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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矛盾突发期和改革深水区，

也正在经历以人口老龄化为表征的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急剧转变。这说明，中国注定要在老龄社会

的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眼全球来看，人口老龄化态势难以逆转，老龄社会将是未来人类

发展长时段的社会常态；着眼中国来说，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迈入老龄社会将是未来

中国发展面临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情。当前，中国正处于老龄社会初期阶段，如何解决日益凸显的相

关矛盾，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项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未来，随着

中国步入老龄社会中期阶段，相关矛盾将更加突出。面对老龄社会的基本国情，我们需要转变观念，

适应新常态，顺应老龄社会的客观要求，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应对严峻挑战，充分创造发展机缘，

为老龄社会条件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确保在全球迈入老龄社会背景下中国能够实现经济持

续繁荣、政治长期稳定、文化日益昌明、社会不断进步和生态更加文明，确保全体中国人民都能有一

个尊严幸福的老年期生活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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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is in the period of important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of economy transi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e variation at present, and also in the period of burst contradictions and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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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老龄社会是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

长期面临的基本国情。中国于 1999 年迈入老

龄社会，此后，人口老龄化发展十分迅猛。

2013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02亿，

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4.9%①。据预测，到2053年，

中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4.87亿，占届

时总人口的 34.9%（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

研究课题组，2014）。在 2013年到 2053年的

40年间，中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流量在

10亿上下（党俊武，2015）。这种状况是史

无前例的。以迅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为表征的

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急剧转变所引发的

相关矛盾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1）在人口发展方面，如果放任人口老龄化

发展，中国人口可能面临过度老龄化的风险

（通常把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

到40%作为过度老龄化警戒线），中国发展将

背负人口又多又老的压力，到 21世纪中叶中

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宏伟

目标的时候，我们将面对五分之一左右的少儿

人口、二分之一左右的成年人口和三分之一强

的老年人口的人口格局，这也将是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的人口条件。（2）在经济建设

方面，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加重发展的外在负担

（如养老、医疗、长期照护以及财政支出），

而且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潜力。这也是经济发

展面临新常态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后这方面

的影响还将不断深化和全方位渗透。据预测，

如果不能正确应对老龄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

从现在起到 2050 年，人口老龄化将平均压低

经济增长率1.7个百分点（国家应对人口老龄

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14）。同时，随着老龄

金融的快速发展，重度老龄化背景下实体经济

reform. It is going through a sharp turn from a young society to an old one which characterized by aging 
population. It shows that China is destined to construct Chinese-style social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society. Looking around the world, the aging trend is diffi cult to reverse and the aging society will 
become normal in the long term future. Looking into the country, the contradiction caused by aging will 
exist for a long time, and move into the aging society will be a fundamental reality of the country during 
human development. Currently, China i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aging, and how to solve the related 
contradictions turns into a global and strategy task during the period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The contradictions are going to be severer when China steps into medium-
term of aging society. We should change ideas,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and comply with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aging society. We should also respond challenges actively and creat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suffi ciently through deep reform, and lay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conditions of aging society. It should be sure China will realize the aim of economic prosperity, 
political stability, culture prosperit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aging societ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sure the whole Chinese population have dignifi ed and happy old-ag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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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D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
2/t20140224_5149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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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宏观经济

系统性风险将不断加大。（3）在政治建设方

面，随着老年人口规模不断膨胀，少儿人口、

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分天下，利益格局将

发生深刻变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不容

忽视。（4）在文化建设方面，人口老龄化背

景下代际文化冲突将不断加剧，弘扬孝道传统

文化将面临诸多困难，文化教育服务体系将面

临诸多压力。（5）在社会建设方面，人口老

龄化过程中独居、高龄、空巢、失能和带病老

年人口（2050 年，老年人口数和失能老年人

口数将分别达到1.4亿和接近 1亿 [国家应对

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14]）的迅速

增多，不仅会给家庭、社会带来诸多问题，而

且会给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带来巨

大压力。（6）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由

于人口老龄化速度超过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步

伐，现有的道路、住房、社区以及整个社会的

硬件设施条件难以适应老龄社会的客观要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按照年轻社会设计理念建设

