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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德国、英国、瑞典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中，政府财政是养老保险的重要筹资来

源，注重养老保险不同责任主体的分担，财政弥补不同人群、不同地区养老保险保障水平的差距，财政责

任的改革立足于各自的特殊情况。这些经验对我国实现养老保险政府财政责任的显性化、制度化，推进

养老保险制度中不同责任主体的分担与平衡，探索缩小养老金差距的财政责任改革方案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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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责权关系调整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财政责任调整则是责权关系调整的

核心。从世界范围看，德国、英国、瑞典和日本养老保险制度较为完善。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养老

保险制度的国家，主要针对雇员建立了选择性养老保险制度; 英国针对所有国民建立了普遍性养老保险

制度; 日本综合了德国和英国养老保险模式，建立了选择性和普遍性养老保险制度; 瑞典是典型的高福

利国家，在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上政府财政资金规模最大。这些国家在养老保险财政责任分担和平衡方

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对我国养老保险财政责任改革具有参考价值。
一、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中财政责任的主要情况

( 一) 德国

德国法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政府财政给予大量补贴。1960—2000 年，德国西部地区财政划拨

养老保险的金额由 5764 百万马克增加到 102 174 百万马克，财政划拨比例由 27．3%增加到 28．7%;

1991—2000 年，德国东部地区财政划拨养老保险金额由 7667 百万马克增加到 32 258 百万马克，财政划

拨的比例由 23．3%扩大到 32．2%。①1993—2013 年，政府财政补贴由 31．98 亿欧元增加到 65．28 亿欧元，

财政补贴占养老保险收入的比例由 20．58%增加到 25．04%。②同时，政府也为补充养老保险提供财政补

—011—

经济纵横·2019 年第 10 期



贴。在里斯特养老保险计划运行中，2002—2003 年，对个人供款额占其总收入 1%的参保者，分别给予

每年 38 欧元的基础补贴及 46 欧元的子女补贴; 2008 年，参保者将上一年工资总收入的 4%存入里斯特

养老保险账户，可分别获得每年 154 欧元的基础补贴及 185 欧元的子女补贴。［1］

德国西部法定养老保险基金来源中，政府财政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到 2000 年，雇主、雇员和政府在

养老金基金来源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37．9%、33%和 28．7%，基本实现了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分担的均

衡状态。同时，1969 年德国实施养老金财政赤字公平分担制度，当某个养老机构的基金支出超过一定

比例时，实行直接公平化支付，以维护各类养老金之间的财政公平。
德国财政对不同人群养老保险补贴存在差异。公务员养老金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财政预算。

2003 年，约有 141．66 万名公务员和法官领取公务员养老金，总额达 339 亿欧元。农场主养老金资金来

源主要是参保者缴费及保费补贴，按照《农场主养老保险法》的规定，单个农场主的年收入不超过15 500
欧元，或者夫妇两人的年收入不超过 31 000 欧元，就有权申请保费补贴。独立从业者养老金主要来源

于缴费，政府不提供补贴。同时，政府对于部分个人补充养老保险提供财政支持，如 2001 年的里斯特养

老保险法案，规定政府对签订私人退休养老金合同的德国公民给予补助。同时，财政积极发挥缩小养老

金差距的作用。1964 年，规定当工人养老金津贴标准低于雇员时，则由政府对工人养老金予以补贴。
两德合并后，德国东部地区养老金待遇低于西部地区且差距明显，对此，德国西部地区政府对东部地区

政府进行了大量财政转移支付。1990—1994 年，西部地区用于向东部地区养老保险财政转移支付高达

279 亿马克，占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出总额的 4%。［2］

( 二) 英国

英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免费型养老保险制度到缴费性养老保险制度再到与收入相联系

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免费型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财政资助的养老金制度，其后因政府财政压

力的增大而逐渐向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转变。但财政仍为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1949—1950 年，英国国民保险基金共计 5．24 亿英镑，国家预算拨款为 1．36 亿英镑，占 26%。1950—
1974 年，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费占整个社会保障费的 50%～60%。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承担的社

会保障费用增幅最大，增长幅度为 449%。［3］

从早期免费养老金到福利国家时期的高额财政补贴，再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养老金缩减改革，

英国养老保险中的责权关系逐渐由政府单一责任向政府、企业和个人多元责任主体转变。尤其在布莱

尔的“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下，英国更加注重政府、企业和个人责任的均衡。政府积极推动职业养老金

