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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欧债危机的压力下,为减少公共养老金支出,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葡萄

牙推行了养老金改革.改革措施包括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延长领取全额养老金所需的缴费年

限,改变养老金计发办法,将养老金水平与人口预期寿命挂钩,降低部分人员的养老金待遇

水平,限制提前退休等.改革虽有助于抑制养老金支出的上升,增强养老金体制财务上的可

持续性,但却严重影响了民众对养老金制度的信心,极大地改变了民众的安全预期.这说

明,应强化养老金制度的顶层设计,充分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财务的影响,尽早调整

养老金制度参数,增强养老金财务的稳健性,以免在经济不景气时被迫推行养老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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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使欧洲福利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公共财

政的恶化迫使各国设法削减政府的公共开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又要求有更

多的社会开支来应对由于失业率上升导致的福利需求.在这种双重压力下,福利国家如何发

展,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议题.
本文考察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四国的养老金改革,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

在欧盟成员国中,这四个 “地中海福利国家”(Gal,２０１０)属于欧债危机最深重的地区.二

是养老金本身的特殊性.养老金支出占了各国政府开支的相当比重,削减养老金支出能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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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政府财务状况做出很大贡献,但同时,养老金改革可能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又使得各国政

府在改革养老金时顾虑重重.因此,这几个国家的养老金改革对于理解福利国家的发展趋势

而言,具有特殊价值.
本文共四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欧债危机对南欧四国社会开支的影响,第二部分考察四国

改革养老金的主要举措,第三部分评估养老金改革的社会影响,第四部分是结论和政策

讨论.

一、经济下行与社会开支的上升

受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四国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
实际 GDP快速下滑.根据 OECD的统计,西班牙、意大利２０１２年的实际 GDP只相当于

２００７年的９０％,葡萄牙为８８％,希腊仅为７８％ (OECD,２０１２a).经济下行导致四国失业

率迅速飙升.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意大利的失业率从６２％升至１０８％,葡萄牙从８５％升至

１５７％.失业问题最严重的是希腊和西班牙,两国的失业率分别从２００７年的８４％和８３％
上升到２３６％和２５１％,几乎每４个劳动力中就有１个人失业.①

高失业率造成了失业救济金等社会支出的迅猛增长.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间,南欧四国社会

支出占 GDP 的比例都显著上升了,希腊从２１６％升至２３９％,意大利从 ２４７％ 升至

２７８％,西班牙从２１３％升至２６％,葡萄牙从２２７％升至２５６％ (OECD,２０１２b).而与

此同时,政府财政收入却因经济下行而大受影响,由此导致社会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

进一步上升.２００９年,南欧四国社会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希腊为４４４％,意大利

５３６％,葡萄牙５１４％,西班牙５６１％.②

在经济下行、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的背景下,高水平的社会开支往往成为众矢之的.
反对福利国家的论者认为,南欧四国之所以会陷入经济崩溃的边缘,是因为福利国家拖

了后腿.首先,福利国家的高福利导致本来可以就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愿就业,从而

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其次,福利国家的高税收、高社会保

险费加大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使企业失去了竞争优势,导致经济增长乏力,迫使政府不

得不靠借债度日,债台高筑妨碍了经济增长,导致增长预期进一步降低,由此形成恶性

循环 (Roberts&Foster,２０１１).
为获得欧盟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深陷债务危机的南欧四国先后提出了一揽子财

政紧缩计划,这些紧缩计划都把养老金改革作为紧缩的一大重点领域.尽管在养老金问题

上,社会各阶层往往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 (Rhodes,２００５),使得养老金改革向来就面临着

巨大的政治阻力,然而在债务危机的重压下,南欧四国最终都把养老金改革提上了议事

日程.

二、养老金改革措施

在财政紧缩的背景下,南欧四国养老金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降低养老金支出.在南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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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例偏高.根据OECD的统计,２００７年,各国公共养老金支出占

GDP的比重,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７０％,而在南欧四国中,西班牙占８０％、葡萄牙

占１０８％、希腊为１１９％、意大利高达１４１％,是 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２倍 (OECD,

２０１１).
尽管在一些具体做法上,南欧四国的养老金改革不尽相同,但改革的共同方向是在

养老金的关键制度参数上做文章,严格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条件、改变养老金的计发办

法、限制提前退休,从而减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降低养老金水平、缩短领取养老金

的年限.

