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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现状评估与政策思路

郑功成

［摘 要］ 多层次化是各国社会保障发展的基本取向，也是我国早已明确的改革目标。然而，

理论上还存在着认识误区，如将其局限于养老金体系多层次化，或将应先后有序的层次性代之

以平行的“多支柱”概念等。当前，中国多层次化目标虽已明确但发展理念依然模糊，相关政

策渐成体系而实践效果并不理想，法定保障层次独大而非法定保障层次严重滞后，市场主体、

社会组织虽有积极性但发育不良且难担重任。因此，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亟待统筹规

划与分层分类协同推进，尽快优化并实现法定保障制度定型且全面覆盖是前提，合理设计多层

次体系的结构与功能定位是关键，而重点任务则是理性有序地推进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养老

服务、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骨干项目的多层次化。

［关键词］ 社会保障体系；多层次；现状评估；政策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

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目标任务的核心要义是“全面建成”与“多层次”。因为从

小康社会向现代化国家迈进，必然要以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为重要依托，而全面建

成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又以是否建成了合理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条件。因此，现阶段不仅需

要尽快优化各项法定保障制度并使之成熟、定型，而且需要加快建设非法定的其他层次保障体

系步伐，以充分调动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乃至家庭及个人的力量，不断壮大整个社会保障体系

的物质基础。这种结构性改革是实现新时代社会保障权责更加合理配置、发展更可持续的基本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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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走多层次化的发展道路是各国社会保障发展的基本取向，发达国家早已进入整体布局与实

践的阶段，部分发展中国家亦在布局和实践之中。多层次化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

既定目标，其中的养老保险更是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在有关政策性文献中加以明确。然而，

我国迄今仍然是政府负责或主导的法定基本保障制度一层独大的格局，这种局面既不利于调动

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也导致政府责任与财政压力不断扩张，进而影响到社会保

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必须尽快加以改变。

（一）建设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世界性趋势

在发达国家，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早已进入政府与市场及社会责任边界清晰、社会保

障项目结构层次与功能定位分明、各方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的成熟状态，对我国构建多层次社

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起源国。早期的德国社会保障专指通过社会保险立法明确规制的

法定社会保障项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多层次化体系。以养老保险为例，德国于 1889 年通过

专门立法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 20 世纪末期伴随人口结构从 19 世纪的“金字塔”型变

为“松树”状 , 德国老年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急剧增大 , 导致法定养老保险缴费率持

续上升 , 养老保险金支出不断增长 , 现收现付制下的法定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遭受巨大冲击。

在此背景下 , 德国政府于 2001 年开始一场养老保险体系的结构性变革——李斯特改革（以时任

德国劳动部长的李斯特命名的李斯特方案）。这次改革是在原来现收现付模式养老保险基础上

引入基金积累制的企业年金 , 将“单一层次”的法定养老保险转变为“双层次”的养老保险制

度体系，再加上由保险公司举办的商业性养老保险，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即告形成。在李斯特

方案中，对低收入参保者还实行财政补贴制，以使更多的劳动者能够拥有处于第二层次的企业

年金。

在美国，其社会保障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法定社会保障、市场主体提供的具有一定福利色

彩的商业保障（因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和非营利机构提供的具有公益色彩的社会保障组成的体

系，所呈现的是三足并立的格局。其中，养老保险体系由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公共养老金、保

险公司或基金公司等举办的企业年金和纯粹的商业性养老金组成；医疗保险则由政府主导的法

定医疗保险、非营利机构（如蓝十字蓝盾）举办的公益性医疗保险以及商业保险公司举办的营

利性健康保险等组成；其社会福利及相关服务更是充分调动了市场主体与慈善公益组织的力量，

非营利机构的筹款能力与服务能力极高，慈善事业十分发达。因此，美国的社会保障即是由政府、

市场、社会三方协同的混合型保障体系。

在日本，除养老保险实现了多层次目标外，其市场主体与慈善组织承担了养老服务、儿童

福利、残疾人福利事业的重大责任。以日本的养老服务为例，私人资本是养老机构的主要投资

主体，能够得到政府财政支持并可以实现稳定的、适度的收益目标，老年人则可以得到普惠性

的养老服务。再以儿童福利为例，日本的私立幼儿园与公立幼儿园并存，但所有儿童享受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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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平等、服务质量同等的福利性服务，私立幼儿园通过政府的相应补贴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亦均建立起了自己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多层次化，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伴随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法