起来的社会基础设施体系与老龄社会的客观

要求之间的矛盾将会日益严峻，甚至会演变成

为重大的新生社会民生问题。（7）在生态文

明建设方面，历经发展期生态污染的全体人口

在老年期面临的疾病风险将在人口快速老龄

化背景下不断放大。（8）在国际竞争方面，

2000 年，全球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例达到10%，标志着全世界迈入老龄社会，

目前，所有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纷纷进

入老龄社会，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

相继迈入，如何在全球范围离岸合理分散各

自的人口老龄化风险，这是 21世纪大多数国

家都要面临的重大国际战略问题。在这方面，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解

决自身问题，面临的压力十分巨大。总体来看，

老龄社会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结构将

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带来的风险挑战也是全面的、长期的和深刻

的，老龄社会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过程中长期面临的一项基本国情。

（二）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是中国未来发

展的战略选择。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

然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老龄社会是不可

逆的，也是未来人类发展长时段的社会常态。

对此我们除了接受，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但如

何接受老龄社会这一现实，是中国在全球老龄

化态势下能否从战略上赢得未来的关键之一。

毋庸置疑，老龄社会必然会给中国未来发展

带来诸多挑战，也必然会带来诸多机遇，但

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挑战与机遇的二元对立思

维框架下来考量谋划社会的发展。这是因为，

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不同于年轻社会的新的社会形态，这就要求

我们扬弃在年轻社会形成的理念和思维方式，

用老龄社会的新思维看待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否则，用年轻社会的旧思维来看待老龄社会的

新问题，必然会得出老龄社会挑战大于机遇的

悲观结论。不可否认，目前，中国正处于未来

漫长老龄社会的初期阶段，现有的诸多问题仅

仅只是老龄社会矛盾的冰山一角。但可以肯定

的是，充斥诸多问题的老龄社会不是人类的理

想社会。即使是已经处于老龄社会中期阶段的

发达国家，他们也面临诸多问题，他们的老龄

社会也不是人类理想的老龄社会。这说明，应

对老龄社会还需要构建更高阶段的老龄社会

的新理想。对于中国来说，由年轻社会转向老

龄社会的矛盾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文化变

迁的矛盾相互交错，对此，唯一正确的战略选

择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

适应既定老龄社会的客观要求，构建更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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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老龄社会，在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

伟目标实现的同时，为人类实现理想老龄社会

做出积极的努力。

（三）老龄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人口年

龄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错配。老龄社会

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各种老龄问题。所谓老龄问

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老年人问题；二是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即少儿人口不