(一)提高退休年龄

提高退休年龄短期内可以减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从而减少养老金支出.改革前,南欧

四国的退休年龄有高有低.希腊改革前的退休年龄为５７岁,意大利也只有５９岁,均低于

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相比,葡萄牙和西班牙改革前的退休年龄都是６５岁,在

OECD国家中相对较高 (OECD,２０１１).
除葡萄牙外,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三国都将退休年龄提高到６７岁.其中,希腊采取

的是短期内大幅提高退休年龄的激进做法,２０１０年将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６５岁,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又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６７岁.相比来说,西班牙和意大利采取的是逐步提

高退休年龄的做法.意大利规定,２０１２年先将男性及公共部门的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６６
岁,私营部门的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６５岁;从２０１３年起,每年根据６５岁时的预期寿命渐

次提高退休年龄,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将男女退休年龄提高到６７岁.西班牙规定的过渡时期更

长,２０１３—２０２７年间,逐步将退休年龄从６５岁提高到６７岁.
与此相关的另一项措施是,鼓励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延迟退休.葡萄牙没有提

高法定退休年龄,但２００９年９月,决定降低６５岁以上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以鼓

励职工延迟退休.同时,对于缴费年限满１５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仍在就业的职

工,根据其缴费 年 限,每 延 迟 退 休 １ 个 月,养 老 金 增 发０３３~１ 个 百 分 点.西 班 牙

２０１１年改革规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６７岁)后,每推迟１年退休,缴费年限介于

１５~２５年的,养老金增发２％;缴费年限介于２５~３７年的,增发２７５％;缴费年限达

到３７年的,增发４％.

(二)延长缴费年限

延长缴费年限是短期内改变养老金财务状况的有效办法之一.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三

国都延长了领取全额养老金所必须达到的缴费年限.希腊将享受全额养老金所必须的累计缴

费年限从３７年提高到４０年,葡萄牙从３６年提高到４０年.西班牙从３５年提高到３７年.与

此相比,意大利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较宽松.意大利规定,１９９６年以后入职的人员,最低

缴费年限为２０年.

(三)改革养老金计发办法

在南欧国家中,养老金的替代率偏高.以一个普通的男员工为例,２００８年,希腊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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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毛替代率高达９５７％,净替代率更是高达１１０７％;意大利的毛替代率为６４５％,净

替代率为７６２％;葡萄牙的毛替代率为５４４％,净替代率为６５５％;西班牙的毛替代率为

８１２％,净替代率为８４５％ (OECD,２０１１).为降低养老金的替代率,希腊、葡萄牙和意

大利都对养老金计发办法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共同方向是强化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关联,同时

降低养老金的替代率.希腊规定,养老金不再按职工退休前的工资计发,而是以职工退休前

１０年内５个缴费工资较高的年份的平均工资为基数,缴费每满１年发１２％.葡萄牙规定,
从２０１０年起,养老金根据员工历年的缴费基数测算,不再按员工退休前１５年内１０个缴费

工资较高的年份的缴费情况计发.与此类似,意大利也规定从２０１２年起,养老金根据缴费

情况计发.

(四)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后的预期余命挂钩

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退休后的平均余命越来越长,
极大地加重了养老金的支付压力.２００８年,南欧四国６５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希腊８２６
岁,意大利８４５岁,葡萄牙８２８岁,西班牙８４３岁 (OECD,２０１１).为应对人口高龄化

对养老金财务状况带来的压力,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四国都出台措施,规定未来

的养老金水平将与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动相挂钩.当然,根据什么指标来调整、具体何时实

施,四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葡萄牙引入的是养老金可持续系数,从２００８年起,养老金

水平根据职工退休时的人口预期寿命自动调整.意大利引入的是转换系数 (Transformation
Coefficients),从２０１３年起,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将取决于两个值的乘积,一个是个人累

计缴费水平,另一个是根据５７~７０岁人口的死亡概率确定的系数,比如,５７岁退休,转换系

数是４３０４％;６５岁退休,转换系数为５４３５％;７０岁退休,转换系数为６５４１％.与此相比,
西班牙和希腊两国规定了较长的过渡期,西班牙规定养老金参数与人口预期寿命自动挂钩机制

将从２０１９年起开始实施,而希腊规定从２０２０年起将养老金与人口预期寿命挂钩的年份.因

此,这种做法短期内对改善养老金财务状况而言不起作用.