定社会保障的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原有的单一层次制度安排日益难以承受，可持续性遇到日益

巨大的挑战，从而需要调动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并使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分担

方式更趋合理化；二是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单一层次的社会保障日益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社

会群体的个性化福利需求，这种多层次需求必定要以多层次的有效供给才能获得满足。因为法

定保障层次应当且只能提供公平的基本保障，超越基本保障之上或政府无法包办的福利及服务

需求只能通过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来满足，从而必然要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向多层次化方向发展。

在上述两个主要原因中，前者是基于社会保障水平必定刚性增长而政府财政收入难以刚性增长

的矛盾无法自动化解，后者是基于国民福利诉求个性化与选择权扩张，所代表的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进步性与人民福祉的持续发展。

从实践效果来看，发达国家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实质上是对原有单一层次法定社

会保障的一场深刻的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它重构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分担机制，即将政府、

市场、社会及个人的责任通过在不同层次制度安排中的适当调适，使之更加合理化。另一方面，

由于充分调动了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其能够不断壮大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物质

基础，进而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福利诉求增长的个性化需要，确保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可持

续发展。因此，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代表了当今世界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正确取向。

（二）对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研究的回顾

在国际上，对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养老保险领域。这是因为在社会保障

制度健全的发达国家，市场主体以各种方式提供商业性养老金、商业健康保险、灾害损失补偿

和养老服务等产品与政府主导的相关项目几乎同步进行甚至还要先行介入，其成熟的市场机制

亦可以提供有效支撑，而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在建立时通常只有政府负责或主导的单一层次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其缺少的主要是政策支持并对法定养老保险层次进行有效补充的第二层次即企

业年金；同时，这些国家以发达的慈善公益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力量亦有着提供各种补充福利及

相关服务的悠久传统，并日益与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及相关服务有机融合，进而在原有轨道上

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因此，国外对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研究，多聚焦在基本养老保险

与补充性质的职业或企业年金上。

当时的背景是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财政难以承受日益膨胀

的法定养老金支出，各国开始探索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主要包括参数改革和结构改革两大

类。在这方面，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均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过

明确的建议。其中，世界银行最先提出建立“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方案，主张构建责任主体

多元化、筹资渠道多样化、保障水平合理化的养老保险体系。a 这一主张得到了许多国家响应。

a  参见 World Bank, 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Old and Promote Growth, London,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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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则指出，世界银行的“三支柱”方案尤其是第二层次缴费确定型计划并不能为养

老金福利提供更大保障，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潜在风险，特别是在缺乏成熟资本市场和尚未建立

有效监管机构的国家尤其如此，从而主张养老金改革的更有效的办法是纠正现有计划中的设计

缺陷和改善不公平情况。a 在此，国际劳工组织并不反对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但更主张夯实法

定养老保险并促进这一制度的公平。因此，世界银行 2005 年又在原来“三支柱”基础上提出“五

支柱”改革思路，即增加零支柱和第四支柱，分别旨在保障老年弱势群体基本权益和满足高收

入群体对养老保障的进一步需求。b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发表的《养老金年度报告 2016》

中也指出，全球主要经济体养老金体系正在发生改变，养老金体系设计仍需进一步改进，如采

用固定比例的养老补贴帮助低收入群体，对年金产品投资提供合理建议并完善其管理制度。c

支撑德国李斯特年金改革方案的理论不仅是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需要，同时也是通过补

