定的信心。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的福利供给都建立在计

划经济模式的基础之上，雇主有责任承担为雇员提供方方面面福利的义务，

包括向雇员发放养老金。在城镇，养老金的发放是通过工作单位———无论企

业还是政府机构———来进行的；而在农村，则由人民公社负责向其社员发放

养老金 （Ｄｉｘｏｎ，１９８１）。当市场经济改革被引入后，上述体系变得难以为

继。劳动力开始流动，企业开始追逐利润，人民公社解体，而引发贫困与不

利社会条件的原因也发生了变化。中国也因此面临着重建其福利体系的要

求，国家在这方面所提供的服务，需要更好地向全社会统一标准、对全体公

民开放、与政府预算相挂钩，并且通过专业的服务提供者来运作。事实上，

工作单位再也没有能力向其在岗和退休的职工提供包括住房、医疗、福利和

退休金在内的全方位待遇了，而这些待遇在以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中国

必须建立一个包含市场经济体中常见的服务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失业救

济、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产假保障和老年退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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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供给制度不仅对维护社会正义、平等和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而

且既可以被视为一种基本保障网络，又可以被发展为一种事前准备机制；作

为基本保障网络，社会福利供给制度可以向有需要的公民提供事后支持，而

作为一种事前准备机制，社会福利供给制度则可以被用来应对由结构性经济

变革所带来的挑战 （Ｃｏｏ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换句话说，通过向公民提供应对

冲击与建立信心的资源，社会福利供给制度可以缓解那些由高速增长和结构

性经济变化所引发的动荡，并且维持新一轮增长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对于中

国而言，发展一套公平而可靠的社会福利体系，还可以被视作一项为平衡经

济而做出的细小但却重要的努力，它能帮助经济告别高投资与高储蓄率带来

的问题，扩大消费，并且促进实现更高程度的收入平等。

这份简要的研究报告将首先回顾一些解释性因素，以说明为什么发展一

套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平衡与维系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随

后，本研究将聚焦于老年退休收入问题，讨论模式选择、政策演进及该体系

目前的运行状况等。在最后的结论部分，将总结通过研究和分析所得出的一

些经验教训，并指出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现在及未来可能面临的几个挑战。

潜在挑战

在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是分担风险和管理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通过

确保有需要的公民能够获得基本收入与服务，社会保障制度能够使社会变得

公平而稳定；而社会保障的实质，就是在不同部门和代际实现对于收入的再

分配。在中国，计划经济模式曾经希望在工作单位内部实现上述目标，而这

样做的结果，就是使得个人所能获得服务的水平取决于他们工作单位所掌握

资源的多寡。贫穷的人民公社只能给其社员提供很少的东西，而富裕地区的

人们则能够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一个条件良好的国有企业能为其员工提供

高质量的房屋和退休收入；相对而言，那些效益差、收入低的工厂所能提供

的东西就要少许多。随着向拥有大规模私有部门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中

国不可避免地要告别社会福利供给的单位制，转而建立一个由政府进行管理

的社会化体系。因此，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首先出现了县级和地级统筹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在此基础上，社会保障

基金逐渐走向地区和全国统筹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ａｎｄＳｈａｎｇ，２００１；Ｗａｎｇ，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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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关键性因素逐渐显现出来，在这些因素的

共同驱动下，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会福利体系成为一种现实需求。

首先，劳动市场整合与建基于单位和地方的社会保障系统之间存在矛

盾。后者主要是为那些固定人口而设计的，在这套机制中，资源是通过官僚

化的分配系统进行调配的。经济改革解放了劳动力，也要求劳动力能够拥有

更高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以便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和生产条件。这方面最明

显的标志，就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出现的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虽然因

为这批人口的流动性太强，难以对其进行准确而可靠的统计，但是，据报

道，中国在２０１１年共有２５２亿农民工，其中包括 ９４００万进入当地企业工

作的农民，以及１５８亿离开本地的流动劳动力 （ＳＳＢ，２０１２）。这部分劳动

力对于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的贡献是巨大的，但由于他们所持有的是农村户

口，因而被排除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Ｗａｔｓｏｎ，２００９）。因为农民工在

城市和农村两套系统之间流动，使得为他们建构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变得十分

复杂。然而，劳动力流动性所引发的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农民工这个群

体。城镇社会保障统筹资金的建立，促使地方市场中的各个主体分担责任，

也引发了地方层面的劳动力流动；然而，那些试图在不同城市与省份之间流

动的人口，却面临着难以在不同统筹区域之间转移其社会保障登记记录与福

利权益的问题。事实上，由于对劳动力的流动造成了障碍，地方保障系统甚

至有可能阻碍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

要求迅速改革社会保障系统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为老年

人提供养老金、健康医疗和其他支持性服务的要求，已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成为对于那些最发达经济体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的一大挑战。由于中国迅猛

的社会与经济转型，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使其进入了转向老龄化社会

的人口学拐点，而这个过程比其他许多国家都要来得更加迅猛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１）。根据联合国所进行的估测 （ＵＮ，２０１１ａ：１０３），在２０１０年，６０岁以

