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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退休年龄政策的核心是对劳动者在一定工作年限的前提下可享受社会福利而进行的政策干

预，本质上是劳动者的劳动贡献与退休后所享福利之间的均衡。建立公平、合理、科学的退休

年龄确定与调整机制，应该在充分考虑劳动者工作期间的劳动贡献后，并结合退休年龄的影响

因素进行修正。根据我国目前实际退休年龄的现状，借鉴机制设计理念与方法，退休年龄政策

方案制定需要考虑政策关键要素，宜采用以工作年限为基础，即采取“95( 99) = 标准退休年龄

+ 工作年限”的思路，在“95 制”、“96 制”、“97 制”、“98 制”和“99 制”五个方案进行优选渐进。
此外，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方案的启动与实施，还需要与养老金改革相配套的支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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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年龄是全球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

重要政策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研究制

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因此，需要理性探究退

休年龄的本质与退休制度的演进，科学分析退休年龄

的决定机制与影响因素，综合制定渐进式、差异化的退

休年龄政策方案，并全面评估和系统研究渐进式延迟

退休年龄政策方案的社会经济效应，即客观分析渐进

式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力结构与就业、收入分配、经济

增长、养老金收支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公众社会预期

与社会稳定的影响，从而为政策优化和方案实施提供

决策依据和对策建议。
一、退休制度演进及退休年龄政策变迁

人类社会退休制度产生于工业革命初期，作为退

休制度的核心内容———退休年龄，伴随着传统自然经

济到近代市场经济的进化，经历了从自然退休年龄到

法定退休年龄的演变。人类退休制度的确立和退休年

龄政策的变迁，是人类工业文明的重要产物，同时也是

人类社会常态发展的重要机制。
( 一) 人类退休制度的演进

退休年龄的本质是劳动者在职期间的劳动贡献与退

出劳动年龄之后所享受的福利之间的均衡。人类早期的

退休制度建立在雇佣劳动关系之上，之后经过产业革命

过程中的劳资博弈，逐步演变成人类普遍的劳动保护与

劳动福利制度。
退休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指劳动者离开工作岗

位，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不再从事经济活动。在农业

社会中，小农生产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劳动者可以耕作

到他无力工作时为止，无需退出劳动领域; 而且，由于

农业社会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安排，老年人如果退出劳

动生产，往往缺乏足够资源来满足自身所需，因而，老

年人难以“退休”。在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制度逐渐确立起来，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必须参

与竞争，而竞争意味着优胜劣汰，雇主也希望用年轻劳

动力取代高龄劳动者来实现新陈代谢，这就使得退休

成为一种竞争性经济的需要。制度化退休将劳动经济

学中的“退休”( 退出劳动力市场) 和养老保险经济学中

的“退休”( 领取养老金) 直接联系起来，于是形成了现

代退休概念。19 世纪后期，高龄劳动者退休时普遍缺

乏养老资源，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隐患，在

生产扩张、财富增长的背景下，创立强制性社会保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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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保障劳动者的老年生活，成为西方社会普遍的政策