贴低收入群体参加企业年金来促进社会公平的需要。世界银行原养老金改革负责人霍尔茨曼亦

认为，所有国家都需要建立多层次或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但必须要先做好第一层次（支柱），

在此之上才能产生多样性的第二、三层次（支柱）。d 可见，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是人口

老龄化国际背景下的共识，而确保法定基本养老保险即公共养老金成为稳固可靠的第一层次，

同时发展第二、三层次养老金并促进第二层次即职业或企业年金的公平性，成为各国养老金制

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取向。

国内对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与政策重点也是聚焦于养老保险上，其他保障项目的多

层次化较少受到关注。在既有研究文献中，郑功成强调，我国须加快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以充分调动市场与社会力量，并满足人们多层次的保障需求。e 同时指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

系构架需借助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与个人等多方力量，合理划分不同主体的责任。f 林义

主张从整合创新第一层次、促进补充养老计划和商业养老保险，运用创新思维、借助大数据和

互联网等措施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g 董克用等主张建立以普惠制国民养老金为基础的零

支柱、以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的第一支柱、以职业年金为基础的第二支柱和以自愿性个人养老

储蓄计划为基础的第三支柱，通过多支柱间的清晰定位和分工配合，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保险

需求。h 郑秉文指出，可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方式，提升商业养老保险递延纳税的政策

吸引力，尤其是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其获得的边际效用更高。i 何文炯则从社会保障的互助

共济性入手，指出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必须明确限定于“保基本”且覆盖全体人员，同时还需大

a  Roger Beattie, Warren McGillivray, "A Risky Strategy: Refl ections on the World Bank Report Averting the Old Age Cri-
sis,"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1995, 48(3-4).

b  参见 Robert Holzmann, Richard Hinz, Old Age Income Support in the 21st Centur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Pension 
Systems and Reform, World Bank, 2005.

c 参见 OECD, Pensions Outlook 2016,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6.
d 参见郭晋晖：《多层次养老保险改革寻求突破，“ 一支独大 ” 亟须改变》，《第一财经日报》，2017 年 11 月 20 日。

e 参见郑功成：《加快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光明日报》，2018 年 6 月 27 日。

f  郑功成：《全面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与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 6 期。

g 林义：《中国多层次养老保险的制度创新与路径优化》，《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3 期。

h 董克用、孙博：《从多层次到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改革再思考》，《公共管理学报》2011 年第 1 期。

i  郑秉文：《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顶层设计：税收的作用及其深远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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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补充性养老保障。a 尽管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方面并无实

质分歧。

总体而言，我国学界对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还不足：一是局限于养老保险而很少关

注其他保障项目，如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的多层次化鲜有研究成果；二是对养老

保险多层次化的研究往往缺乏统筹考虑，大多是分割研究（如企业年金最受关注），较少关注

不同层次的结构比例以及在整个养老金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三是还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 

（三）需要澄清的几个认识误区

对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解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看法，这在学术研究中是正常现象，但在

政策体系构建中却需要加以澄清。

1. 单纯从政府视角出发来理解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而事实上应当是超越政府的整个社会

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不能也不应当替代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在不同保障层次建设中的主体

职责与功能。如有的人将政府负责的社会救助列为第一层次即保底层次，将政府主导的社会保

险列为第二层次即基本保障层次，将政府支持的补充保障如企业年金列为第三层次即保障提升

层次。这种划分有一定道理，但并不符合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本意。因为构建多层次社

