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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我国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的超额支出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个人账户

制度精算平衡的实现条件,然后对导致我国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超额支出的诸项因素

进行定量研究,并测算超额支出导致财政补贴压力的规模,最后针对化解超额支出提出改革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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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言

我国从１９９３年开始确定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从

此个人账户制度成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经历了２０年的发展.
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一方面在我国确定待遇的、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制度的基础

上引入了确定缴费的积累制养老保险,增强了应对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养老负担比提高所带

来的挑战的能力;另一方面,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引入了职工个人缴费形成的个人账户养

老金,形成了劳资双方分担缴费压力的格局,从而改变了养老金待遇的结构,增强了个人自

我负责的意识,并提高了个人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性 (郑功成,２００８).整体而言,在

我国的国情下,建立个人账户制度是符合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是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从国际经验出发,建立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也是各国传统的确定待遇的、现收现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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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应对老龄化危机的普遍做法.个人账户制度有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以智利为代表的确定

缴费的、积累制的个人账户制度,另一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确定缴费的、现收现付的个人账

户制度,后者被我国学者称为名义账户制度 (郑秉文,２００３).无论是智利模式还是瑞典模

式,个人账户制度都具有可以实现收支精算平衡、制度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成为人口老龄

化背景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选择.个人账户制度的收支精算平衡是由其确定缴费的根

本性质所决定的,在确定缴费模式下,参保者个人的缴费被记入私人所有的个人账户中,然

后缴费资金按照一定的记账利率进行积累,在退休的时点上将个人账户中的缴费总积累转化

为退休后年份的养老金,个人得到的养老金总价值等于个人缴费积累的总价值,从而实现了

参保者个人一生的收支精算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也相应实现了制度的

收支精算平衡.两种个人账户制度模式在精算平衡的思路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两种

模式下的记账利率的差异.在智利模式下,个人账户的记账利率等于积累制下养老保险基金

实际的投资回报率,而在瑞典模式下,个人账户的记账利率等于现收现付型养老保险制度的

内部回报率 (Samuelson,１９５８;SettergrenandMikula,２００５).不同的国家在积累制和现

收现付制度的回报率之间的对比关系是不同的,研究证明采用回报率更高的制度模式有利于

提升社会福利 (Aaron,１９６６),所以各个国家应当视其具体情况来决定所采用的个人账户

养老保险制度的具体模式.当制度的具体模式确定后,以参保者个人养老金待遇和缴费长期

平衡为目标,就可以实现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精算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建立的个人账户制度也是确定缴费的积累制模式,１９９７年个人账

户制度的缴费率被统一为个人工资的１１％,在２００５年调整为８％,然后维持到当前.但是

由于我国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在计发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不完善的环节,导致参保者领取的

养老金待遇的总价值是超过个人实际积累的养老金财富的,这使得个人账户制度存在着超额

支出的情况,而且这种超额支出随着参保者预期寿命的延长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个人账户制

度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被削弱,同时也导致个人账户制度需要外部的补贴机制才能化解超

额支出.在我国 «社会保险法»第十三条中明确规定当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出现收不抵支缺口

的时候由政府给予补贴,所以个人账户制度的超额支出将转化为每期的财政补贴,随着未来

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财政补贴压力将不断增加,这将对公共财政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

影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针对

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提出了 “坚持精算平衡”的要求,为此本文以我国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

度的超额支出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精算平衡的实现条件,然后对导

致我国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超额支出的诸项因素进行定量研究,并测算超额支出导致财政

补贴压力的规模,最后针对化解超额支出提出改革建议.

二、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精算平衡的实现条件研究

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参保人分散长寿风险,消除高龄者陷入贫困的

后顾之忧.根据大数定律,当考虑一个大规模的群体的时候,个体死亡的随机性转化为群体

死亡人数比重的确定性.如果以平均预期寿命为分界,可以通过在群体中的短寿者和长寿者

之间进行收入分配来实现分散长寿风险的目标,具体的做法是将短寿者去世时其个人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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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领取的养老金积累余额用于为那些个人账户积累已经领取完的长寿者提供养老金.反之,
如果短寿者去世时其个人账户中未领取的养老金积累余额被以遗产的方式继承,那么长寿者

在其个人积累完全领取后将无法得到养老金,从而陷入贫困.一般而言,个人账户养老保险

制度应当是一种生存年金,也就是只针对生存者提供养老金,不针对死亡者提供遗产支付,
否则长寿者或者将会陷入老年贫困,或者个人账户制度将面临长寿风险导致的超额支出,难