上人口已经占到中国总人口的 １２７％；２０２０年，这个比例将上升至

１８４％；而到２０４０年，这个比例将上升至 ４０１％。无论这个估测的可靠性

如何———其他学者的研究认为联合国此前所进行的一些计算或许低估了实际

情况 （ＺｈａｏａｎｄＧｕｏ，２００７）———即便中国今天会改变其人口政策，人口发

展趋势也会告诉我们：一个充满丰富年轻劳动力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尾声，老

年人相对于年轻人的比例将不断上升，而工作人口相对于老龄人口的比例则

７４２



中国经济再平衡与可持续增长

将不断下降。这个事实意味着：设计与落实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

针对老年退休收入的一揽子政策———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优先任务。如果政

府现在不能很好地对此着手准备，那么未来就会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

因此，资金问题就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必须面对的另一个迫

在眉睫的挑战。不仅如此，对于个人而言，虽然只会在特定时期对社会保

障的许多方面———如失业、工伤、生育和医疗———有所需求，而且还可以

通过各种形式的保险来对这些需求进行管理，但是，养老金的供给却要持

续多年，而且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时段：其一是在退休前多年就开始进行积

累，以便为退休后的负债做好准备；其二是获得补贴资金，直至离开人世。

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中，不断缩减的年轻人口在为自己准备养老资金的同

时，是无法向不断增多的老年人支付养老金的。因此，显然应该为这种情

况做好资金准备。如果政府决定依靠财政收入来支付退休金，那么其财政

负担肯定会持续增加。此外，如果政府采用了供款保险和养老金计划等方

式来筹集资金，那么其制度设计必须是可靠而透明的，而积累起来的资金

也必须能够做到保值增值。不仅如此，如果这些计划是针对一个庞大的人

口对象所制定的，那么其总资金的规模势必非常庞大。这样，收集起来的

养老基金势必会导致资本存量出现显著增长，这些基金也势必能在资本市

场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为了确保这些资金的安全性，就需要强有力的

规制机制。

最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与该制度在帮助经济

重新实现平衡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关。学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经济增

长模式需要重新平衡 （Ｄｏｌｌａｒ，２００７；Ｋｕｊｉｓ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０６；Ｐｅｔｔｉｓ，２０１１）。

收入与区域不平等的加剧、对于出口导向制造业投资的严重依赖、消费与工

资比重的下降、与低回报相伴生的高储蓄率，以及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都

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结构必须实现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工资水平与国内消费

水平应该得以提升，服务业与小型企业应当得以增长，而社会福利则应当得

以改进。在这个背景下，引入一个更具公平性与可进入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不仅能够带来更好的社会福利产出，还可以降低个人储蓄的必要性，提升社

会中低阶层的消费能力，促进收入的再分配。

考虑到上述情况，社会保障便毫不奇怪地成为中国政府的关键性政策目

标。民意调查显示，这个问题也同样成为普通老百姓关注的焦点 （《中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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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２日）。然而，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讨论的那样，政治

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而政策执行的过程更会面临诸多挑战。在过

去的十年中，社会保障已经成为领导人讲话的重要内容，而 “十二五”规

划也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Ｘｉｎｈｕａ，２０１１）。在 ２０１２年 ３月 ５日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宣布，社会保

障体系已经开始扩展。

在中国，社会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及其下属的

相关司局，这些部门构成了一个贯穿中央、省、地、县各个层面的等级化管

理体系，而每个层级的社会保障主管机构则负责其辖区内的社会保障工作。

社会保障工作的主管机构不仅要负责起草和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还要对社会

保障系统进行管理和规制。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 《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这部法律的酝酿过程长达数年之久，并最终于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生效实施 （ＮＰＣ，２０１０）。依据这部法律，中国社会保险的

总体模式建立在供款保险的基础之上，涵盖了医疗、失业、工伤、产假和退

休等多项保险。考虑到这个背景，本研究将转而对中国的养老保险系统进行

考察，这个系统非常复杂，因而有利于我们深入观察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可能

面临的挑战。

老年退休收入的模型选择

许多年来，诸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样的

国际经济机构，投入了相当可观的资源用以研究政府在为老年人提供退休收

入时所可以选择的政策方案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１９９４；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ａｎｄＯＥＣＤ，

２００８）。在上述机构的支持之下，与政策相关的研究在许多国家中陆续开展

起来，这些研究指出，以下几个问题与涉及老年退休收入的关键性政策选择

密切相关：

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为老年人口提供支持？

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应当负责筹措自己的养老金？

养老退休收入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水平有多高？

较之于采用累积现阶段收入来支付远期退休金的 “完全积累” （ｆｕｌｌｙ

ｆｏｕｎｄｅｄ）模式，使用当期收入支付养老金的 “随收随付” （ｐａｙａｓｙｏｕｇ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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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具有哪些优点？

采用什么样的机制来收集资源以支付退休金？

采用什么样的机构来分配福利？

在许多国家中，采用固定份额的当期财政收入来支付养老金的 “随收

随付”，模式，已经让位给 “固定缴款” （ｄｅｆｉｎｅ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模式。在