会保障体系的根本出发点是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结构调整来合理调适社会保障项

目的责任分担机制，并满足现实中不同层次人群的多层次福利诉求，而尽可能地调动市场主体、

社会组织等非公共部门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则是前提条件。在这一过程中，

市场主体无疑应当遵循市场规则，社会组织需要遵循社会领域活动惯例，这两者均有规可循，

并需要充分体现出其主体性，不是政府一方可以完全左右的，从而必须是从整个社会的资源配

置、不同主体各显其能、各得其所的角度出发，才能构建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多层

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保障项目上，而政府负责或主导的社会救助与社会保

险是权责有别、对象有别的不同保障项目，从而不能视为不同层次。社会救助由政府承担全部

责任，但应当欢迎社会组织参与其中，它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入，也可以由社会组

织自主提供补充性救助服务；社会保险由政府、用人单位、劳动者分担责任，市场主体介入则

需要专门创设独立层次的制度安排；社会福利更加复杂，无论是老年人、儿童、妇女还是残疾人，

均需要有相应的福利制度安排和提供相应的福利性服务，其中既有需要政府托底的困难群体，

也有只有通过市场供给才能获得更好满足的高收入阶层，更有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及家庭或

个人形成合力才能全面满足的中低收入群体；等等。可见，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庞

大制度体系，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需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并在不同的保障项

目中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分工与功能定位，在不同的层次中分别发挥好相关主体的作用。

2. 将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同于养老金制度多层次化，而事实上我国需要的是促使整个社会

保障体系多层次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显然具有特殊性。首先，我

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曾建立过一套由政府负责的单一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近 40 年的改革均是在原

有制度基础之上的重大变革，它虽然促使原有的国家-单位（或集体）保障制转化成了国家-社会

a 何文炯：《论社会保障的互助共济性》，《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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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制，a 也初步构建了责任分担机制，但政府包办或主导单一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思维惯性与

政策路径依赖依然强势，人民群众对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作为仍然抱着很高期望，这使得法定

保障层次的责任难以切实减轻。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养老保险制度虽然十分重要但也只是其

中一个构成部分，其他还有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住房保障等多个保障系统，均需要

调动市场与社会力量才能不断壮大并持续发展。因此，社会保障体系的多层次化并不只有养老保

险多层次化。与此同时，我国的市场体制还未完全成熟，市场主体即使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也往往缺乏长远规划，这导致进入社会保障领域的市场主体在实践中容易发生变异。在社会力量

方面，我国虽于 2016 年制定了《慈善法》，但慈善组织数量极为有限，截至 2018 年底全国认定

为慈善组织的只有 5355 个，b 在发达国家充当老年人、儿童、妇女、残疾人福利及相关服务供给

主力的服务型慈善公益组织更是少见，这使得日益丰厚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

并未得到有效调动。因此，现阶段我国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当是包括养老金和其他多

项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多层次化，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多层次化，也是需要同步调动政府、市

场主体、社会组织等积极性的多层次化。

3. 将多层次等同于可以平行推进的多支柱，而事实上社会保障体系多层次化应当有先后顺

序，没有政府主导的第一层次定型，不可能有健康持续发展的其他保障层次。就像建设高楼大厦，

没有稳固的地基和坚固可靠的第一层，不可能搭建好第二、三层，这是基本常识。构建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建设社会保障的高楼大厦，政府负责或主导的法定保障即是第一层次，其职

责是给全体人民提供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安全预期，没有这一层次的成熟与定型，不可能有第

二、三层次即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参与的清晰空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多层次建设之所以迄今

仍然严重滞后的现实，既不是市场资本与社会资源薄弱所致，也不是政府部门缺乏相应的政策

支持所致，根本原因在于第一层次即法定保障尚未成熟、定型。这种局面不仅造成了市场主体、

慈善公益组织、用人单位缺乏稳定预期，进而无法根据未来发展空间来规划自己的发展目标与

方向，而且也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因此，先后有序的多层次概念较之

可以平行推进的多支柱概念更加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要构建好我国的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必须首先全面深化法定保障制度的改革。只有通过尽快优化各项法定保障制度的结构与