以实现收支平衡.
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是依据大数定律原理运作的,所以其考虑的对象是由许多同年出

生的参保者组成的同龄群体 (Cohort),针对每个同龄群体实现该群体的养老金待遇和缴费

的精算平衡.以某一个代表性的同龄群体为研究对象,记这个同龄群体在年龄为t岁时的年

初生存人数为Nt,k为该同龄群体初始参保年龄,R 为退休年龄,ω 为寿命上限.记qt＝
Nt/NR,代表从退休年龄R 岁到t岁的生存概率.假定死亡发生在每年的期末,所以在退

休年龄时的期望寿命 (记为LER)等于:

LER ＝
１
NR

∑
ω

t＝R

[Nt]＝∑
ω

t＝R

[Nt

NR
]＝∑

ω

t＝R

[qt] (１)

代表性同龄群体在达到退休年龄时其个人账户的缴费总积累记为FR,

FR＝NRAR＝NR (wτ)
(１＋r)R－k

(r－g)  [１－ (１＋g
１＋r

)R－k] (２)

其中r是记账利率,g 是工资增长率,w 是初始参保年份的工资,τ是个人账户的缴费

率,AR是代表性同龄群体中个体缴费总积累.以个人账户制度实现收支平衡为约束条件,
在不考虑遗产的时候,退休后每年领取的养老金在退休时点上的总贴现和应当等于该同龄群

体所拥有的缴费总积累.

NRAR ＝∑
ω

t＝R

[NtPR(１＋π
１＋r

)t－R] (３)

上式左端是退休时的缴费总积累,右端是退休后每年该同龄群体中生存者领取的养老金

在退休时点的总贴现值,其中退休第一年的初始养老金记为PR,之后每年养老金的增长率

记为π.对上式进行变换得到,

PR ＝
AR

∑
ω

t＝R

[Nt

NR
(１＋π

１＋r
)t－R]

＝
AR

∑
ω

t＝R

[qt(１＋π
１＋r

)t－R]
(４)

所以在给定记账利率和生存概率的条件下,上式说明初始养老金 (记为PR)与退休后

的养老金增长率 (记为π)之间存在反向的变化关系.养老金增长率越高,则初始养老金的

水平越低,两者之间彼此消长.上式实际为初始养老金和养老金增长率的隐函数方程

f(PR,π)＝０,所以在给定养老金增长率后可以求解出初始养老金,或者在给定初始养老

金后可以计算出精算平衡约束下的养老金增长率.
萨尔瓦多 (１９９８)指出在等额年金制 (FixedAnnuity)下,退休后每年的养老金都是

相同的,也就是养老金的增长率为零.将π＝０代入到方程 (４)中可以得到等额年金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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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始养老金水平为:

PR ＝
AR

∑
ω

t＝R

[ qt

(１＋r)t－R
]

(５)

等额年金制是先确定养老金增长率,然后求解出初始养老金.也可以先通过养老金的计

发公式来确定初始养老金,然后求解出养老金的增长率,瑞典的名义账户制度就采用了这种

方式.帕尔默 (２０００)介绍了瑞典的名义账户养老金的计发方式,其初始养老金的确定方

程为:

PR ＝
AR

∑
ω

t＝R

[qt( １
１＋rg

)t－R]
(６)

其中rg是一种前置利率 (ImputedRateofReturn).将瑞典的初始养老金的确定方程代

入到方程 (４)中可得到瑞典的养老金待遇增长率的确定方程.

AR

∑
ω

t＝R

[qt(１＋π
１＋r

)t－R]
＝

AR

∑
ω

t＝R

[qt( １
１＋rg

)t－R]
⇒１＋π

１＋r＝
１

１＋rg
⇒π ≈r－rg (７)

所以瑞典名义账户制度的养老金的增长率等于记账利率减去前置利率,而在稳态人口的

条件下名义账户制度的记账利率应当等于工资增长率 (SettergrenandMikula,２００５),所

以瑞典的名义账户制度每年的养老金增长率就等于工资增长率减去前置利率.
与瑞典名义账户类似,我国的个人账户制度也采用了首先确定初始养老金的方式,我国

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的年度初始养老金等于退休者的缴费总积累除以由退休年龄的期望寿

命所决定的计发年数.