“固定缴款”模式下，雇主和雇员在工作期间都要缴纳一定比例的养老保

险金，这些资金被累积起来，用于支付雇员退休后的收入。换句话说，某

人在退休后获得多少收入，取决于其退休前在相关账户中积累了多少储

蓄，而与此人退休时的工资无关。这是因为：退休金并不是按照人们退休

时工资的一定比例所确定的，也不从国家的当期财政收入中支付。这一发

展趋势目前已经促使澳大利亚和许多欧洲国家对其退休金支付体系进行了

改革。

与上述变革相关的挑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面临着要求提

高退休年龄的压力，如果退休年龄被提升，那么人们工作的时间会更长，而

享受退休生活的年限则会被相应削减；其次，有人呼吁让男性与女性在同样

的年龄退休；最后，养老保险需要从 “固定收益”（ｄｅｆｉｎｅｄｂｅｎｅｆｉｔ）模式向

“固定缴款”模式变革，但已经退休的公民有权享受 “老人老办法”的待

遇，即依然按照退休时工资的一定比例来领取养老金。将养老金标准规定为

退休时工资一定比例的做法，一般被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机构所广泛认可。

这些领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则通常是由财政资金通过 “随收随付”的模

式来筹集的。

总的来说，基于市场经济体实践所达成的共识，集中体现在以下将要介

绍的三支柱模型 （ｔｈｒｅｅｐｉｌｌａｒｍｏｄｅｌ）中。这个模型中的三个支柱分别为国

家养老金、强制性供款项目、自愿性供款项目。

１国家养老金

一般来说，国家养老金可以为退休人员提供一笔由国家财政支付的低水

平收入。对于那些个人养老金账户中缺乏足够积累额度以及没有其他收入来

源的公民来说，国家养老金可以满足他们在退休后最基本的需要。

２强制性供款项目

这部分资金来源于雇员和／或雇主的供款。供款被存入一个以雇员名义

开设的养老保险账户中不断累积，并在雇员退休后最终以退休年金保险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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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等方式返还给本人。

３自愿性供款项目

国家鼓励公民在强制性供款之外，自愿向本人的养老保险账户中注入更

多资金。国家可以通过税收减免等手段来激励公民这么做。

“三支柱模型”的目标，在于提升个人为养老金所进行的积累额度，并

且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上述目标对于一个走向老龄化的社会格外重要，因

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处于工作年龄故而能够贡献税收以便支付老年人退休金

的人口，其规模将会越来越小。

如同上文所讨论过的那样，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养老保险制度，实

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基于工作单位的 “固定收益”模式。因此，在不同

地区或者不同单位退休的人们，养老金收入各不相同，而这种差距在城乡

之间尤为显著。改革开放以来，在上文所讨论过的一系列关键因素的影响

下，中国的养老保险系统正在朝着包含 “三支柱模型”要义的 “固定缴

款”模式变革。这种趋势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中基于单位的

养老保险模式实现了向地方和区域统筹的转变；第二，统筹的范围从县级

向省级逐渐扩大；第三，最终的改革目标是构建一个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

体系。

然而，中国的养老保险中如今尚不存在 “三支柱模型”中的第一个支

柱，即国家养老金。目前，启动于 １９９３年的 “低保”制度构成了中国最基

本的社会安全网，这套制度是由民政部负责运行的。然而，扩大 “低保”

覆盖范围的过程却并不顺畅，特别是对农村而言，不同地区的覆盖率存在较

大的差异。此外，既有研究也发现， “低保”制度并不非常有效 （Ｃｈ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Ｔａｎｇ，２０１２）。在中国，“三支柱模型”中的第二个支柱是由以下

一些计划共同实现的，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计划 （于 ２０１０年开始实施

并且逐步推开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以及正在涌现出的针对城市

个体和无业居民的养老保险计划。目前，公务员的养老金仍然继续按照

“固定收益”模式支付，这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且随着工资

上涨而实现了充裕的指数化增长 （Ｃｈｅｎ，２００８）。然而，正在讨论中的政府

机关改革方案可能表明，公务员养老保险或许最终也会采用 “固定缴款”

的模式。而 “三支柱模型”中的第三个支柱，则是通过个人和企业自愿建

立的退休年金保险计划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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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演进

如同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经济改革早期，中国基于

单位的社会保障体制就开始让位于县级统筹或者地级统筹的地方社会保障体

制，在这种地方统筹体制当中，当地的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会对辖区内所有地

方国有企业照顾退休职工的义务进行统筹安排。到了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

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实现了关停并转，而市场经济和私有企

业则获得了成长，任何原有系统的遗存都变得不再稳定。在那个时期，并没

有先前累积下来的资金能被用于支付退休金，而养老金占工资的比重则在不

断提升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亏损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可能保证按照其雇员

在退休时工资的一定比例来发放养老金，而政府必须要找到能够持续提供稳

定收入来源的替代渠道，以便为退休的人们提供收入。考虑到越来越多的人

将要依靠退休金来生活，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了改革的紧迫性。因此，自

１９９０年以后，中国开始制定一系列新政策。

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政府逐步为企业员工制定了一套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

（Ｗａｎｇ，２０１１，２００２：４－９；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雇主被要求将一定比例的

工资上缴给养老保险基金，而员工也被要求上缴一部分收入。这两部分资

金构成了社会统筹的基础，也为每个人建起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上述措

施在 １９９８年８月得到了拓展。当时，中央决定将统筹范围提升为省级，而

将１１项既有的行业养老基金整合为社会保障基金 （ＳＣ，１９９８）。随后，国

家颁布了一系列法规与决定，以明晰社会保障体系的管理、要求和权益问

题，提升社保基金的征缴比例 （要求企业缴纳 ２０％，职工个人缴纳 ８％），

并且允许从事个体劳动的公民参加社会保险 （ＳＣ，２００５）。最终，《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社会保险计划的基本原则 （ＮＰＣ，

２０１０），而更多的补充性规定则不仅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范围，而且简化

了城镇居民在不同统筹地区转移社会保险的程序 （Ｗａｔｓｏｎ，２００９）。然而，

上述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那些已经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人员也纳入社

会保险体系之中，虽然他们并不能够向社会保险基金提供个人累积资金。

因此，社会保险基金必须要同时覆盖 “老人” （即只有 “空账”而没有个

人账户实际积累的参保人）、“中人”（个人账户中有部分资金积累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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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新人” （从参加工作开始就对个人账户进行积累的成员）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５）。因此，为了履行向那些没有个人积累基础的人的偿付责任，社会保