(五)降低最高养老金的水平

解决部分人员享受的养老金待遇偏高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减发.比如,
葡萄牙规定,对于月养老金收入高于１１００欧元的退休人员,取消其年底可以多领取２个月

养老金的 “年终奖”(与年底双薪的做法类似).希腊规定,从２０１１年起,公共部门雇员的

一次性养老金削减１０％.２０１１年,希腊又出台规定,养老金超过１０００欧元的,超出部分

按５％~１５％的比例减发.二是扣税,对超出规定水平的养老金进行扣税.比如,希腊规

定,从２０１０年８月起,养老金超过１４００欧元的,超出部分须按５％~１０％的比例扣税.葡

萄牙规定,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养老金高于１５００欧元的,超出部分需缴纳特别税.三是对退

休金实行封顶.葡萄牙规定,对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实行封顶,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只发

给低于封顶线的部分.四是冻结养老金指数化机制,使养老金水平随着通货膨胀而变相缩

水,葡萄牙规定,２０１１年冻结公共养老金指数化机制;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间,养老金水平高于

最低养老金３倍的,冻结指数化机制 (OECD,２０１２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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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限制提前退休

限制提前退休的措施主要包括三类.其一,提高允许提前退休的年龄.希腊决定,提前

退休年龄从原来的５３岁提高到６０岁,西班牙则从６１岁提高到６３岁.其二,延长提前退休

必须达到的最低缴费年限,西班牙将提前退休人员享受全额养老金的缴费年限从３０年提高

到３３年.意大利规定,从２０１２年起,提前退休须满足的缴费年限,男性提高到４２年零

１个月,女性提高到４１年零１个月;从２０１４年起,男性再提高到４３年零３个月,女性

则提高到４１年零３个月.其三,加大提前退休可能丧失的养老金权益比率.希腊规定,
退休每提前１年,养老金减少６％.葡萄牙规定,缴费年限不足的提前退休者,缴费每少

１年扣减的养老金比例从原来的４５％提高到６％.意大利规定,６０岁之前退休的,退休

每提前１年,养老金减少２％;６２岁之前退休的,每提前退休１年,养老金待遇减少１％
(OECD,２０１２a).①

总体上看,南欧四国的养老金改革措施,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延长缴费年限、改革养老

金计发办法等,均是在养老金的关键制度参数上做文章,并没有改变其养老金的原有范式.
从这个角度上说,债务危机只是促使各国把本来难以推进的养老金改革向前推进了一步,并

未否定现有的养老金制度架构.

三、养老金改革的社会影响

(一)养老金改革加大了中下层老年人的贫困风险

首先,提高退休年龄和惩罚提前退休,使得未就业的中下层老人更可能因未达到退休年

龄而陷入贫困.在提高退休年龄后,一方面,那些 “等着退休”的失业老年人要么得再等上

几年才能领取全额养老金,要么只能按提前退休处理,领取较低水平的养老金.另一方面,
原本计划退休的职工,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要么提前退休,少领点养老金;要么再干几

年,等达到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后再退休.问题是,即使他们想延迟退休,未必等于他们

就能延长退休,因为延迟退休不仅取决于老年人本人的意愿,更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然而,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能否继续就业本身就是

个大问题.如果不能提高老年人的就业率,那么,提高退休年龄的结果不是延迟退休,而是

迫使无法就业的老年人延迟领取养老金,或者提前退休从而领取较低的养老金,从而加大他

们的贫困风险———只因为他们还不够 “老”.
其次,改革后的养老金计发参数对底层劳动力不利.提高退休年龄、延长缴费年限、养

老金待遇与缴费多少挂钩,这些措施对于工薪收入低、就业不稳定、难以长期持续缴费的中

下层劳动力而言,容易导致其养老金水平偏低.其一,提高退休年龄和延长缴费年限加大了

中下层劳动力不能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风险,比如在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提前退休,或者

达到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太短而不具备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条件.其二,养老金待遇与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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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特定时期入职的人员,意大利的政策仍相对宽松.按规定,１９９６年后入职的员工,年满６３岁、缴费满２０年

且养老金水平达最低养老金２８倍的,可以提前退休.