PR ＝
AR

LEt
＝

AR

∑
ω

t＝R

[qt]
(８)

同样,将上式代入到方程 (４)中可以得到在收支精算平衡的约束下我国个人账户养老

金的增长率.

AR

∑
ω

t＝R

[qt(１＋π
１＋r

)t－R]
＝

AR

∑
ω

t＝R

[qt]
⇒１＋π

１＋r＝１⇒π＝r (９)

结论是我国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增长率水平应当等于记账利率.对比我国与瑞典的个人

账户的养老金增长率水平的情况可以发现:(１)如果初始养老金等于缴费总积累除以退休时

的期望寿命,那么养老金增长率就等于记账利率;(２)如果初始养老金的决定中不仅考虑期

望寿命的因素,还引入了前置利率,那么养老金增长率就要从记账利率中扣除掉前置利率.
因为引入前置利率因素将提高初始养老金水平,而方程 (４)证明初始养老金与养老金的增

长率是负相关的,所以引入前置利率后将导致养老金增长率的下降.
基于上文的分析,由于个人账户要化解长寿风险,所以个人账户制度需要排除遗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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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虑,同时基于收支精算平衡的约束,个人账户的初始养老金和养老金增长率之间存在此

消彼长的关系.结合我国的情况,要实现我国个人账户制度的精算平衡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１)不考虑遗产问题;(２)初始养老金等于缴费总积累除以退休年龄对应的期望寿命之和;
(３)养老金的增长率等于记账利率.

三、我国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超额支出的微观研究

参考杨俊 (２０１４)的研究,我国的个人账户制度并不满足实现个人账户养老金精算平衡

的三个条件.首先,我国的 «社会保险法»中第十四条规定,参保退休者个人死亡的时候个

人账户的余额可以被继承;其次,我国养老金的增长率超过个人账户的记账利率,我国的记

账利率等于同期的银行存款回报率,其水平约为３％,而我国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增长率平均

每年约为１０％,约为同期的工资增长率水平的８０％,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最后,我

国的个人账户的计发年数小于退休年龄实际的期望寿命,表１中的数据显示如果参保者４０
岁退休,个人账户制度规定的计发年数为１９４年,但是期望寿命为３９３年,计发年数只是

期望寿命的４９％,而且此差距随着退休年龄的增加先下降后增加.本文将这三种导致个人

账户难以实现精算平衡的因素称为 “遗产差”“增长差”和 “寿命差”,这些因素导致了个人

账户制度存在超额支出,即超过个人账户缴费总积累的养老金支出.

表１ 城镇人口不同退休年龄的期望寿命和个人账户计发年数的比较

退休年龄 (岁) 期望寿命 (岁) 计发年数 计发年数占期望寿命比重 (％)

４０ ３９３ １９４ ４９

４５ ３４６ １８０ ５２

５０ ３００ １６３ ５４

５５ ２５５ １４２ ５６

６０ ２１２ １１６ ５５

６５ １７１ ８４ ４９

７０ １３５ ４７ ３５

　　注:表中的计发年数是根据个人账户不同退休年龄的计发月数表计算形成,城镇人口不同退休年龄所对应的期望寿

命的数据来自胡英 (２０１０)测算的结果.

下面以代表性同龄群体作为微观研究对象,对超额支出的规模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假

定养老金在每年初发放,死亡发生在每年的年末,当退休者死亡的时候其个人账户的余额作

为遗产被继承.对于每个退休者而言,在退休后的各个年份中如果其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当

年要发放的养老金,那么在当年这个退休者不产生超额支出;如果退休者在年末去世,或者

其个人账户中尚存的余额被继承,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为零则不存在继承,在这两种情况下都

不会产生超额支出;只有当退休者在当年初的个人账户余额小于当年要发放的养老金的时

候,两者间的差额成为该退休者在当年导致的超额支出.所以在分析代表性同龄群体的超额

支出的时候首先需要通过计发公式确定初始退休金,并根据外生的养老金增长率来确定退休

后所有年份的养老金.其次针对每年初生存的退休者计算其个人账户的余额,个人账户的余

额等于上一年初个人账户余额减去上一年的养老金后的部分与该部分在上期产生的利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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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如果上一年初的个人账户余额小于上一年的养老金支出,那么本年度的个人账户余额定

为零.最后,将本年初的个人账户余额与本年的养老金支出进行比较,养老金支出超过个人

账户余额的部分成为当年的超额支出.记Pt是当年的养老金支出,记At为t岁退休者个人

账户的年初余额.