险基金面临着负债的威胁，而地方政府则面临界定统筹资金范围的压力。

由于上述社会保险计划是为企业职工制定的，那些未被雇用的城市居民

则没有被纳入其中。在２０００年发布的关于改进城市福利体系的政策文件中，

国务院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呼吁为城市无业人员提供特别的收入来源 （ＳＣ，

２０００）。考虑到城市居民不仅需要缴纳用于统筹的社会保险金，还要偿付其

他个人支出，有必要在社会保险中为无业人员设置专门目录。于是，作为试

点，国家建立了针对无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这部分资金由个人贡献和政

府补贴共同构成。与此同时，下文即将讨论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计划也逐渐

涌现出来，一些城市将针对城市失业居民与农村失地居民的养老保险计划合

二为一，因为失地农民随城市扩展也被纳入城市范围 （ＣｈｅｎａｎｄＬｉ，２０１２；

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１１；Ｙａｎｇ，２０１２）。

相比而言，在农村，取代旧有集体制结构的过程要缓慢得多。直到最近

的创新性政策颁布以前，农村福利系统仍然主要依赖村庄或者个人所能提供

的收入。最初，在中央于１９９２年颁布政策指导意见之后，确实出现了一些

旨在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险的试验项目，而一些省份和地方也引入了由民政部

负责运行的供款式养老保险计划 （ＬｕｏａｎｄＬü，２００６；Ｓｏｎｇ，２００８：４３６－

４３８；Ｓｕ，２００９：５３－６１；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１２０－１３３）。上述政策被统称为

“老农保”制度，这些政策试验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单纯依赖农民个人缴

费、回报率低、管理混乱、政府与企业运作的界限模糊，以及由此带来的相

关风险。据估计，到１９９７年末， “老农保”仅仅覆盖了大约 ８０００万农民，

而这项计划在此之后出现了萎缩的趋势。

在城乡不平等持续扩大的情况下，缺乏针对农民的福利保障、农村家庭

保障系统的衰落以及进城务工农民数量的增长，都使得改进农村社会保险制

度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２００７年，中央政府重申了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的重要性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

３５３）。在２００７年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呼吁

“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体系”，而在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中国共产党更提出

“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这一决定确立政府直接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农村养老保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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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２００９年８月，中央正式宣布了建设新型全国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

决定，并且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在１０％的县进行试点，以期在２０２０年实现覆盖全

国的目标 （ＳＣ，２００９）。不过，从实践来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计划扩展的

速度非常迅速，到２０１２年３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

宣布，有６０％的县市已经开始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进行试点，而参保人数

已经达到了３５８亿之多，其中０９９亿人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然而，正如

我们在下文将要讨论的那样，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计划所支付的退休金额度并

不高，而且面临着许多实施上的困难，不过，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计划还是标

志着中国在农村福利政策方面取得了持续的进展。

在养老保险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另一个经常被提及的群体是从农村进入

城市的流动工人 （关于这个问题更为全面的讨论，参见 Ｗａｔｓｏｎ，２００９）。基

本城市养老系统是针对持有特定区域户口的居民而建立的，但农民工所持有

的是农村户口，因而他们被城市养老保险体系排除在外。然而，如果将乡镇

企业职工计算在内，中国现在共有大约 ２５２亿农民工，他们构成了中国制

造业的主力劳动大军。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包括年龄相对较低 （平均年龄大

约在２９岁）、流动性高、收入低以及常常处于非正式的雇佣关系当中。除

户口制度带来的障碍之外，将他们整合进入城市养老系统的努力，还会面临

许多系统上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挑战。首先，这批工人所具有的流动性，

使得他们与分散的养老保险金地方统筹机制之间出现了张力，因为只有那些

缴纳养老金时间超过１５年，并且最后 ５年在同一地点缴费的职工，才能享

受由地方养老基金所发放的退休金。其次，跨地区转移养老金账户面临着许

多技术上和行政上的困难。同时，许多雇主抵制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要

求，因为他们的用工成本会因此而增加。最后，地方政府非常乐意将任何以

农民工名义缴纳的社会保险纳入其统筹范围，以增加其社保基金的规模，但

当农民工离开其辖区时，地方政府却不愿意让农民工将其已经缴纳的社保基

金一并带走。在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农民工这支不可忽视的劳动力

大军，却在他们最可能为养老保险基金做出贡献的时候被排除在养老保险体

系之外。

起初，部分地区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养老保险进行了试点，这些地区允许

流动人口加入地方的社会保险计划，或是为流动人口建立特殊的社会保险计

划 （Ｈａｎ，２００９：４８０－４８２；ＬｉｕａｎｄＸｕ，２００８：２０９－２４３）。不过，向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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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提供社会保障的需求，以及反对歧视农民工的斗争，最终得到了国家层面

的认可。２００６年的中央第五号文件呼吁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全面评估，并且

号召建立养老保险计划以满足农民工的需求 （ＳＣ，２００６）。随后，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起草了一份讨论稿，在其中提出为农民工制定单独的养老保险

项目，这个项目允许参保者缴纳更低的保费，也提供了更灵活的账户转移条

件。然而，发展这一项目的计划却被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计划所迅速取代了。

针对农民工的独立养老保险计划，意味着地方社会保险体系的分散性将进

一步加剧。现在看起来，农民工或许最终要在参与基本城市养老保险计划、

参与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计划以及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计划之间