选择。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

制度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劳动者退休时领取养老金成

为一种国家制度安排，退出劳动力市场和领取退休金

便紧密地关联起来。
现代退休制度是由国家干预而产生的，相关利益

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博弈和调整的结果。退休年龄

政策、退休基金管理、退休权益待遇以及退休人员管理

是退休制度的主要内容，而其中退休年龄的划定则是

现代退休制度的核心。尤其是当社会发展进入后工业

社会后，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快，退休年龄的划

定和调整甚至是整个退休制度或养老金制度成败的关

键因素。各国都在退休年龄的界定和调整与特定社会

历程相适应方面不断探索，力求找到个体生命历程合

适的时点与社会发展历程各方面条件的契合点。从而

实现个体劳动者在职期间的劳动贡献与退出劳动之后

的退休福利之间的生命周期均衡，以及劳动力市场规

模与结构的经济社会均衡。
( 二) 退休年龄政策的变迁

作为劳动者在职期间的劳动贡献与退出劳动年龄

之后所享受的福利之间的均衡，退休年龄理论上包含

自然退休年龄和法定退休年龄两种类型。传统社会或

者前工业社会中劳动者是否退出劳动力队伍单纯基于

个体生命时间表在达到自然退休年龄的时候退出劳动

力的自然出局。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在

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双重下降的压力下，世界各

国都不可避免的面临着由劳动力结构变化、社会发展

水平提升带来的宏观调控问题。如何让生产率处于高

峰期的劳动力不被浪费，如何让具备更高知识技术水

平的劳动力发挥潜能并保障他们退出劳动岗位后的收

益，政府通常采用划定标准退休年龄的方式规定退出

劳动力队伍的人可以获得一定的资金收益( 即退休金)

以弥补由于不再工作而带来的损失。这就赋予了退休

年龄以法律内涵，从而产生了法定退休年龄，即政府规

定的个体退出劳动力队伍的时间节点。
从自然退休年龄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演变，是传统

自然经济到近代市场经济进化的结果，同时随着经济

形态向知识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趋变，弹性退休年龄

成为新的选择。在退休年龄的演化过程中，内生的是

个体劳动者工作与退休的行为选择和决定机制，彰显

的是国家对社会劳动力均衡的行为干预和政策机制。
于是，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就需要基于个体劳动者退

休的内生行为机制，设计社会劳动力均衡的外生政策

机制。退休政策的核心是劳动者在具备一定工作年限

的前提下可享受的社会福利，本质上是劳动者的劳动

贡献与退休后所享福利之间的一种均衡。而退休年龄

的划定则为个体福利的获得规定了一个时间节点，这

个时间节点的确定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考

虑国家或社会所处发展历程和个体生命历程发展的种

种特征和发展变化趋势，因此考察退休年龄的决定机

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退休年龄的决定机制及政策机理

退休年龄政策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退休年龄

的划定，很大程度上，退休年龄划定的合适与否关系到

整个退休制度的成败。对退休年龄的界定是现代退休

制度的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退休年龄的决定机

制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对当时所处社会、经济、人口、政

治、文化等环境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形成的。根据生命

历程理论，退休年龄的决定机制是社会发展生命历程

中某个时间点与个体生命历程进入老年阶段时间点的

契合。社会发展的生命历程经历了从前工业社会 ( 传

统社会) 、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 ( 当前社会 ) 三个阶

段，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历程所呈现的影响社

会发展的各个变量都会有所不同。而工业社会时期又

分为工业社会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路径依赖

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

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1］对现代意义退休年龄

界定的决定机制的分析就有赖于对人类社会进入工业

社会之前和之后的特定环境进行分析，尤其是退休制

度确立时候的决定因素的分析，从中剥离出具有规律

性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和条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

对当前以及今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问题。
退休制度作为社会生命历程特定时期的立法制度

被认为是工业化的产物。在前工业社会，人们的社会

行为大多受某种群体规则、信仰的约束。前工业社会

或传统社会，没有明确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经济生

产和社会组织形式是以家庭、族群或宗教组织为基本

单位实施的，涉及到关乎个人整个生命历程的干预如

教育、婚姻、生产、退休及生活保障等都是在家庭、族群

或团体的背景下实现的。前工业社会中只需要建立指

导性的群体规则或信仰规则，即可保障社会再生产顺

利进行。工业革命的爆发将社会发展历程推进了一大

步，社会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工

业社会使个人脱离由亲族组织所构成的小群体，而以

独立的姿态步入社会化生产中，在这一过程中，个人需

要获得一种明确的预期和规范，来安排自身的生活步

骤，教育、工作、退休是工业社会中典型的生命历程。
在工业社会历程中，社会分工日渐细密，原本从属于家

庭的生产、保障功能逐渐被社会组织所替代，教育依托

学校，工作依托公司，婚姻脱离大家族进入核心家庭，

退休保障的责任也从家庭过渡到企业和社会。作为工

业社会生产的伴随物，这一过程的核心诉求是维持工

业社会生产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循环。因此，可以

说早期退休制度产生的决定机制在于社会变迁过程中

所生发的生产结构、人口结构、劳动生产力等变化及其

所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导致的国家干预手段的

调整，即国家为应对工业社会发展历程中所发生的各

种变化而采取的对个人生命历程中当个体的劳动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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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趋于衰减阶段的干预。从某种意义上说，退休制度