At＝
(At－１－Pt－１) (１＋r)ifAt－１≥Pt－１

０ifAt－１＜Pt－１
{ (１０)

st为t岁退休者产生的超额支出的水平,

st＝
０ifAt≥Pt

－ (At－Pt)ifAt＜Pt
{ (１１)

基于以上分析,在退休后的某年份中是否产生超额支出取决于退休者个人账户余额与该

期养老金之间的对比关系,由于个人账户余额随着养老金的逐期发放以一定的速度不断减

少,最终在达到某个年龄时个人账户的余额下降到零之后就产生超额支出了.所以个人账户

余额逐期下降的速度成为决定是否产生超额支出的核心因素,在精算平衡的条件下,首先不

考虑遗产问题,所以每年初生存的退休者的个人账户余额中会增加在上一期去世退休者个人

账户余额转移过来的部分,这有助于减缓个人账户余额的下降速度;其次养老金是根据退休

时个人账户余额除以退休年龄期望寿命计算的,所以基本上个人账户余额的下降速度与养老

金要发放的期数对应;最后养老金待遇增长率等于记账利率,这样个人账户余额每期得到的

利息正好可以支付养老金逐期增长的部分.所以精算平衡的模式下,代表性同龄群体的个人

账户余额可以一直持续到所有退休者领完最后一期养老金 (见表２的模拟运算结果)为止,
这样就不会产生超额支出,从而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是精算平衡的.

表２ 精算平衡条件下个人账户余额变化的测算

年龄 (岁) 个人账户余额单位 当年养老金支出

５５ １６７８４ ６４６

６０ １６６３５ ７６７

６５ １６０７８ ９１１

７０ １５０８０ １０８２

７５ １３７９１ １２８５

８０ １２２８５ １５２７

８５ １１０１９ １８１３

９０ ９９６４ ２１５３

９５ ９７７３ ２５５７

１００ ６１８０ ３０３７

１０５ ３６０７ ３６０７

　　注:表中的测算假定同龄群体在２０岁参加制度,５５岁退休,工资增长率为７％,记账利率为３５％,养老金增长率等于记账利

率,同龄群体初始就业时工资为１００单位,个人账户缴费率为８％.表３的测算假定为同龄群体在２０岁参加制度,工资增长率为

７％,记账利率为３５％,养老金增长率为工资增长率的８０％的水平,初始就业时工资为１００单元,个人账户缴费率为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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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并不满足精算平衡的三个实现条件,首先计发年数小于实

际期望寿命,所以初始养老金的水平被大幅度增加了,这加快了个人账户余额的下降速度;
其次养老金的增长率超过了记账利率,结果个人账户余额每期产生的利息不足以支付个人账

户养老金增长的部分,这使得个人账户余额的下降速度增加;最后由于允许退休者去世时个

人账户余额被继承,这使得每年生存的退休者得不到上一年中去世的退休者个人账户余额转

移的补充,失去了这个可以减缓个人账户余额下降速度的积极因素.所以我国退休者的个人

账户余额下降速度快,在很早的年份中就出现了超额支出,并将在之后的年份中一直存在,
而且随着养老金的不断增长而提高,直到该同龄群体中退休者全部去世时结束.

为了分析代表性同龄群体所导致的超额支出的程度,本文采用 “超额支出率”指标进行

衡量.超额支出率是指该同龄群体在退休后的年份中得到的超额支出在初始就业年龄的总贴

现值 (记为PVs)占该同龄群体退休时缴费总积累在初始就业年龄的贴现值 (记为PVF)
的比重.记超额支出率为S:

S＝
PVs

PVF
＝
∑
ω

t＝R

[Ntst

(１＋r)t－k
]

NRAR

(１＋r)R－k＋１

(１２)

表３中测算了参考我国实际情况的参数设置下的不同退休年龄对应的超额支出率,并且

将超额支出率针对 “遗产差”“增长差”和 “寿命差”三种因素进行了边际分解.