做出选择。而管理不同养老保险计划转制过程的行政复杂性，也是非常大

的。为了应对上述挑战，政府在 ２００９年末做出了决定，要求农民工参加基

本城市社会保险计划，但如果农民工希望的话，他们也可以在将来转而参

加农村养老保险计划，同时，在不同统筹基金之间转移养老保险账户的机

制，也相应得到了改进。此后，政策关注点转向了如何设计管理机制，以

确保将农民工养老保险转向被整合了的城市养老保险统筹计划，确保在城

乡养老保险计划之间实现账户转移，以及确保在不同的统筹区域之间实现

账户转移。

以上对于政策发展过程的讨论，说明了决定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走向的两

个核心特征。第一，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深受计划经济遗产的影响。第二，新

的养老保险系统在地区和领域之间是分散的。城市与农村在社会福利方面的

分野，与户口登记制度有关，而这种分野如今依然持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在实行地方统筹的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区并在不同领域从事劳动的人们，仍

然要加入不同形式的养老保险计划，并且享受不同水平的待遇。所以从总体

来看，针对企业职工、农民工、失业居民、农民和公务员的养老保险系统仍

是互不相干的。或许，任何过渡系统都不可避免地要建立在既有实践与期望

的基础之上。因此，就像渐进式改革过程的许多方面一样，现存的既得利

益、理解方式与义务责任使人们不可能将所有东西推倒重来。上述因素所导

致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仍然在不同区域之间和不同工作领域之

间呈现碎片化的态势，而这正是对整个制度进行持续改进时所要面临的核心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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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运作及其风险

社会保险政策是通过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来实施的。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从

中央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始向下延伸，构成了一个贯穿省级、地级、

县级和街道的等级系统。如同在中国行政体系内普遍可以看到的那样，社会

保障主管系统内的技术官员主要供职于中央部委，而地方政府则对于具体的

行政管理工作负有责任。每级地方政府都有负责社会保障的厅、局或者办公

室，这些机构负责管理社保账户，也负责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运作，还设有

为雇主与参保人办理手续的服务中心。社保账户需要由雇主为员工开设。开

设账户以后，社保主管机构就会计算出雇主和员工每个人需要缴纳的费用，

并且通过雇主收取这笔费用。雇主一般会从工资中直接扣除员工所需要缴纳

的那部分费用。收缴上来的费用会直接进入社保主管机构的账户 （在有些

地方，社保资金是通过税务机构来征缴的，但这些费用也会进入社会保障系

统的专项账户当中）。社保专项账户中的基金，是由财政部门具体运转的，

对于这笔资金的监管规则严格而保守，以确保社保资金的安全性。在这种情

况下，认识到对于 “地方”的定义非常负责，是很重要的。企业在他们自

己所运行的层级上为职工开设账户。省属企业会在省级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为

职工开设账户，而市属企业则会在地级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为职工开设账户。

社会保障的主管部门则负责收缴资金和发放福利。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许多账目记录和行政管理工作都是在纸面上完成

的，而对于整个系统进行电子化，则要求对管理系统与信息系统进行改进，

并且实现电脑办公。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求引入一个相互整合的全国系

统。１９９９年，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开始引入社保卡，这些智能卡主要

被应用于相对发达的地区。２００２年，当信息化改革被提上政府日程之后，

“金保”工程得以启动，社会保障系统逐步实现了信息化 （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０２）。如今，这个系统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运行，其目标是构建

一个包含两方面内容的单一而整合的平台：一方面是社会保障服务，另一方

面是为就业工作服务。该系统在中央、省级和地级三个层面上运行，需要引

入和改进电子计算机系统，以同时实现服务提供、内部管理、基金管理等多

项功能，并为个人提供对其记录进行查询的网络通道。由于电脑网络系统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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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标准化，而区域数据库之间的链接仍在开发当中，目前

“金保”工程距离成为一个真正整合的系统，还尚需时日。上述技术问题还

因为地方行政能力的不一致而被放大，不过，规模可观的投资业已到位，足

以支撑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系统整合的基础设施也逐渐被建立起来。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运作方式十分直接，虽然不同地区在运行

细节上可能存在着一些区别。具体方式是：雇主按工资额度的 ２０％为雇员

缴纳养老保险金，而雇员则拿出工资收入的 ８％缴纳养老保险金。雇主缴纳

的部分进入地方养老保险统筹资金，而雇员缴纳的部分直接进入个人养老保

险账户。个人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 （目前男性为 ６０周岁，而女性一般为 ５５

周岁），可以申请每月领取退休金。退休金包括两个部分：来自社会保险基

金的经费和来自个人账户的经费。社会保险基金所支付的金额，按当地平均

社会工资的６０％计算，而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参保人的缴费年限不少

于１５年，且最后５年是在本地上缴社保金的。因此，这部分资金的数额与

当地平均社会工资水平相关，而与个人退休前的实际工资水平无关。随着地

方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动，这部分资金的标准会随着时间而进行调整。退休金

中来自个人账户的部分，则取决于个人在此前积累的数额。每个人所能支取

的数额为全部个人账户数额的１／１３９（也就是说，在设计制度时，假设人们

在退休后的寿命还有１３９个月）。总的来说，以下一些特点加剧了这个系统

的复杂性，并且使其在本阶段的发展中呈现出碎片化的结构。

（１）虽然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整合是城市养老保险计划项目的长期目标，

但目前整个系统并未实现统一，而是由一系列地方统筹基金实际运营的。地

方性统筹基金实质上是彼此独立的，而且具有一些独特的结构，例如：与国

家标准存在差异，取决于地方工资水平，其所获额外补贴的可能性取决于地

方财政能力等。因此，不同地方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和退休金水平也各不相

同。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建设全省统筹的养老保险基金，但实际上许

多养老保险基金还是在地级和县级的层面上进行统筹的。在不同城市或地区

之间转移账户，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

（２）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同时存在，证明这两套系统是分开管理

的。地方政府将社会统筹基金视为地方性资源，并且依赖这一资源来为其辖

区内的参保人提供养老金。因此，当有职工从本地转向外地时，地方政府有

动机将他们已经缴纳的社会保险金最大限度地扣留下来。２００９年出台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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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保金账户转移的规定承认了上述压力，它允许地方统筹基金留下账户转