的发展，主要有国家公务员、地方政府公务员、小学教师和私营职业养老金。同时，积极发展个人养老制

度，并建立了养老金补贴制度。这就使劳动者的养老金来源逐渐多元化，形成了养老保险制度多元责任

主体的局面。
英国养老金补贴覆盖人群为经过收入调查的且收入和资产都很低的 60 岁以上人群，资金来源于个

人所得税。储蓄补贴覆盖人群为 65 岁及以上的养老金领取者，给付条件为个人收入介于储蓄补贴门槛

与保证补贴额之间时，个人收入每增加 1 英镑，就会得到 60 便士的储蓄补贴。不同类别基本养老金财

政责任有所不同，C 类和 D 类基本国家养老金为政府全额财政责任，A 类和 B 类基本国家养老金政府不

参与缴费。对于国家第二养老金中的个人账户制度，政府则以让利的形式提供支持。
( 三) 瑞典

1949—1961 年，瑞典政府对基本养老金的拨款从 8．11 亿克朗增加到 25．76 亿克朗。20 世纪 80 年

代开始，瑞典养老保险支出进入紧缩及改革阶段。1980 年，中央政府预算中削减了 4 亿克朗用于养老

金和家庭补贴的支出。20 世纪 90 年代，瑞典养老保险包括收入型养老金、累积型养老金和保证型养老

金。其中，收入型养老金缴费来源于雇主、个人及政府财政，2005—2007 年政府年缴费基本在 25 亿克

朗左右; 保证型养老金资金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同时政府还为累积型养老金提供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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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职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得益于 1967 年的《养老金保障法》和 1982 年的《商业保险法》。
1994 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瑞典形成了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由于瑞典实行的是普遍性养老保

险制度，所有国民都参与国家基本养老保险，90%的工人参加了职业养老保险。从瑞典养老保险制度的

发展看，从比较重视政府责任向不同责任主体间均衡的方向进行转变。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削减政府责

任之前，政府财政是养老保险的第一大来源; 20 世纪 80 年代，瑞典逐渐缩减养老保险中的政府责任; 到

20 世纪 90 年代，通过名义账户制的改革，逐渐实现个人、雇主与政府责任的均衡。瑞典养老保险财政责

任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不断调整。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至末期，中央财政占基本养老金财政来源

的比例从超过 70%下降为 45%，地方财政补贴比例为 15%左右;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中期，中央

财政所占比例从 45%增长到 65%左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中央财政占基本养老金财政来源的比

例从 60%下降到 30%，地方财政所占比例保持在 10%左右。［4］

( 四) 日本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颁布《海军归隐令》《陆军恩给令》和《官吏恩给令》，建立了由中央政府

财政支持、对退役军人和官吏支付老年生活费的“恩给”制度，这是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萌芽。其后，这

一制度逐渐扩展到教职员、警察和一部分管办企业劳动者。1944 年，日本颁布《厚生年金保险法》，规定

在基金来源上，国库承担一般工人养老保险津贴的 10%和矿工养老保险津贴的 20%。1954 年，将国库

承担养老保险津贴的比例提高到 15%。1959 年，日本颁布《国民年金法》，确定国库负担国民年金保险

费总额的一半、国民年金的全部运行费及非缴费型国民年金所需要的全部支付额。1985 年，日本制定

了新的《养老金修改法》，旨在降低养老保险财政支出，确定国库对国民养老金补贴比例为 1 /3，对民间

企业养老保险补贴比例为 20%，对公职人员养老保险补贴比例为 15．85%。2004 年的养老保险改革提

出逐步上调财政对国民养老金补贴的比例，直至 2009 年将国库对国民养老金的补贴比例提高到 50%。
2004—2007 年，国民养老金财政补贴额由 272 亿日元增加到 1124 亿日元。［5］

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说是东亚文化与西方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经验的融合。日本借鉴德国

职业型养老保险方式，分别建立了厚生年金和共济组合年金，其后又借鉴英国普遍型养老保险方式，建

立国民年金制度。同时，受到东亚文化的影响，日本重视个人和家庭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作用，从而形

成了具有东亚文化特色、充分吸收西方国家经验的兼具公助、互助与自助为一体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政府财政责任较小。1993 年，日本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5．7%，而英

国、法国、德国和瑞典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7．15%、11．69%、11．24%、10．3%。［6］对于国民年

金，日本政府财政负担所需资金的 1 /3，2012 年的《年金功能强化法案》确定从 2014 年起基础年金的国

库负担比例永远固定在 50%。对于厚生年金保险，政府财政负担所需资金的 1 /3。
二、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的基本经验

政府财政支持对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平稳运行不可或缺。德国、英国、瑞典和日本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之初，政府财政支持有限，养老保险制度备受诟病，进而推动了以扩大政府财政支持规模为主要内