表３ 对同龄群体的个人账户超额支出率的测算和因素分解

退休年龄 总超额支出率 遗产差 增长差 寿命差

５０ １７７％ １４％ ４４％ ９０％

５１ １７３％ １４％ ４３％ ９０％

５２ １７０％ １５％ ４１％ ８９％

５３ １６６％ １５％ ４０％ ８８％

５４ １６３％ １５％ ３９％ ８７％

５５ １５９％ １６％ ３７％ ８６％

５６ １５７％ １６％ ３６％ ８７％

５７ １５６％ １６％ ３５％ ８７％

５８ １５４％ １７％ ３３％ ８８％

５９ １５５％ １７％ ３２％ ８９％

６０ １５４％ １８％ ３１％ ９０％

　　注:表３的测算假定为同龄群体在２０岁参加制度,工资增长率为７％,记账利率为３５％,养老金增长率为工资增

长率的８０％的水平,初始就业时工资为１００单位,个人账户缴费率为８％.

表的第３列的计算结果是在精算平衡的基础上单独引入 “遗产差”因素所导致的超额支出率,类似地第４列和第５
列对应了 “增长差”和 “寿命差”各自的边际影响.由于三种因素之间存在交叉作用,所以表３中测算的３种因素对超

额支出率的边际影响之和是小于第２列中汇报的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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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的测算显示当退休年龄为５０岁的时候,同龄群体总的超额支出率为其缴费总积累

的１７７％,其中 “寿命差”因素对超额支出率的贡献最大,其次是 “增长差”因素和 “遗产

差”因素.随着退休年龄的延迟,“遗产差”导致的超额支出率不断增加,这是因为随着退

休年龄的延迟,退休时的缴费总积累不断增加,从而作为遗产被继承的部分也相应提高,这

使得长寿者的超额支出增加;“增长差”因素随着退休年龄的延迟导致的超额支出率不断下

降,这是因为延迟退休减少了养老金可以增长的年份,从而削弱了 “增长差”对超额支出的

影响;“寿命差”因素导致的超额支出率随着退休年龄延迟呈现先下降后增长的变化,这

是由于个人账户制度的计发年数占期望寿命的比重先增长后下降 (见上文中的表１),该

比重增长时计发年数与期望寿命的差距缩小,这使得超额支出率下降,反之将导致超额

支出率的增加.

四、我国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补贴水平的宏观研究

本部分将建立对个人账户制度超额支出导致的财政补贴进行测算时所使用的现收现付收

支模型,测算代表性年份中所有退休者产生的总超额支出的规模,并以总超额支出占当年缴

费工资总额的比重作为衡量财政补贴压力的指标,这个指标可以类比于现收现付制度下养老

金支出导致的成本率,所以本文称之为 “财政补贴成本率”.财政补贴成本率越高,则说明

个人账户制度超额支出所导致的财政压力越大.
首先建立现收现付型收支模型,参考SettergrenandMikula (２００５),以代表性年度为

例,假定人口增长率为n,当年的零岁人口的数量为 N０,x 岁人口相对于零岁人口的累积

生存概率记为lx,所以当年的x 岁人口的数量为:

Nx＝
N０

(１＋n)xlx (１３)

记Px是当年x 岁退休者的养老金,Ax是x 岁退休者的个人账户余额,sx为x 岁的退休

者产生的超额支出.

sx＝
０ifAx≥Px

－ (Ax－Px)ifAx＜Px
{ (１４)

当年所有退休者产生的总超额支出 (记为C)满足:

C＝∑
ω

x＝R
Nxsx (１５)

记w 为当年的人均工资,则当年所有缴费者的缴费工资总额 (记为W)为:

W ＝∑
R－１

x＝k
Nxw (１６)

当年的财政补贴成本率 (记为c)是当年的所有退休者的超额支出总和占当年缴费工资

总额的比重:

c＝
∑
ω

x＝R
Nxsx

∑
R－１

x＝k
Nxw

＝
∑
ω

x＝R

lxsx

(１＋n)x

∑
R－１

x＝k

lxw
(１＋n)x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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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人口增长率为１％,工资增长率为７％,不同年龄人口相对零岁人口的生存概率参

考胡英 (２０１０)的研究结果,个人账户的缴费率为工资的８％,参考我国当前的情况将养老

金的待遇增长率设定为工资增长率８０％的水平,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年数依照制度现行

的规定,并允许个人账户余额以遗产方式被继承.基于这些假定条件,在表４中测算了财政

补贴成本率随着退休年龄变化的结果,并将财政补贴成本率针对 “遗产差” “增长差”和

“寿命差”三种因素进行了边际分解.