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通过这一制度实现了社会劳动力

的可持续供给。
从可持续因子的视角寻求通过一种机制来决定退

休年龄，就是要全面、系统的寻求影响退休年龄及养老

金政策的关键因子。根据国际经验和退休年龄的学理

分析( 劳动者在职期间的劳动贡献与退出劳动年龄之

后所享受的福利之间的均衡) ，无论各国退休年龄政策

有何差异，但以下因素对于退休年龄的影响是决定性

的: 人均寿命、人口老化率、初始劳动年龄或劳动人口

受教育年限、劳动环境、工作性质、劳动力供求状况、养
老保险基金储备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科林·吉

列恩在其《全球养老保障———改革与发展》一书中，运

用“退休工作比”来说明“劳动者在职期间的劳动贡献

与退出劳动年龄之后所享受的福利之间的均衡”。退

休工作比维持在多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才算合适，将

关系到推迟退休年龄的决定。［2］发达国家这个比值一

般为 0． 5，基本上是退休 20 年，工作 40 年。退休工作

比的计算公式为:

退休工作比 = ( 人均预期寿命 － 退休年龄) / ( 退休

年龄 － 初始劳动年龄)

则，理想的退休年龄为: ( 人均预期寿命 + 退休工

作比 × 初始劳动年龄) / ( 1 + 退休工作比) 。
我国台湾地区在进行退休年龄政策调整时，为实

现“退休所得趋于合理”、“兼顾世代公平正义”及“年

金财务永续经营”的三大目标，引入了机制设计理论，

建立了“退休年龄 = 标准退休年龄 + 工作年限”决定机

制，将退休年龄政策从“75 制”调整到“85 制”，之后又

逐渐过渡到“90 制”。［3］通过调整，使得原来领取退休

金的年龄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退休年龄和

平均领取退休金的时间发生了变化，带来了退休福利

的帕累托改进，一方面适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减

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变迁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人群的劳动贡献。
退休年龄决定机制 ( 90 制或 95 制) 作为体现退休

年龄决定性因子在退休年龄政策调整中的简易方法，

在国际社会确定退休年龄时已经得到普遍应用。在这

一机制中，标准退休年龄是基于一定时点所选择的理

想化、标准 化 退 休 年 龄 ( 如 我 国 现 行 的 60 岁 退 休 年

龄) ，这实际上是实际退休年龄和理想化法定退休年龄

的均衡值; 工作年限是一个劳动者实际的工作年限值，

它反映的是个体的社会平均劳动贡献，但它与初始劳

动年龄、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有关。一般而言，在一个

以自然年龄决定的退休年龄政策中，劳动者受教育程

度越低，初始劳动年龄越小，工作年限会越长; 反之，劳

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始劳动年龄越大，工作年限则

会越短。在一个以标准年龄决定的退休年龄政策中，

则可以平衡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差异而带来的制度

不公，从而大致实现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劳

动者的劳动公平。因此，在以机制决定的退休年龄政

策中，就应该规避自然年龄决定退休政策对较低受教

育程度者的不公，同时又保障了政策的一致性。
三、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思路

我国退休年龄延迟政策讨论与提出的背景，既有

世界养老金改革的国际条件，也有我国人口老龄化、社
会治理转型的国内社会经济条件。退休年龄延迟将对

我国劳动力供给、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养老基金收支

和公众社会预期产生一定的社会经济效应。因此，科

学制定退休年龄延迟政策方案，适时实施退休年龄延

迟政策方案，稳步推进退休年龄政策方案，并在充分考

虑其支持条件与约束条件下，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

协同并举、同步推进，才能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根据我国目前实际退休年龄的现状，借鉴机制设