责任、坚守保基本的基本原则，才能给人民群众以长远、清晰、理性的预期，才能真正发展好

第二、三层次的保障项目。当然，这不是说现阶段不能促进第二、三层次保障项目的发展，而

是不能指望在第一层次不成熟的条件下就可以建设好第二、三层次。

4. 突出强调政府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责任和夸大市场作用，而事实上市场主体、

社会组织均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一方面，在发展第二、三层次保障项目时，存在着突出强调政府

责任和以财税、土地政策扶持作为先决条件的倾向，忽略了激发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的内生动力。

例如，我国的商业保险发展滞后，个人商业性养老金的发展不是基于激发保险公司与基金公司等

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而是将税收优惠置于首位；保险公司缺乏自主开发、发展商业性健康保险

a 参见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 30 年》，人民出版社，2008 年。

b 高晓兵：《在 2018 中国慈善年会上的致辞》，2019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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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而是将承办属于社会医疗保险性质的大病保险视为己任；在灾害损失补偿体系中，保险

公司关注的重点亦是政府的支持力度，总是期望通过强制参保方式或者举办政府补贴的政策保险

为重要目标；在养老服务业发展中也往往以政府提供土地优惠、财政补贴等为条件。这与发达国

家的市场主体首先自主定位市场并在内生动力支撑下努力开拓相应的保险业务，于后才在财税政

策支持下获得更好的发展，显然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在现实中可以看到，过度强调政府对非法定

保障项目发展的责任而不注重激发市场主体的自主性与积极性，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既会造成

补充保障作用不足，也会影响市场化的保障项目发育成长。我国保险业号称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

却在商业性养老金供给方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重大自然灾害损失补偿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所揭示的只能是一种异化了的发展态势。这种状况如果不加以改变，作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重要力量的保险公司等市场主体必然不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另一方面，一部分人过分夸大市场的作用，客观上存在着拜市场教，其忽略了市场主体的

逐利本性，甚至追求法定社会保障项目市场化、私有化，这种取向经实践检验并不成功。如将

社会保险性质的大病保险交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实际上只是基本医疗保险之后的第二次报销，

它事实上已经成为影响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因为它成功地将保险

公司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大病保险，进而忘却自己应当开发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再进而导致我

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不成熟、不发达，最终必然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特别是高收入群体的健康

保险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再如，许多市场主体进军养老服务业，实践中却异化成变相的房地产

开发，民办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率一直居高不下，而许多急需床位的失能、半失能老人与空巢高

龄老人却得不到满足，这表明政策引导并不精准。还有住房保障的大规模私有化不仅造成了房

价（包括房租）居高不下，还导致了空置率居高不下的浪费现象；而幼儿事业的产业化致使儿

童入园甚至比成年人上大学还要付出更高代价；公立医院的所谓改制亦使其公益性日益丧失，

进而影响到法定医疗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这些现象深刻地揭示了在社会保障领域既不能不利

用市场机制，更不能泛市场化甚至拜市场教。还有社会组织、个人及家庭均需调动起来，但同

样缺乏精准的政策引导。因此，构建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迫切需要统筹规划，设计合理的

政策体系精准引导，并尽可能协同推进，最终才能实现不同主体各扬其长、各显其能、各尽其责、

各得其所。

二、对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现状的基本评价

要完成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任务，必须以客观总结、科学评估我国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现状为出发点。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确立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起，20 多年来国家做出了许多努力，

制定或出台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性文件也已不少，但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只开始呈现出并不规则

的轮廓。基于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现实，总体评价有四：一是改革目标已经明确，

发展理念依然模糊；二是相关政策渐成体系，实践效果仍不理想；三是总体上第一层次独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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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熟，二、三层次保障发展严重滞后；四是市场主体缺乏长远规划和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影响

了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发展。

（一）改革目标已经明确，发展理念依然模糊

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经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属于十分清晰的既定改革目标，这

使得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的重点任务与主攻方向也日益明朗化。然而，改革目标既定

