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 40 年 ：
从“退休金”到“养老金”

养老金是人们退出劳动力市场后

日常开支的现金流，主要指衣食交通

等费用，高龄失能失智老人增加了照

料成本，可谓附加养老金。养老金水

平事关老年人的幸福指数，提高老龄

人口收入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中国养老金源自 1951 年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8

年以后，退休金制度延伸到机关和事

业单位。在此后的 40 多年里，退休

金是国企责任和政府责任，是国有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福利，与民

营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者无关。在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成为发

展阻力之一。

与时俱进建立国家养老金制度

发达国家的经验即与时俱进地建

立三支柱的国家养老金制度和运行机

制，以实现国民养老金的适度充足性。

中国在 1991 年 -2018 年间完成了养

老金制度转型和结构调整。

中国在 1999 年进入老龄社会。

在总结 1991 年至 1996 年试点经验基

础上，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统筹

考虑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坚持覆盖广

泛、水平适当、结构合理、基金平衡

的原则，完善政策，健全机制，加强

管理，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997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 国发〔1997〕26 号）；2005 年，国

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

38 号）；2009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

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

导意见》（国发〔2009〕32 号）；2011

年 6 月 7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

见》（国发〔2011〕18 号）；2015 年，

国务院颁布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

〔2015〕2 号）；同年整合了各类职工

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养

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由社会统

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用人单位缴

费为工资总额的 20%，2006 年以后全

部计入社会统筹账户 ；职工个人缴费

为个人工资总额的 8%，全部计入个

人账户；养老保险缴费基数逐渐夯实，

企业和职工缴费责任感和维权意识与

日俱增。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时（男

60 岁、女 50 岁 -55 岁），按照“｛[（当

地社会平均 + 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

资）/2] ＞ 15%（缴费年限）｝+ 个人

账户储存额 / 计发月数（关联退休年

龄）”的公式计发养老金。2017 年，

全国月均支付水平 2600 元，并实现

了社会化管理和异地识别与按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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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 ：
从“退休金”到“养老金”