计理念与方法，我国宜采用以工作年限为基础，采用渐

进式、差异化的退休年龄政策，即采取“95 ( 99 ) = 标准

退休年龄 + 工作年限”的思路，在“95 制”、“96 制”、
“97 制”、“98 制”和“99 制”五个方案进行优选、渐进，

对不同类型劳动者( 工种、受教育程度、性别等) 采取差

异化的退休年龄政策。［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一种

社会关注度很高的公共政策，退休年龄政策方案研究

必须分析其政策关键要素。
在退休年龄政策要素中，首先要确定政策目标。

一项公共政策的目标应该是符合公共预期的，具有可

实施性，同时也应该是符合一国在一定时期的发展战

略，具有前瞻性。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目标要

素中，我们筛选了提高平均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

和降低退休工作比三个指标。其实，延迟退休年龄政

策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它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的政

策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基于我国人口红利的减少

而进行的增加劳动力存量供给的战略选择。
其次是政策内容。一项公共政策的内容应该清

晰、易懂，具有可操作性。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内容要素中，我们筛选了明确工作年限和法定退休年

龄两个指标。工作年限是退休年龄确定的最低值，它

以最低受教育程度者工作年限为标准，可以看作劳动

者享受退休待遇的义务; 法定退休年龄是退休年龄确

定的最高值，它以最高受教育程度者的最高退休年龄

为标准，可以看作劳动者享受退休待遇的权利。也就

是说，在最低的工作年限指标这个结点上，对于劳动者

和雇主来说具有强制性，即劳动者若无不可抗拒的意

外，不得提前退休，雇主若无非常正当的理由不得解雇

职工。在两个指标之间( 弹性区间) 劳动者和雇主具有

可选择的自愿性。在最高的法定退休年龄指标这一结

点上，劳动者具有一定的自愿性，一个劳动者认为自身

健康许可，本人又有意愿要继续工作，而社会又有适当

的工作岗位，则政策可允许该劳动者在这个结点之后

延迟退休，并在之后的养老金待遇中给予激励。
第三是政策原则。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必须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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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预期、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社会稳定的原则，具有

政策正效应。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更应该符合社

会公众预期，保障社会稳定。
第四是政策实施的约束条件。任何公共政策都是在

一定约束条件下才能保障其正向效应发挥的，因此，政策

的制定与实施，都必须充分分析和研究其发挥作用的约

束条件。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约束条件要素中，

我们筛选了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平均寿命、人
口老龄化程度和经济总量四个指标。在各国退休年龄政

策调整的经验中，这四个指标对于一国退休年龄政策调

整在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非常显著。
最后是政策启动实施的最佳时间。如果上述约束

条件具备，则可视为该政策方案具有在这一时期实施

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表 1 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要素

政策目标 政策内容 政策原则 约束条件
最佳启

动时间

平 均 退 休

年龄

人 力 资 本

供给

退 休 工

作比

工作年限

法 定 退 休

年龄

促 进 经 济

增长

保 障 社 会

稳定

政 策 平 稳

实施

无 负 面

影响

劳动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

人口平均寿命

人口老龄化率

经济总量

约 束 条 件

具 备 的

时间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四、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方案设计

根据上述政策思路，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

策可形成以下五个方案。
方案一:“95 制”。其政策目标是将我国平均退休

年龄从目前 53 岁提高到 56 岁( 提高 3 岁) ，每提高一年

因延迟退休而增加劳动力供给至少 695． 5 万人 ( 根据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2011、2012、2013 年三年累计退

休人数计算的平均值) ，提高 3 岁累计增加劳动力供给
2086． 6 万人，退休工作比达到 0． 6。政策内容是，每一

入职年龄劳动者的理想工作年限为 35 年，法定退休年

龄为 63 岁。其政策约束条件是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达到 11 年，人口平均寿命达到 75 岁，人口老龄