出人已缴费用的４０％，而只有 ６０％的费用可以随账户转移到其他统筹基金

中去。

（３）之所以会出现强烈的地方利益意识，与整个养老保险系统于１９９６年被

引入时的情况有关。当时，并没有额外的资源可以被用于向那些已经或者即将

退休的职工支付养老金。因此，地方统筹的养老基金继承了既有系统所留下的

负担，那些拥有大量破产国有企业的地区有较高的负债，而经济新发展的地区，

则因为历史负担较小和新兴产业发展而具有比较健康的地方财政状况。

（４）上述养老保险系统对于工作领域不同的人并未一视同仁。如同上

文所讨论的那样，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类似机构中工作的员工，其养老

金计算和领取方式依然与计划经济时期一致，并没有参加基本城市养老保险

计划。从事个体劳动的居民虽然可以加入这一系统，却需要同时缴纳企业和

个人需要支付的费用，城市失业居民则由另一套系统提供福利。

上述特征凸显了为农民工等流动人口设计一套养老保险计划的困难。相

对收入而言，较高的缴费水平、由地方统筹基金所导致的转移账户的困难

性、缺少正规的劳动合同以及企业对于向地方社保基金缴费的抵触情绪，都

意味着农民工缺乏加入基本城市养老保险计划的积极性。农民工所具有的流

动性、他们更换工作的频繁性以及他们所经常处于的非正式雇佣关系，都加

剧了他们参与基本城市养老保险计划的困难。农民工无法保证他们能持续缴

纳１５个年头的社会保险 （也无法保证最后 ５年能在同一个地方缴纳这笔费

用），这也使得他们难以满足享受基本城市养老保险的条件。直到 ２００９年，

在不同统筹区域转移养老保险账户，还是阻碍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计划的主

要障碍，即便是在那些允许农民工参与城市社保计划的地方，当农民工需要

到其他地方工作时，他们也只能取回个人账户里的资金，而雇主为他们缴纳

的经费则被留在本地。事实上，这部分经费被用于维持地方社保基金平衡，

特别是用来削减那些因支付本地退休职工工资而造成的亏空。农民工个人账

户则意味着他们被要求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直到更换工作时才能

取回这笔资金。２００９年出台的政策措施旨在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工对于地

方统筹基金的贡献，也被允许随其个人账户的转移而进行转移，但许多执行

层面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对于雇主而言，为农民工开设社保账户意味着用

工成本的提高。对于社会保障系统而言，持续不断的账户转移意味着维护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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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管理资金的工作变得更复杂了。这些问题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尤其严

重，因为她们比男性农民工更加经常地变换工作、更容易处于非正式雇佣关

系当中，也更容易因为照看孩子和履行家庭责任而无法保持就业档案前后一

致。因此，毫无疑问，农民工不仅缺乏加入社会保险计划的动机，也对这套

系统缺乏信心。

２００９年出台的政策要求农民工加入城市养老保险计划，并且试图通过

这种方式解决一些问题。新的政策要求以下方面：①强制农民工参保并且不

允许退保；②通过允许农民工缴纳相对较少的社保金来降低农民工参保的准

入门槛；③当农民工转移时，确保其在地方统筹基金中的账户是密封的；

④建立农民工社保档案的全国数据库；⑤在最终居住地建立统筹一生缴费贡

献的机制；⑥设计连接城市养老保险计划和农村养老保险计划的机制，以便

利那些退休后返回农村的农民工获取养老金。设计实现上述政策目标的机

制，需要一个灵活、准确并且整合情况良好的信息管理系统。良好的档案管

理则可以保证农民工及其雇主所缴纳的养老金能在不同统筹基金中都被保留

下来，在此基础上实现整合，并最终转移到他们的退休地。

农村养老保险计划每个月向超过 ６０岁的所有农村居民———无论男性还

是女性———提供一小笔额度为 ５５元人民币的收入。这笔费用由政府确保提

供，资金来自中央财政、各省财政和集体贡献。那些仍在工作的农民，可以

自愿加入农村养老保险计划，并且每年向计划缴纳一定的费用。如果他们这

么做的话，就可以在到达退休年龄后，每月同时领到由政府发放的退休金以

及个人账户在退休时所积累金额的１／１３９（也就是说，从政策设计来看，对

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寿命预期是一致的）。随着这个体系的逐渐成熟，

最终将形成类似基本城市养老保险计划的两个组成部分：退休金和个人账户

资金。两个计划的不同之处在于，农村养老保险计划中的退休金是由政府财

政负责支付的。所有年满１６周岁而不属于农民工因此无法参与城市养老保

险计划的农民，都有资格在其户口所在村庄加入农村养老保险计划。

这项计划的基本设计思路简单明了，而政府从预算中划拨资金支付养老

金，则标志着中国的老年退休收入供给制度实现了一个创新。这项创新还被

扩展应用于城市失业居民，他们也能享受到由政府财政提供的养老金。这项

制度也实现了性别平等，因为男女农民所得到的养老金是一致的。虽然每人

每月５５元的收入并不太高，但这笔款项是通过现金支付的，因而对于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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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贫困的农村地区的人们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养老金的额度也有望随着时