养老金，国民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认知

度日益提升。

截止到 2017 年底，基本养老保

险覆盖 9.1548 亿人口，其中参保职工

4.0293亿人，参保离退休人员为1.1026

亿人，赡养比 2.74:1。城乡居民自 16

岁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年缴费 100

元 -1000 元，年满 60 岁领取个人账户

养老金和政府养老补贴（2018 年每月

88 元），居民领取待遇总人数为 1.5598

亿人，月养老金为 120 元左右 ；各类

养老金领取者达到 2.6624 亿人 ；累计

结余养老保险基金 5.0202 万亿元人民

币。总之，在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前夕，

建立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用 20 年时

间完成了由免费型劳动保险向缴费型、

全覆盖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转型，

成为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国

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的配套措施。

2004 年，国家启动了养老金第二

支柱，即企业年金。人社部和财政部

等 5 部门联合发布了《企业年金管理

试行办法》（2017 年修订）和《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2010 年修

订）；截至 2017 年底，8.04 万户企业

和0.2331亿名职工参加企业年金计划，

年末累积企业年金基金 1.2880 万亿元

人民币 ；养老金信托和受托人制度在

中国落地生根。2015 年机关事业单位

启动了职业年金计划。2018 年，国家

启动了养老金第三支柱，即个人养老

金。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税

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

接着年内又推出了养老目标基金。

综上所述，在中国进入深度老龄

社会之前（预计 2023 年进入深度老

龄社会），中国完成了养老金三支柱

的结构调整，包括一个法定计划和两

个合格计划。目前，国务院和人社部

正在打造国家养老金综合信息平台和

综合治理机制。

完善国家养老金制度任务艰巨

在国际上，比较与评价一个国家

养老金制度绩效的主要指标有如下四

个 ：一是支付水平，看养老金与退休

前工资的替代率 ；二是制度结构，完

善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支柱养老金的

运行机制 ；三是社会效应，即指信托

文化和养老金机构投资者与资本市场

的互动发展 ；四是基金储备，看养老

金总资产占 GDP 的比重。相比较，完

善中国养老金制度的任务尚很艰巨。

第一，职工养老金充足性有待提

高。2017 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水

平 2600 元 / 月，约为社会平均工资

的 41.7%，属于温饱型待遇。由于企

业年金（企业法人参与率不足 10%）

和个人养老金微不足道，对于勤勤恳

恳连续工作和参保缴费一辈子的职工

而言，总体养老金替代率水平不高。

第二，养老金三支柱应有尽有但

结构效应亟待改善。国家基本养老保

险费基不实、费率过高（企业费率为

20%+ 职工个人费率为 8%），对民营

企业，特别是高科技民营企业和小企

业，具有参保缴费和举办企业年金的

挤出效应 ；地方统筹、地区差异不断

拉大，不利于人口合理流动 ；领取年

龄早、赡养负担重，可持续性不足。

企业年金覆盖率低、职业年金发展快，

潜在养老金新双轨制的风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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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中国进入深度老龄社

会之前，夯实费基、降低费率

（5%~10%），打造具有权威性的

国家社会保险局和养老金信息

系统，建立基层信息向上集中

（区县政府责任）、中央顶层设

计（国务院责任）、服务向下派

送（地方政府责任）的责任机制，

实现中央统筹基础养老金，是

刻不容缓的任务。同时，给民

营企业参保缴费和举办企业年

金计划留出空间。

第三，养老金个人账户亟

待整合。个人养老金具有激励

就业、促进个人平滑消费、培

育机构投资者和资本市场长期

投资文化的综合社会治理效应，

做空个人账户的社会风险将会

日益凸显。1998 年以来，由于

国企职工制度“中人”的视同

缴费工龄的转制成本没有按时

“买单”，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

个人账户失去健康发展的空间。

起初有预见的设立了职工养老

金个人账户，但却与社会统筹

捆绑在一起，继而用于弥补转

制成本，后来解释为是职工社

会保险缴费。建国后的两代退

休人只能依赖基础养老金生活，

增加了政府支付养老金责任的

刚性。一方面，我国亟待按照

存 量 改 革 和 帕 累 托 改 进 原 则，

打 通 职 工 企 业 年 金 职 业 年 金、

住房公积金（完成首住房购买

者）和个人延税型养老金账户，

加大延税额度，促其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修订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个人账户政策，打造城乡

居民个人养老金账户，委托养

老金信托机构管理，获得投资

收益，激励国民将存款和现金理

财的 110 万亿元的一部分转入养

老基金。在 2035 年中国进入超

级老龄社会之前，让大多数老龄

人口拥有一定规模的个人养老

金，从而提高总养老金的替代率，

促使各类养老金资产储备达到一

定规模。目前，OECD 国家的养

老金资产储备均值大于 GDP 的

75%，美国大于 120%，我国约为

10%。可见，“深挖洞、广积粮”

的储备养老金是积极老龄化的举

措之一，有利于改变散户投资和

老年人理财受骗的尴尬局面，从

而提高老龄人口的社会地位和消

费信心，促进信托文化和养老金

受托人的健康成长，培育老龄人

口红利。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 40 年，

我国养老金的发展方向是正确

的。在完成养老金制度框架建设

之后，2019 年我国将进入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需要反思三分政

策是否合理、七分管理服务是否

有效。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改变

决策短期化、部门协调难、央地

协作难的局面 ；修订《劳动合同

法》实现劳动合同属地管理，夯

实就业信息和缴费基数，适应灵

活就业业态；修订《社会保险法》，

增加缴费年限和建立早减晚增的

养老金领取机制，通过政府补

贴、医保个人账户支出的方式鼓

励异地养老人员在当地缴纳医疗

保险费。最重要的是加强国民社

会风险意识和社会保障义务的教

育，积极参与到养老金制度改革

中来。

 （作者系清华大学医院管理

研究院教授和研究助理）

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制度发展漫

长，伴随改革，经历了从摸索建立到

逐渐完善的过程。《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各项社会保险费

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保征缴制

度的改革对社会民生和企业发展产生

深远的影响。

我国社保征缴制度的发展史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国社保征缴制度从探索建立，

到逐渐发展成熟，与中国特色的社会

经济体制相适应。

改革开放到 90 年代中期

1978 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

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对退

休、退职工人退休费的给付标准进行

了规定，明确企业工人的退休费，由

企业行政支付 ；党政机关、群众团体

和事业单位，由县级民政部门另列预

算支付，其并未对社保征缴问题进行

规定。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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