化率在 16% ( 60 岁以上) 或 10% ( 65 岁以上) ，经济

总量为 10 万亿美元。最佳启动时间为 2015 年。
对于为什么选择“95 制”作为起始的延迟退休年

龄的政策方案，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实际退休年龄在 45
－ 60 岁之间，平均退休年龄大致在 53 岁左右，也就是

说，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大致相当于“90 － 94 制”
水平，以“95 制”作为初始政策方案，既与现行政策基本

接近，不会引起过多的公众反映，同时又会达到一定程

度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目的。
方案二:“96 制”。其政策目标是将我国平均退休

年龄从 56 岁提高到 58 岁( 提高 2 岁) ，每提高一年因延

迟退休而增加劳动力供给至少 695． 5 万人，提高 2 岁累

计增加劳动力供给 1391． 0 万人，退休工作比达到 0．
528。政策内容是，每一入职年龄劳动者的理想工作年

限为 36 年，法定退休年龄为 64 岁，其政策约束条件是

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2 年，人口平均寿

命达到 77 岁，人口老龄化率在 21% 或 14% ，经济总量

为 18 万亿美元。最佳启动时间为 2025 年。
方案三:“97 制”。其政策目标是将我国平均退休

年龄从 58 岁提高到 60 岁( 提高 2 岁) ，每提高一年因延

迟退休而增加劳动力供给至少 695． 5 万人，提高 2 岁累

计增加劳动力供给 1391． 0 万，退休工作比达到 0． 514。
政策内容是，每一入职年龄劳动者的理想工作年限为

37 年，法定退休年龄为 65 岁。其政策约束条件是劳动

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3 年，人口平均寿命达

到 79 岁，人口老龄化率在 29% 或 21% ，经济总量为 30
万亿美元。最佳启动时间为 2035 年。

方案四:“98 制”。其政策目标是将我国平均退休

年龄从 60 岁提高到 62 岁( 提高 2 岁) ，每提高一年因延

迟退休而增加劳动力供给至少 695． 5 万人，提高 2 岁累

计增加劳动力供给 1391． 0 万人，退休工作比达到 0． 5。
政策内容是，每一入职年龄劳动者的理想工作年限为

38 年，法定退休年龄为 66 岁，其政策约束条件是劳动

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4 年，人口平均寿命达

到 81 岁，人口老龄化率在 31% 或 24% ，经济总量为 35
万亿美元。最佳启动时间为 2045 年。

方案五:“99 制”。其政策目标是将我国平均退休

年龄从 62 岁提高到 64 岁( 提高 2 岁) ，每提高一年因延

迟退休而增加劳动力供给至少 695． 5 万人，提高 2 岁累

计增加劳动力供给 1391． 0 万人，退休工作比达到 0．
487。政策内容是，每一入职年龄劳动者的理想工作年

限为 39 年，法定退休年龄为 67 岁。其政策约束条件是

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5 年，人口平均寿

命达到 83 岁，人口老龄化率在 34% 或 25% ，经济总量

为 40 万亿美元。最佳启动时间为 2055 年。
基于以上五种方案，我们提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

龄的政策建议如下: 分别从 2015 年、2025 年、2035 年、
2045 年和 2055 年左右起，劳动者分别只要满足 35 年、
36 年、37 年、38 年和 39 年的最低工作年限，或 者 63
岁、64 岁、65 岁、66 岁和 67 岁的法定标准退休年龄即

可弹性选择个人实际退休时点，其政策效果是逐步将

我国平均退休年龄从目前的 53 岁提高到 64 岁。具体

如表 2 所示。
上述五种方案，作为一个系统的延迟退休年龄政

策的整体方案，体现了根据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等社会

条件变化而小步渐进的思路，而关于国际社会普遍采

用的男女差别的退休政策，在上述方案中已经包括其

中，因为一般而言，女性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入职相

对较早，往往能够满足最低工作年限的要求，因而往往

相对退休较早; 即就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她们从

事的职业又往往是以非体力劳动为主，如果她们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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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选择最高的法定退休年龄指标作为她们退休行为