断减少、成年人口波动减少和老年人口不断增

多的人口结构性变动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中国

目前面临的老龄问题更多地还是老年人问题，

其中许多问题例如养老、医疗、长期照护社会

保障及老龄服务等问题，既有历史上我们的欠

账问题，也有因不适应过多老年人口快速到来

而产生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结构性问题

目前还只是初现端倪，例如人口老龄化从结构

上影响经济发展的后果还不是十分显著；但到

2022 年前后，随着中国老年人口迎来第二次

增长高峰并超过少儿人口，结构性问题将日益

凸显。从先行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来看，

他们的老年人问题解决得相对较好，但其结构

性问题则较为突出，如日本、欧洲诸国的经济

社会发展更多地是面临结构性问题。这说明，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

解决老年人问题的基础主要都是解决发展问

题，结构性问题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年龄结

构之间的矛盾才是老龄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影

响是全面的，且更加长远。具体来说，面向未来，

中国固然需要花大力气解决老年人问题，其

中更多的主要还是补课问题，也就是解决历史

欠账问题，这主要是靠发展；但更重要的是，

要把战略基点定位在结构性问题上，也就是要

努力使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方式及其体制机

制与形成稳定态势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

客观需要匹配起来。这就需要扬弃年轻社会的

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年轻社会的发展方式及其

体制机制，最终既能使发展适应老龄社会的客

观要求，又能使老龄社会条件下的发展走上可

持续轨道，同时也能使发展符合主体的需要。

从理论上说，人是发展的主体，人口是发展的

前提和基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不仅将改

变中国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更重要的是它表征

中国发展的主体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一方面我

们要摈弃人口决定论，但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

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看到人口对发展

具有深刻的制约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对老

龄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

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有充分的科学估计，

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之匹配起来。

（四）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老龄社会条

件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从年轻社

会转向老龄社会的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可持续

发展，不仅不能回避这种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

矛盾，而且还要着眼长远，积极谋划，主动应对。

这就需要顺应老龄社会的客观要求，通过全

面深化改革我们在年轻社会形成的不利于老

龄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使未来发展的理念、

方式及其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法律体系，既能

顺应老龄社会的客观规律，又能符合新的社会

形态下人们的主观理想预期，实现合规律性、

合目的性的统一。长远来看，从战略上全面深

化改革年轻社会形成的不利于老龄社会发展

的体制机制意义重大，它不仅有利于新的人口

年龄结构演进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起来，而且

有利于找到老龄社会条件下新的长远发展之

道。从终极意义上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全体

中国人民既能适应老龄社会的客观要求，树立

应对老龄社会矛盾的信心，攻克老龄社会给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诸多风险和挑战，

老龄科学研究 2015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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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实现理想老龄社会条件下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需要指出的是，老年人问题和结构

性问题的区分只是理论上的划分，在现实中，

这两者紧密联系，相互缠绕。从某种意义上说，

解决老年人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应对公民老年

期的贫困、疾病和失能风险，相应的制度安排

就是要建立养老、医疗、长期照护社会保障制

度和老龄服务体系。这三项制度和一个体系正

是老年人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的结合点，必须

统筹发展，协同推进。只有考虑结构性问题，

才能确保三项制度和一个体系能够适应人口

老龄化的长期持续考验。而按照结构性问题的

要求建立这三项制度和一个体系，则必须确保

每一代老年人问题的切实解决。需要强调的

是，老龄社会虽然是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一

个新的基本国情，但并不是中国国情的全部。

中国既面临着老龄社会的新矛盾，也面临着许

多国际国内固有的新旧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在

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框架下，正确处理好解决老

龄社会矛盾与解决国际国内固有新旧矛盾之

间的关系，注重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协同性和

整体性，确保全面深化改革既能解决好国际国

内新旧矛盾，又能解决老龄社会的新矛盾。

二

（五）老龄社会要求的人口发展领域的

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在人口发展领域进行全面

深化改革，主要应当考虑老龄社会的四项基本

要求：一是充分考虑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

的长期均衡，避免人口过多过老，重点是防止

人口过度老龄化，在控制人口总量的同时把人

口老龄化水平控制在人口过度老龄化警戒线

以下，最终达到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维持

在三分之一的水平；二是全面提高全人口的身

心健康水平，从源头上降低疾病发病率和失能

发生率，重点抓好全民终身健康事业，避免老

龄社会成为高疾病、高失能社会，减少老龄社

会条件下经济社会运行的成本；三是在大力

发展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同时，

重点抓好职业继续教育和老年教育，确保大龄

劳动力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

整，确保规模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精神丰富、

充满活力、发挥作用；四是实施区域人口均

衡发展战略，避免养老资源区域配置扭曲，

其重点在于，在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过程中，

充分考虑老年人口过分集中的现象，防止区域

人口过度老龄化现象发生。

（六）老龄社会要求的经济建设领域的全

面深化改革重点。在经济建设领域进行全面深

化改革，主要应当考虑老龄社会的五项基本要

求：一是在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要充分

考虑人口快速老龄化给经济发展潜力带来的深

刻而长远的影响，重点按照低成本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方针，在合理控制人口老龄化带来养老、

医疗、长期照护等费用以降低经济运行成本的

同时，通过自主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探索人口老

龄化条件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打造

适合中国国情的老龄化经济体发展之路；二是

针对中国老龄金融发展严重滞后的国情，在全

面深化改革金融体制机制的基础上，重点面向

全人口开发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基金类

和信托类老龄金融，确保全体公民在老年期拥

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的同时，还能拥有殷实的金

融资产以供养老，借此建立发展所需要的长期

资本池，为建设金融强国和奠定长期竞争优势

创造条件；三是在大力发展老龄金融的同时，

重点建构老龄社会条件下调控实体经济和虚拟

经济均衡发展的新路子，避免海量老龄金融发

展脱离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防止人口高龄化

条件下老龄化经济体的系统性风险；四是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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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充