间发展而提升。

在２０１０年对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计划的试点中，地方性的政策差异是

被允许存在的。① 对于比较贫困的西部省份而言，中央财政给予 １００％的资

金补贴；对于地处中部和西部的省份，中央财政补贴 ５０％的资金，省级行

政单位则需要筹集另外 ５０％的资金。而每省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显著

的政策差异。以福建省为例，对于比较贫穷的县，省级财政提供 ３０％的资

金，地方负责自行筹措剩下的 ２０％资金；对于经济条件处于中等的县，省

级财政提供１０％的资金，地方负责自行筹措剩下的 ４０％的资金；而对于那

些比较富裕的县则需要自行筹措所有中央财政补贴之外的资金，即总投入的

５０％。不仅如此，如果那些比较富裕的县愿意的话，它们可以将每月支付给

农民的养老金标准向上提升 １０元。另外，正在工作的农民每月应当向其个

人账户存入的金额，在这个问题上的地方政策差异性更加明显。国家指导标

准提供了五档标准，建议仍在工作的农民每个月向自己的个人账户存入 １００

～５００元不等的金额。福建省意识到富裕地区可以积累更多的资金，于是引

入了１２档标准，最低存入额为每月 １００元，最高存入额则为每月 １２００元。

不仅如此，为了鼓励更多农民参加 “新农保”，福建省尝试着对那些选择基

本缴费金额的农民提供每人 ３０元的国家补贴，直接打入农民的个人账户。

如果行政村具有经济资源，它们也被允许为自己的村民缴纳额外的养老保险

金。因此，在比较富裕的地区，最低养老金标准可能要高于其他地区，而比

较富裕的农民则会在个人账户中进行更高程度的积累。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也暴露出了一些困难和潜在的问题，包

括以下方面：

如何识别所有符合条件的参保人 （有些年纪较大的农民没有身份证，

也没有其他可靠的证件来证明其年龄）；

如何维护档案更新的及时性，以便每月向那些新近达到退休年龄的农

民提供养老金，并且将那些已经死亡的参保人清除出数据库；

如何在基层配置人员以便运转整个项目；

如何便利老年人开设银行账户，以便退休金能够及时汇入他们的账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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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然而，考虑到许多老年人并不识字，也考虑到许多村庄中并无储蓄所，

这项工作面临许多困难；

如何说服年轻人参保，并说服参保家庭也为女性缴纳保险金；

有些试点计划将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 “绑定”，规定只有那

些年轻成员参加保险计划并支付保险金的家庭，其老年成员才能领取到养老

金，这使原本自愿参加的养老保险计划变成了强制参加的计划。

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计划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上述实践性问题并不会让

人意外，不过，尽管如此，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仍然标志着中国

在为农村地区和农村老年人提供福利方面实现了一项主要的政策创新。不仅

如此，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也对农民工以及他们运作自己养老计

划的方式提出了挑战。农民工群体现在面临着许多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在自

己户口所在村庄加入当地的农村养老保险计划，也可以在自己工作的城市加

入当地的基本城市养老保险计划。或许随着工作变动，他们还需要在以上不同

计划之间实现转换。由于不同计划之间存在着隔阂，而从每个养老金计划中所

能得到的最终收益也不明晰，农民工在面对不同养老保险计划时，往往很难做

出简单明了的决策。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确保那些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农民

工的档案的可靠与准确，以及计算农民工在不同养老保险计划之间进行转换时

所能够带走的权益比例，都具有相当的难度。从长期来看，国家需要为所有公

民———无论他们在何地生活和工作———提供标准化的、全国整合的养老保险服

务，而上述与农民工群体相关的挑战，则可能会给这一目标的实现带来压力。

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对积累起来的资金进

行管理。在供款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下，每名参保人进行累积的年份与领取退

休金的年份之和，要达到或者超过 ６０年。只有当人们对于养老保险资金的

安全性有信心并且相信自己的养老金能够保值增值时，他们才会长期支持这

一计划。如果养老保险制度不透明或没有绩效，抑或人们担心其中存在腐败

或者养老金被滥用的情况，那么这一计划所获得的支撑程度就会降低。养老

保险的参保人同样需要获取信息的途径，以便能够了解整个系统的运行情况

以及他们自己个人账户的情况。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正处于转型之中，这意

味着许多退休职工因参保时没有个人账户资金积累而存在着 “空户”，养老

保险基金的安全性也因此仍然存在问题。根据赵人伟等学者的研究，１９９９

年全国共有２６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养老保险基金处于负债运行状态，而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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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许多省份养老保险的当期支出额甚至比当期收入额要高出 ３０％ （Ｚｈａ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５５）。有学者估计，全国养老金的收支差距高达 ２５０００亿元人民

币 （Ｗａｎｇ，２００５：８）；由赵人伟等专家在最近做出的估算则表明，个人养

老保险的空账总额可能高达１７０００亿元人民币 （《东方早报》，２０１２年 ３月

１６日，Ａ３０版）。一些研究认为，上述数据将在今后的 ５０年内持续恶化。

虽然这些研究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但既有数据已经说明养老保险基金所面对

的问题是巨大的。因此，毫不奇怪，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 ５６

条明确规定 “社会保险基金通过预算实现收支平衡”以及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在社会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给予补贴”。不仅如此， “中国社会