的选择。同时，从性别平等的视角，退休政策的一致性

有利于促进性别平等，而政策实施中个体的可选择性

则能够满足不同个体的差异化需求。
五、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方案支持条件

作为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渐进式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方案的启动与实施，还需要与养老

金改革相配套的支持条件。
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核心是费基费率与缴费年

限、工作年限( 退休年龄 ) 的动态平衡。因此，通过设

计科学、合理的养老保险费基费率与缴费年限、工作

年限( 退休年龄) ，才能有利于实现更加公平可持续的

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的费基确定与费率设计是

影响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的核心问题。以劳动者个

人的工资性收入为例，我国的工资制度在经历了多次

改革后，工资结构相当复杂，而计入养老保险缴费基

数的部分则相对有限，况且，无论雇员和雇主都有选

择较少缴费的动机。养老保险缴费可以看作是劳动

者或雇主对于当期福利的延期支付，养老保险费率的

高低则与劳动者个人和雇主的负担能力相关，在一个

确定费率的情况下，对收入较低者的当期生活水平的

影响程度比对收入较高者的影响程度大，因此，费率

水平的高低应建立在对最低收入劳动者负担能力的

科学测算基础之上。
同时，费率水平对劳动者个人和雇主负担能力的

影响还与缴费年限有关。在一个确定费率和确定缴费

年限情况下，如果费率较高而缴费年限有限，则对劳动

者个人的当期生活有较高的影响，从而造成劳动者个

人在不同生命周期中的缴费负担不公; 如果费率较低

而缴费年限延长，则会将养老保险的缴费分摊到劳动

者个人不同的生命周期，这对劳动者个人的缴费负担

则相对公平。
因此，为了使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方案平稳

实施，在养老金机制中降低费率、延长缴费年限 ( 突破

目前 15 年最低缴费的限制) 则成为退延迟休年龄政策

的重要支持条件。
表 2 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方案

政策目标 政策内容 政策原则 约束条件
最佳启

动时间

95 制

平均退休年龄 56 岁 工作年限 35 年

增加劳动人口 2086． 6 万人

退休工作比 0． 6
法定退休年龄 63 岁

促进经济增长

保障社会稳定

政 策 平 稳 启 动 实

施，无负面影响

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1
人口平均寿命 75
人口老龄化 16% 10%
经济总量( 美元) 10 万亿

2015

96 制

平均退休年龄 58 岁 工作年限 36 年

增加劳动人口 1391 万人

退休工作比 0． 528
法定退休年龄 64 岁

促进经济增长

保障社会稳定

政策平稳过渡，无

负面影响

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2
人口平均寿命 77
人口老龄化 21% 14%
经济总量( 美元) 18 万亿

2025

97 制

平均退休年龄 60 岁 工作年限 37 年

增加劳动人口 1391 万人

退休工作比 0． 514
法定退休年龄 65 岁

促进经济增长

保障社会稳定

政策平稳过渡，无

负面影响

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3
人口平均寿命 79
人口老龄化 29% 21%
经济总量( 美元) 30 万亿

2035

98 制

平均退休年龄 62 岁 工作年限 38 年

增加劳动人口 1391 万

退休工作比 0． 5
法定退休年龄 66 岁

促进经济增长

保障社会稳定

政策平稳过渡，无

负面影响

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4
人口平均寿命 81
人口老龄化 31% 24%
经济总量( 美元) 35 万亿

2045

99 制

平均退休年龄 64 岁 工作年限 39 年

增加劳动人口 1391 万人

退休工作比 0． 487
法定退休年龄 67 岁

促进经济增长

保障社会稳定

政策平稳过渡，无

负面影响

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5
人口平均寿命 83
人口老龄化 34% 25%
经济总量( 美元) 40 万亿

2055

说明:

1． 劳动力供给增加是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2011、2012、2013 年三年累计退休人数计算的平均值。
2． 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平均寿命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根据相关测算得出。
3． 对我国经济问题预测是在目前 10 万亿美元基础上，以 2015 － 2025 以 7%，2025 － 2035 以 6%，2035 － 2045 以 5%，2045 －

2055 以 5． 5%增长率推算而来。
图表来源: 作者自制

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实际和养老保险改革的需

要，在 不 增 加 企 业 负 担 和 个 人 缴 费 的 前 提 下，我 们

建议:

1． 将养老金制度结构明确为基本养老保险和强制

性补充养老保险( 职业年金) 两部分。
2． 将目前企业 20% 的养老保险缴费拆分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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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中一个 10% 改为用工单位养老税，进入基本养

老保险，成为国家提供基础养老金的主要基金来源，其

余部分由国有资产划拨和国家财政划拨。另一个 10%
进入职业年金，成为所有用工单位建立职业年金的基

金来源之一和缴费参照。鉴于事业单位公益Ⅱ类的特

殊性( 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雇主可依其自营收入缴费

5% ，其余 5% 由政府补贴承担。用工单位的缴费以单

位工资总额为基数。
3． 将目 前 个 人 8% 养 老 保 险 缴 费 拆 分 为 3% 和

5% ，其中 3% 作为个人享受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义务

进入基本养老保险; 5% 进入职业年金，成为其基金来

源之一。个人缴费以个人所有工资性收入为基数。
4． 个人( 3% 的缴费水平) 在基本养老保险中的缴

费年限由目前 15 年延长到退休前一个月，即整个职业

生涯中的全程缴费; 个人在职业年金中的缴费年限由

劳动者与年金发起人协商确定。
5． 渐进式退延迟休年龄政策实施( 参量改革) 与养

老金政策调整( 制度改革) 协同并举，社会经济条件具

备时同步推进。
建立退休年龄政策的约束与激励机制也是渐进式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实施的重要支持条件。退休年龄作

为劳动者在职劳动贡献与退休后享受养老金待遇的临

界值，其应满足最低工作年限的刚性约束与最高退休

年龄的弹性激励。最低的退休年龄工作年限指标必须

具有一定的政策刚性，它是劳动者要享受退休待遇应

尽的义务，因而其适用于所有入职劳动者享受退休待

遇的基本要求，对于在这一最低指标下提前退休者应

该建立严格的甄别与资格准入条件。最高的退休年龄

指标应赋予弹性激励，对于在最高的法定退休年龄指

标后自愿延迟退休者，则应该在养老金计发中给予相

应的激励。为此，我们建议:

1． 进一步修订完善养老金计发办法，通过降低基

本养老保险中个人的缴费率回归基本养老保险的再分

配功能。
2． 规范退休后继续劳动者的养老金管理，在计发

办法中增加延迟退休或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待遇权值。
3． 严格制定提前退休的资格条件和审批程序，减

少因提前退休造成的社会不公。●●行
( 感谢课题组周明教授、李东方讲师和博士生张立琼、
李磊、马红鸽及硕士生任行等师生的讨论参与、资料收

集和论文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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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Policy Mechanisms and Program of Progressive Delaying Ｒetirement Age in China

Xi Heng Zhai Shaoguo

［Abstract］Ｒetirement age policy is interventions for workers enjoyable welfare in the context of a certain number of working
years，which conducted a balance between labor contribution and retirement benefits of workers． Establishment
of a fair，rational，scientific determining and adjusting mechanism of the retirement age should be fully consid-
ered in the labor contribution of workers，combined with the correction factors of retirement age．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of the current actual retirement age，drawing mechanism design concepts and methods，we＇d better
use the progressive and differential retirement age policy based on the working years，which is " 95 ( 99 ) =
standard retirement age working years" ． This five schemes should be selected and carried out progressively in-
cluding"95system"，"96system"，" 97system"，" 98system" and" 99system"，and to take differential retirement
age policy for different types of workers． Also，starting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gressive delaying retire-
ment age policy programs needs matching conditions support of pens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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