分考虑庞大老年消费群体对消费结构和产业结

构的重塑作用，重点发展老龄用品业、老龄服

务业和老龄房地产业，尤其要关注占领决定这

三大产业的技术制高点，如重点开发保健、抗

衰老、医药、医疗器械、康复护理等领域的自

主老龄科技，引导实体经济适应老龄社会的要

求，确保占领全球潜力最大的老龄产业市场；

五是开发大龄和老年人力资源，将低龄健康老

年人力资源开发纳入人才强国战略，尽可能降

低人口老龄化的负面经济效应。

（七）老龄社会要求的社会建设领域的

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在社会建设领域进行全面

深化改革，主要应当考虑老龄社会的六项基

本要求：一是逐步转变年轻社会的收入分配

理念，按照年龄平等的要求，建立少儿人口、

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年龄群体利益基本

均衡的新格局，避免部分发达国家曾出现过的

社会资源在三大年龄群体之间畸重畸轻造成

老龄社会条件下的常态化矛盾和冲突；二是

按照人口老龄化要求倒过来设计养老、医疗

保障制度，重点建立长期照护社会保障制度，

充分利用 2020 年前的有利时机确保适应老龄

社会要求的养老、医疗和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基

本定型，避免未来面临二次改革的风险；三是

大力建设老龄服务体系，在建立健全政府兜底

前提下配置老龄服务资源的市场机制，重点培

养老龄服务职业经理人和老龄服务人才；四是

在健全完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同时，重点加

强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的社会管理，切实提高

老龄社会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能力，为机关事

业单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创造良好条件；

五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充分考虑老龄社会

条件下老年新型宜居环境的需要，按照年龄友

好型环境建设的要求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

确保新型城镇同时也是年龄友好型城镇，避免

未来进行适老性建设改造，同时，实施再城市

化战略，重点针对现有城镇开展适老性建设改

造，满足人们老年期的基本住行需求；六是把

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

重点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老龄服务体系解决

农村老年人口的基本问题，采取有力扶持政策

鼓励农村年轻劳动力及其高龄父母移居城镇。

（八）老龄社会要求的文化建设领域的

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在文化建设领域进行全

面深化改革，主要应当考虑老龄社会的三项

基本要求：一是树立科学理念，科学认识老

龄社会的风险和机缘，克服面临老龄社会的负

面心态，重点培养适应老龄社会的正向社会心

理和战胜老龄社会风险的积极文化；二是树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扬弃年轻社会的生死

观，重点培育社会成员分散老龄社会风险的担

当精神，培育社会成员个体“有意义的生命”

的新理念，弘扬适合老龄社会要求的孝道精

神；三是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

适应老龄社会改革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重点

针对老年群体提供更多服务设施和服务产品，

开发老龄文化产业。

（九）老龄社会要求的生态发展领域的

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在生态建设领域进行全面

深化改革，主要应当考虑老龄社会的两项基本

要求：一是充分估计改革开放以来环境破坏、

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给不同年龄群体

身心造成的长时段的健康问题，重点建立国

民健康体质监测体系，预警相关健康问题随着

年龄增长演变成为突发性和大规模发病现象；

二是在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建立生态疾病发

病、治疗和康复的研发和支撑体系，确保全体

人民健康步入老年，拥有完善的生态疾病预防

和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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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国际方面，一是充分认识和客

观估计全球迈入老龄化时代发达国家在世界

范围内分散其老龄化风险的严峻形势；二是针

对发达国家分散其老龄化风险采取防御性战

略举措，并将其纳入国际战略；三是探索在世

界范围内合理分散中国自身老龄化风险的方

式和路径。

三

（十）树立应对老龄社会的新理念和新

思维。老龄社会是一个不同于年轻社会的新的

社会形态。老龄社会的演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相互叠加，相互渗透，对我们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全面、深刻和长远影响。