容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如，1913 年瑞典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待遇水平较低，其原因之一就是政府财

政责任较小。1921 年和 1936 年，缴费养老金待遇水平分别占工人平均工资的 0．003%和 0．009%，附带

收入状况调查的养老金分别占工人工资的 8．8%和 16．2%。［7］这促使瑞典于 1946 年启动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从四个国家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的总体转变看，尽管不同时期政府财政支持随经济社会形势

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但政府财政依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资金来源。政府财政支持的明确化、稳定化

保证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运行。德国政府财政补贴占法定养老保险收入的 25%左右，日本规定政府

承担国民年金的一半，这表明政府财政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责任是明确的、稳定的。而政府财政支持的

明确化、稳定化有利于国民对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预期及判断，进而有利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运行。
总体看，发达国家在养老保险方面承担财政责任的主要经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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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财政责任的调整注重养老保险不同责任主体的分担

从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看，政府财政责任的调整是在多支柱体系下进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早期，

往往是由国家建立的单一支柱养老保险制度发挥作用，其后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出现，最后实现三大

支柱共同发展。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政府为养老保险提供财政支持。1889 年、1908 年、
1913 年和 1944 年，德国、英国、瑞典和日本分别建立了政府财政补贴的养老保险制度。其后，随着政府

财政压力的增大，1945 年、1959 年、1974 年日本、英国、德国积极推进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补充

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拓宽了国民领取养老金的来源，可降低养老保险的财政负担。到 1980 年，德国、
英国、瑞典与日本私人职业养老金在养老金总支出中的比重分别为 4．2%、10．5%、11．4%和 4．4%。［8］从

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看，财政责任调整从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社会与个人多元主体分担的方向转变。英

国最初建立了由政府承担财政责任的免费养老保险制度，其后由于财政压力增大又建立了由雇主和雇

工分担的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瑞典最初主要依靠财政支持的免费养老救济应对老年问题，其后缴费

主体逐渐由政府、个人向政府、企业、个人的方向发展。日本最初养老保险制度缴费主体包括雇主、雇工

和政府，其后在国民年金制度建立之时扩大了财政责任，逐渐形成了多元缴费的责任主体。并且，随着

发达国家多支柱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探索不同主体间责任的平衡成为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重点。
( 二) 政府财政弥补不同人群、不同地区养老金水平的差距

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差异表现为人群差异、项目差异和地区差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

合理的，但差异过大时，政府财政会积极弥补。养老保险制度是收入再分配的典型体现，财政则为缩小

收入差距提供了资金来源。因此，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补贴可缩小收入差距。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

发展表明，财政在缩小养老金差距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发达国家采取不同措施弥补养老保险差距，如通

过完善横向与纵向转移支付制度、降低养老保险替代率等。德国分别针对工人和公务员建立了差异化

的养老金制度，这两类养老金给付水平存在差距，对此政府颁布法规以财政弥补养老金差距。两德统一

后，东部地区养老保险制度落后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则为东部地区进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
( 三) 财政责任的改革必须立足于国情

不同国家养老保险制度中财政责任的变化与其国情密切相关，这些国情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人
口因素、社会保障思想等。经济状况的变化对财政责任的调整有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财政

责任调整体现了财政责任与经济形势变化的关系。如，1961—1970 年和 1971—1980 年，联邦德国经济

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4．7%和 2．8%，1965—1970 年，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政府财政所占比例为 20% ～
25．9%，而 1970—1980 年随着经济的走低这一比例为 20%～21．8%。①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的

爆发，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进入收缩阶段，养老保险制度中财政责任开始调整。受 1973 年和 1978 年

经济危机影响，日本经济增长率从 10%跌落到负增长，因此逐渐缩小养老保险财政支出规模。在英国，

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撒切尔执政时期以私有化和市场化缩小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
另外，经济体制也影响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如，两德统一之前，德国东部地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养

老保险采取国家保障模式，德国西部地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养老保险采取社会保险模式。在不同的养

老保险模式下，财政责任不同。
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产生重要影响。在德国，1964 年 65 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

比重为 14．51%，1981 年为 15．4%; 在英国，1961 年这一指标为 11．92%，1982 年为 15．21%; 在瑞典，1960
年这一指标为 12%，1981 年为 16．5%。［9］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一方面加快完善养

老保险制度，另一方面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调整，瑞典 1994 年实施名义账户制度，英国进行市场化