费多少挂钩的做法,导致工资水平低的员工退休时能领取的全额养老金水平偏低.以一名

工资水平只相当于平均工资一半的职工为例,根据改革后的养老金计发办法,该职工退

休时能领取的养老金相当于平均工资的比例,希腊为３７７％,意大利为３５６％,葡萄牙

为３３８％,西班牙为３６９％ (OECD,２０１３).而且这还是按最理想的情况 (在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时退休、缴费不中断且缴费年限足够长)估算的,实际能领取的养老金还会更

低一些.
除了上述这些客观维度外,养老金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养老金改革的主观维度

———对民众的安全预期的影响.那么,南欧四国民众又是如何看待本国的养老金改革

的呢?

(二)养老金改革削弱了民众对养老金制度的信心

２０１２年６月,欧洲统计局就欧债危机对欧洲福利国家的影响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
该调查涉及包括南欧四国在内的所有欧盟成员国,每个成员国调查约１０００名公民.调查问

卷中,与养老金相关的共有３个问题,分别是 “对本国当前的养老金水平的评价” “今后

１年,你对养老金水平的预期”以及 “跟５年前相比,现在的养老金水平如何”.通过分析

调查所收集的数据,① 可看出养老金改革对民众信心的影响.

１对当前养老金水平的评价

在南欧四国中,认为本国当前的养老金水平 “不太好”或 “很糟”的比例,只有西班牙

(５７２％)与欧盟平均水平 (５６７％)基本持平,其他三国均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意大利

为８０２％,葡萄牙为８９５％,希腊甚至高达９６７％.尤其是希腊,受访者认为当前养老金

水平 “很好”或 “还不错”的不到１成,而认为养老金水平 “很糟”的比例却高达６２５％
(参见表１).

表１ 对本国当前养老金水平的评价 单位:％

国别 很好 还不错 不太好 很糟 不清楚

意大利 １２７ １４７２ ４８５４ ３２８５ ２６３

希腊 ０３０ ２９０ ３４２０ ６２５０ ０１０

西班牙 １８８ ３５６１ ４６８８ １０２９ ５３４

葡萄牙 ０１０ ８０９ ６１０４ ２８４７ ２３０

欧盟平均 ６０８ ３２１０ ３７０６ １９８３ ４９４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统计局调查数据编制.

２对于未来１年养老金的预期

受访者认为本国未来１年养老金状况会变得 “更糟”的比例,欧盟平均为３８２％.与

此相比,意大利 (４９６％)和西班牙 (５１５％)约占一半,葡萄牙 (５９８％)接近６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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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调查数据为Eurobarometer７７４ (June２０１２),编号ZA５６１３,来自http://zacatgesisorg/



希腊则高达７９２％ (参见表２).可见,对未来１年养老金的预期,南欧四国民众普遍较

悲观.

表２ 对未来１年养老金的预期 单位:％

国别 更好 更糟 不变 不清楚

意大利 １０８２ ４９６１ ３４６０ ４９７

希腊 ７５０ ７９２０ １２６０ ０７０

西班牙 ５７４ ５１５３ ３８９７ ３７６

葡萄牙 ３５０ ５９８４ ３０７７ ５８９

欧盟平均 ９０１ ３８２１ ４８０４ ４７４

３与５年前的养老金状况相比

与５年前的养老金水平相比,认为现在的养老金水平 “变糟了”的比例,南欧四国均远

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 (５３７９％).西班牙和意大利分别为７２８％和７４７６％,比欧盟平均水

平高出近２０个百分点.在葡萄牙,超过８成的受访者认为养老金 “变糟了”.在希腊,认为

养老金 “变糟了”的比例更是高达９８３％ (参见表３).

表３ 当前养老金相比于５年前的状况 单位:％

国别 提高了 变糟了 没变化 不清楚

意大利 ２６３ ７４７６ １９８８ ２７３

希腊 ０００ ９８３０ １６０ ０１０

西班牙 １５８ ７２８０ ２２９５ ２６７

葡萄牙 ０８０ ８０８２ １５１８ ３２０

欧盟平均 ５４２ ５３７９ ３５１８ ５６１

从以上分析看,南欧四国的养老金改革的确大大改变了民众的安全预期,削弱了民众对

养老金制度的信心.