保险”网站不得不强调对空头账户或许会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予以解决

（ＣＮＳＳ，２０１２）。实际上，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从总体来看尚未建成完全积

累模式，而在许多方面仍在以 “随收随支”的方式进行运作。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所涉及的资金规模是可观的。２０１０年，《人民日报》

报道当时的社会保障资金规模大约为１３００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到 ２０１５年要

上升到３０００亿美元 （《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１日）。根据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在２０１０年发布的报告，养老保险基金的总收入为 １３５００亿元人民

币 （其中包括１９５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补贴） （ＭＯＨＲＳＳ，２０１１）。因此，养

老保险基金可以被视为一股巨大而持续增长的资本。然而，目前中国政府对

于养老保险资金的管理方式十分保守，这些资金只能被转化为银行存款和用

于购买国债。养老保险基金尚未进入股票市场、不动产市场和其他资本市

场。考虑到养老保险基金可能面临腐败和被滥用的风险，政府现在所采取的

谨慎措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措施也意味着养老保险基金应对通货膨

胀而保值的能力面临着潜在的挑战，养老保险基金通过实现增值来匹配不断

上涨的收入与期望的空间也十分有限。毫不奇怪，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目

前已经开始考虑进行一些旨在推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绩效的政策试验，不过

维护这笔资金的安全性仍然是政府部门最主要的考虑 （《中国日报》，２０１１

年１０月２６日）。

上述讨论凸显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许多挑战，

包括：

由旧的制度所留下的遗产及期待；

克服分散型结构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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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完全积累”模式转型过程中的负担；

管理和信息系统亟须重大改进；

利益冲突的政治经济学：地方政府、雇主、地方居民、农民工与不同

层级的政府的利益都与养老保险制度如何运行密切相关。

不过，尽管面临以上挑战，从总体来说，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是处于

持续发展之中的。表１２－１列示了关于养老保险计划参与人数的最新统计，

数据来源于不同的资料。当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小心对待表格中的数据，

但这些统计指标确实说明中国养老保险计划所覆盖人口的规模正在增长，而

整个养老保险制度也变得越来越精细了。这些数据也说明，还有许多处于不

同工作领域的人们尚未参加养老保险，而农民工仍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养

老保险制度之外。不过，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公众所关注的焦点。如果在检索

中文资料的搜索引擎中键入 “我如何领取养老金”和 “我能否在领取失业

保险的同时享受医保”等问题，就可以找到许多对于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

的讨论。

表 １２－１　养老保险计划覆盖人数

单位：百万人

项目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总人口 １３３４７ １３４１０ １３４７４０

城市职工数 ３１１ ３４７ ３５９

流动工人总数 ２３０ ２４２ ２５３

基本城市养老保险覆盖人数 ２３５５ ２５７ ２８４

其中：

养老金领取人数 ５８ ６３ ６８２

流动人口 ２６５ ３２８

农村养老保险计划参加人数 ８６９ １０２８ ３２６

其中：

养老金领取人数 １３６ ２８６ ９８８

城镇失业人员社会保障计划 １３３４

其中：

养老金领取人数 ６４

　　资料来源：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统计报告，温家宝所做 《２０１１年政府工作
报告》，国家统计局于２０１２年３月所发布的 《经济与社会发展年度公报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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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距离，而完成社会保障全覆

盖的工作仍要跨越许多鸿沟，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所带来的压力，

似乎已经得到了官方重视。因此，２０１１年３月公布的 “十二五”规划要求：

全面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继续推进落实基本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

实现社会保险资金的省级统筹；

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

逐步推进城乡养老保障制度有效衔接；

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以上议程的涉及面无疑相当广泛，但如果无法实现这些议程的话，中国

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可能会面临显著的不利影响。

经验和结论

本研究描绘了中国社会保障系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点，并特别针对中

国的养老保险计划进行了重点讨论。本研究强调了上述改革在促进社会公正

与平等以及保证持续增长与经济平衡两个方面的重要性。本研究指出，为了

确保中国相关政策成功并且具有可持续性，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多加注意。

第一，一个全国统筹并且对所有公民开放的社会保障制度最能确保社会公

平，也最易于管理。因为这样的制度有助于削减劳动力流动过程中面临的壁

垒，并且降低社会服务供给的复杂性。第二，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国家

应当持续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担保，并且继续为未能进入社会保障体系或者

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公民提供资金，以确保他们在退休后的基

本生活。第三，可转移性与灵活性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关键。在经济结构

持续变动以及经济和人口形势在老龄化社会中持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公民

个人所面临的环境也将不断变化，社会保障系统必须具备为应对这些变化而

不断进行调整的能力。上述挑战对于农民工群体尤为迫切。农民工群体代表

着中国目前的年轻劳动力，在他们尚能工作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如何为他们

退休以后继续获得收入而筹措资金。第四，必须要设计出能够确保社会保障

资金保值增值的机制，同时也要削减或者消除社会保障资金与市场挂钩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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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风险。第五，考虑到男人和女人的预期寿命与生活经历不同，在设计

社会保障制度时应当考虑性别差异。否则的话，就可能会造就出一代年老而

贫穷的妇女。第六，那些最为成功的公共政策的发展和管理过程，都是公开

和透明的，并且都建立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得到公

民的理解与信任，而那些彼此平衡的竞争性利益，则需要被讨论，并需要得

到充分的表达。因为只有这样，公众才能对政策充满信心，从而使政策得到

广泛支持，以便得以顺利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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