和私有化改革，德国不断调整养老保险缴费率，推迟退休年龄。这些改革改变了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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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责任，将财政责任的调整置于多元主体平衡的背景下。
社会保障思想也影响养老保险财政责任调整。诺尔曼·金斯伯格指出，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德国社

会市场经济思想、英国自由集体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分别影响这三个国家的福利支出。［10］瑞典养老保险

财政责任调整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深刻影响，德国养老保险财政责任调整受到保守主义、位序文化及东

西德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日本养老保险财政责任调整受到快速老龄化、儒家传统文化、西方福利思想

的综合影响，英国养老保险财政责任调整受到撒切尔改革及“第三条道路”的影响。
三、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中财政责任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 一) 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中政府财政责任的显性化、制度化

1．在养老保险责权关系调整中重视财政责任。我国“老农保”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财政

支持的缺位，“新农保”的顺利推进在于政府财政支持的归位，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说明了养老保险制度

中财政支持的重要作用。当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强化政府的财政责任。对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应进一步扩大财政支持规模，保障和改善城乡居民的老年生活水平; 对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应扩大财政支持规模，合理化解个人账户空账，加大对该项制度的财政支持力度。
2．明确政府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财政责任。一是促使政府由“隐性”向“显性”财政

责任主体进行转变。从养老保险法律条文看，并未明确规定政府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缴

费责任，但事实上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持，政府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属于“隐性”财政责

任主体，但这会导致社会成员对政府的“误判”，认为政府没有承担相应的财政责任。应借鉴发达国家

经验，促进政府财政责任的“显性”化，即政府财政支持应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缴费环节予以体现。二

是促使政府财政责任的制度化。即做好“五个”明确，包括明确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预算责任、财政供

款责任、财政分担责任、财政调整责任及财政监管责任。［11］

( 二) 推进养老保险不同责任主体的分担与平衡

1．在多支柱体系下实现政府财政责任的调整。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和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

制度起步晚、进展慢，影响政府财政责任的调整。应借鉴德国经验，完善政府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对补充

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保者进行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积极构建适合中小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办法。
同时，促进商业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的发展。通过税收优惠、政府鼓励、社会参与、广泛宣传等方式

积极发展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制度。
2．合理调整不同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政府财政责任。对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应积极推进

政府财政责任由缺位到归位，实现政府财政责任的明确化、合理化，同时适度降低企业责任，建议在做实

缴费基数的前提下将缴费率降低为 15%; 对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应积极完善财政补贴激励机制

以促进个人缴费档次的提高，推进集体经济发展以促进社会责任的合理承担; 对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制度，应增加个人责任，适度降低政府责任。
( 三) 探索有利于缩小养老金差距的财政责任改革方案

养老金双轨制、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水平低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典型问题。应借鉴

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发挥财政在缩小养老金差距方面的作用。如，针对城乡居民、城镇企业职工和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金待遇差距大的问题，政府应加大对城乡居民、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财

政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其养老金的待遇水平，促使其合理化。［12］同时，合理划分省、市、县在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制度中的财政责任。应通过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化解地区间养老保险待遇差距大的问题。为

避免出现不同地区养老保险待遇悬殊问题，可借鉴德国横向转移支付的经验，建立由财政宽松地区向财

政紧缩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养老保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思路可通过建立养老保险自给率

模型进行计算。首先计算不同地区养老保险制度财政收入能力和财政支出需求，以此计算养老保险自

给率系数，再由自给率系数确定财政转出地、转入地及额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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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推进养老保险财政责任改革

新时代养老保险制度中财政责任改革应以人民为中心为指导思想，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这要求

养老保险财政责任改革应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协调财政对不同地

区、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制度的供款比例为手段，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平衡发展与充分发展。孝文化、节
俭储蓄文化、互助文化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为养老保险财政责任调整奠定了文化基础。应立足于传统

文化，充分发挥个人及其家庭在养老中的责任，兼顾个人、社会与政府责任的均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这要求我国养老保险财政责任的调整应兼顾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及

“未富先老”的现实特征与供给侧改革、经济内涵式发展的现实状况，［14］遵循适度性、可持续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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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Financial Ｒesponsibility in
the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of Develope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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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of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Britain，Sweden and
Japan，government finance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financing for pension insurance． The experience of finan-
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se countries’pension insurance mainly includ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haring of dif-
ferent responsible entities of pension insurance，making up for the gap between the protection level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nd different regions，and makin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reform based on their special cir-
cumstances． These experiences have made the domestic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government explicit and institutionalized． At the same time，there is some inspiration for promoting the sharing
and balance of different responsible entities in the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and exploring the fiscal responsi-
bility reform plan that is conducive to narrowing the pension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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