中国的老龄社会有其特殊性，其情况既不同于

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

从理论上我们需要明确，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绕不开解决老龄社会的矛盾，而解决老龄

社会的矛盾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具体来说，树立应对老龄社会的新理念和新思

维，一是全社会要树立顺应老龄社会的意识，

充分认识老龄社会的必然性、进步性和长期

性，充分认识老龄社会矛盾对中国发展的影

响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二是要扬弃

我们在漫长年轻社会形成的理念、思维方式、

发展方式、制度安排和体制机制，用老龄社会

的理念和思维来对待老龄社会的矛盾；三是全

体公民要树立老龄社会风险的共担意识和年

龄管理观念、生命历程意识，确保从健康、体

育、金融等方面对终生生活做出规划和安排，

化整为零，分散老龄社会矛盾的集成风险；四

是树立理想老龄社会的超前意识，引领我们在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老龄社会相

关矛盾的同时，实现老龄社会条件下经济持续

繁荣、政治长期稳定、文化日益昌明、社会不

断进步和生态更加文明的目标，确保全体中国

人民都能有一个尊严幸福的老年期生活预期。

（十一）将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纳入中国

未来发展战略体系。应对老龄社会是一个战略

安排问题，但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不是一个独

立的战略，而是渗透于中国未来整体发展战略

体系各子系统的嵌入式战略。具体来说，老龄

社会的矛盾与中国的人口、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以及国际矛盾相互缠绕、相互卷入、

相互影响，这就决定了，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

应当融入中国未来整体发展战略体系的总框架

及其各子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实施中国

未来整体发展战略体系的过程中，把应对老龄

社会相关战略问题纳入其中并做出统筹安排。

一是在人口方面完善人口国策，对未来人口的

数量、结构、素质和分布做出统筹战略安排，

重点对长期生育政策做出应对准备；二是在经

济建设方面梳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重点针对

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发展带来下行压力以及引发

经济系统性风险等方面做出经济战略安排；三

是在社会建设方面将老龄社会带来的结构性社

会矛盾纳入社会发展战略，重点对就业与退休、

三大年龄群体或社会代际利益格局、老年群体

与社会治理以及城乡年龄友好型宜居环境建设

改造等问题做出战略安排；四是在文化建设方

面将应对老龄社会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重

点在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代际文化认同以及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等方面做出战略准备；五是在

国际方面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应对老龄社会的合

理经验，结合国情，完善相应国际发展战略，

保持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

（十二）建构应对老龄社会的制度和政

策体系。现行制度体系的基础是年轻社会的，

必须按照老龄社会的客观要求做出制度转型，

这就要调整年轻社会的家庭制度、教育制度、

就业制度和退休制度，建立能够应对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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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龄化的养老、医疗、长期照护保障制度，

形成支撑老龄社会健康运行的制度体系，并在

政策体系上做出配套安排。从根本上说，还要

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形成建设理想老龄社会

而不仅仅是解决老龄社会相关问题的法律法

规体系。

（十三）建构应对老龄社会的体制机制。

毋庸置疑，对我们而言，老龄社会是一个陌生

的社会，如何应对老龄社会，即使是先行的发

达国家也是历史教训多于成功经验。对于中国

这样一个人口数量巨大、面临过度老龄化风险

的国家来说，应对老龄社会既面临诸多机缘，

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对此，必须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总框架下，举全社会之力做好

长远应对准备。这就要求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各

种体制机制，在解决其他诸多矛盾问题的同

时，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三大社会力量共同

应对老龄社会挑战的动员机制，重点建立全社

会应对老龄社会挑战的激励机制。

（十四）理想老龄社会是中国发展的美

好前景。中国已经处于老龄社会的初期阶段，

各种矛盾初步显现，未来形势将日益严峻。应

对老龄社会不仅仅是要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

问题，更是要在摸索老龄社会基本规律的基础

上，建设不分年龄、人人平等的理想老龄社会。

随着老龄社会的延伸，只要我们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总框架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充分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发挥中

国巨大后发优势，制订实施科学的应对战略，

举全社会之力，就一定能够赢得老龄社会条件

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中国全体人民也

一定能够享有尊严幸福的老年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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