四、南欧四国养老金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债务危机为南欧四国推行棘手的养老金改革提供了合法性.南欧四国的养老金改革措施

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延长缴费年限、改变养老金计发办法、限制提前退休等.这些大刀阔斧

的改革措施,加大了社会中下层老年人的贫困风险,改变了民众的安全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革短期内可能有助于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危机,但难以根本改善养

老金的财务状况.其原因在于:
首先,现有的改革措施,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延长缴费年限、改变养老金计发办法、限

制提前退休等,总体上看属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举措,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未来人

口老龄化给养老金体制带来的财务危机.不过,在南欧四国特别是西班牙和希腊,导致养老

金体制现在就陷入财务危机的另一大关键因素,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工资水平下降,导致

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不断萎缩,从而使得养老金收入锐减.因此,南欧四国如果不能降低失业

率、提高工资水平,将很难摆脱养老金的支付危机.可问题在于,一方面,在经济不景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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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财政紧缩的情况下,工资水平尤其是公共部门的工资水平很难有提升的空间与可能.另

一方面,提高退休年龄、延长缴费年限等做法,未必有利于降低南欧四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尤其是青年人失业率.
其次,改革虽有助于抑制公共养老金支出的过快增长,但未必能降低公共养老金支出占

社会支出的比重.因此,即使在债务危机的压力下推行了大刀阔斧的养老金改革,也并不能

改变南欧四国养老金包袱过重的问题.也就是说,由于养老金包袱依旧沉重,南欧四国仍没

有多少财力进行 “社会投资”,比如教育、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儿童照料等.这将对南欧四国

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Hinrichs&Brosig,２０１３),影响就业率和工资水平的提高,
进而影响其养老金的财务状况.

最后,南欧四国的养老金改革大大改变了民众的安全预期,对养老金产生了 “信任危

机”.长期以来,福利国家尽管面临这样那样的挑战,但福利国家待遇仍表现出了极强的稳

定性 (Pierson,２０１１).因此,尽管欧洲经济长期低迷,可欧洲民众对福利国家却仍充满信

心 (Kuhnle,２０１０),民众对未来仍有稳定的安全预期.然而,南欧四国的养老金改革从待

遇方面开刀,不仅加大了老年贫困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维系福利国家的 “社会契约”
(Pierson,２０１１),改变了民众的养老金安全预期,削弱了养老金的社会功能.从长期看,
失去民众信赖的养老金安排将使公共养老金失去吸引力,从而变相鼓励劳动力逃保、退保等

行为,这无疑不利于养老金财务状况的改善.
南欧四国的养老金改革对我国的养老金制度有何启示呢?
第一,养老金制度设计应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的长期变动趋势.养老金制度作为一种权

益积累周期长、长期受益的项目,要求顶层设计更有前瞻性,未雨绸缪.南欧四国之所以成

为养老国家,大部分社会支出都用于支付养老金,跟人口结构的转变即人口老龄化是密切相

关的.① 但人口结构的转变是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短期突变的结果.然而在如此长的时间

里,由于各种原因,南欧四国并没有对养老金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其能充分应对人口老龄

化带来的压力.目前所推行的改革,只是补救以往政策设计的不足而已.如果在设计养老金

制度时能更有前瞻性,将不至于在危机来临时,在社会本来就因经济低迷而人心惶惶时,又

大刀阔斧地推行这种本来早就该推进的改革.
第二,养老金改革应充分考虑到改革措施对民众安全预期的影响,而不应只顾及养老金

的支付平衡.南欧四国的养老金改革表明,养老金财务状况的改善未必能增强养老金在民众

心中的可靠性.以削减养老金待遇的方式来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诚然能减少养老金的财

务 “赤字”,增强养老金财务上的可靠性,但却会削弱民众的安全预期,使民众缺乏安全感,
从而使养老金制度偏离社会保障的本义.从这个角度说,改善养老金制度的财务状况,应将

注意的焦点更多地放在如何提高就业率、如何提高工资水平、如何更多地通过积极的社会投

资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等更积极的手段上,而不是拿劳动者经过长期缴费才积累的那么点养

老金权益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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