表４ 对我国个人账户制度财政补贴成本率的测算和因素分解

退休年龄 (岁) 财政补贴总成本率 (％) 遗产差 (％) 增长差 (％) 寿命差 (％)

５０ ２３７ ０１２ ０４２ １１７

５１ ２３２ ０１２ ０４１ １１６

５２ ２２８ ０１３ ０４０ １１６

５３ ２２４ ０１３ ０３９ １１５

５４ ２２０ ０１４ ０３８ １１４

５５ ２１６ ０１５ ０３７ １１３

５６ ２１４ ０１５ ０３５ １１４

５７ ２１３ ０１６ ０３４ １１５

５８ ２１２ ０１６ ０３３ １１７

５９ ２１３ ０１７ ０３２ １２０

６０ ２１２ ０１８ ０３１ １２１

　　注:表的第３列的计算结果是在精算平衡的基础上单独引入 “遗产差”因素所导致的财政补贴成本率,类似地第４

列和第５列对应了 “增长差”和 “寿命差”各自的边际影响.由于三种因素之间存在交叉作用,所以表４中测算的３种

因素对财政补贴成本率的边际影响之和是小于第２列中汇报结果的.

研究结果显示:基于本文的参数设定,代表性年份所有退休者导致的总超额支出的成本

率约为２２％,且随着退休年龄的延迟这个水平略有下降.而且随着退休年龄的延迟, “遗
产差”导致的成本率是不断增加的,“增长差”导致的成本率不断下降,同时 “寿命差”导

致的成本率先下降后增长,这些变化的原理与代表性同龄群体超额支出率变化的原理是相

同的.
延迟退休对个人账户超额支出导致的财政补贴成本率的影响非常有限,这点与现收

现付的社会统筹制度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社会统筹制度是确定待遇模式的,在确

定待遇的模式下,养老金支出是由制度外生决定的,所以延迟退休导致制度负担比大

幅度下降的时候就会带来成本率的大幅度下降.但是确定缴费的个人账户制度下延迟

退休会带来退休时个人账户缴费总积累的增长,从而使得养老金水平随着退休年龄的

延迟而自动增长,这成为推动成本率提高的因素,这个因素的作用与负担比下降的因

素之间互相抵消,最终使得延迟退休后个人账户制度财政补贴的成本率仅有小幅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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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所以即使延迟退休年龄也很难降低由于 “遗产差”“增长差”和 “寿命差”导致

的个人账户制度财政补贴的成本率.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提出了满足精算收支平衡要求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的三个实现条件,
即不考虑遗产、初始养老金为个人账户缴费总积累除以退休年龄期望寿命和养老金增

长率等于个人账户的记账利率.其次提出我国的个人账户制度由于不满足此三个条件

而存在 “遗产差”“增长差”和 “寿命差”因素,这三种因素导致了个人账户的实际养

老金支出超过参保者缴费总积累的超额支出.再次以代表性同龄群体为研究对象,从

微观角度建立个人账户收支模型研究同龄群体个人账户超额支出的规模和影响因素.
最后以代表性年份所有退休者为对象,从宏观的个人账户基金收支的角度建立现收现

付模型研究超额支出导致的财政补贴的成本率,并对成本率随着退休年龄延迟的变化

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由于个人账户制度的确定缴费的性质使得延迟退休对于超额支出

成本率的影响非常有限.
为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提出的养老保险制度要 “坚持精算平衡”的要求,本文提出应当首先调整个人账户养老金

的计发年数表,使计发年数与城镇人口退休年龄的实际期望寿命一致,从而消除 “寿命差”;
其次将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增长率调整为记账利率的水平,从而消除 “增长差”.针对 “遗产

差”的问题有两种改革建议.第一种是将个人账户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调整为补充性养老保

险制度 (肖严华,２０１１),采用委托代理的方式进行投资管理,基于个人账户的私人收支平

衡的性质,取消遗产继承的做法,并通过委托代理投资的高回报率来保证参保者的福利水

平.第二种是维持个人账户属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特征,依然由政府进行公共管理,通过

建立超额支出的补贴机制以实现个人账户制度的收支精算平衡.这里可以借鉴新加坡个人账

户制度的经验,由政府在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的基础上提供１％的补贴利率,用补贴利率的资

金建立一个公共性质的积累基金,用于弥补长寿导致的超额支出,实现个人账户制度的精算

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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