并不意味着发展理念已经清晰，更不能等同于具体路径与策略、方式正确。

一方面，在理论层面，迄今还未对不同保障层次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结构地位与功能

定位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多数文献表现为不是从整体上谋划包括法定保障在内的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而是有意无意地忽略法定保障层次的必要性、重要性或者信奉利己主义取向，孤

立地看待非法定保障层次，有的甚至追随资本脚步起舞，热衷于炒作企业年金或者为资本进入

社会保障领域如投入养老服务业等竞相争取政策扶持。这种在第一层次还不成熟的条件下对非

法定保障的追捧客观上既影响了法定保障层次的优化定型与健康发展，也不可能真正带来非法

定保障层次的健康发展。这种理论上的不成熟必然导致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理念的不成熟，

有时甚至误导政府决策，造成政策混乱或者失当。

另一方面，在政策层面，国家层级（指全国人大、国务院）或主管部门层级虽然出台过多

项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却仍然处于结构与功能定位模糊状态。

如法定保障保基本的原则在一定程度已经发生变化，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替代率偏高

还在延续，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责任分担比例亦呈现出政府与用人单位负担加重和个

人责任相对下降、待遇持续提升的局面，养老服务业发展层次不明，灾害补偿仍然是政府承担

着灾后生活救助与灾后重建的重大责任，属于社会保险性质的大病保险交由商业保险公司承办，

等等。所有这些，均表明政策体系的发展理念并不清晰。

理论上的不成熟和政策体系层次结构与功能定位模糊，必然影响到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

整体有序与协同推进，进而直接影响到不同层次的具体实践效果。现实中，不同层次保障项目

在实践中发生差序紊乱与效果对冲的现象并不罕见。

（二）相关政策渐成体系，实践效果并不理想

应当承认，国家日益重视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并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与政策性文件，

但这种重视并未带来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发展。

在养老保险方面，2004 年当时的劳动保障部就制定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2014 年

财政部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制定了《职业年金办法》，2017 年财政部与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又联合出台新的《企业年金办法》等规章，对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已经完全明

朗化。2018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个

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并在上海市、福建省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

这表明国家对第二、三层次养老保险的政策工具日趋完备。然而，实践效果却很不理想，除

依靠政府财政支撑的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进展较快外，企业年金仍然只有极少数企业与个

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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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见，我国企业年金发展速度缓慢，从 2007 年到 2015 年企业年金参保人数占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比重从 4.61% 增加到 6.55%，2016 年占比呈下降趋势，2017 年

下降到 5.82%。同时，企业年金的替代率仅为 5%。a 不仅如此，参加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与个

人几乎是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民营企业鲜有参与，低收入劳动者更是无缘。若任由

这种局面长期持续，将拉大中小微企业与国企、机关事业单位的差距，从而造成养老保险制度

新的不公平和新的碎片化，不仅不利于城镇低收入群体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同时也不

利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表 1  2007—2017 年中国企业年金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情况对比

年份
参保人数
（万人）

积累基金
（亿 )

企业年金参保人数
/ 就业人口（%）

企业年金参保人数 /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

企业年金积累额 / 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积累额（%）

2007 929 1519 1.23 4.61 20.55

2008 1038 1911 1.37 4.74 19.24

2009 1179 2533 1.55 5.01 20.22

2010 1335 2809 1.75 5.19 18.28

2011 1577 3570 2.06 5.55 18.31

2012 1847 4821 2.41 6.07 20.14

2013 2056 6035 2.67 6.38 21.35

2014 2293 7689 2.97 6.72 24.18

2015 2316 9526 2.99 6.55 26.95

2016 2325 11075 2.99 6.13 29.96

2017 2331 12880 3.00 5.82 29.74

资料来源：参保人数与积累基金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比率为作者计算。

注：如果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积累和商业性养老保险基金积累纳入统计，则企业年金占比将下

降到 20% 以下。

在医疗保障方面，只有鼓励商业性健康保险发展的政策宣示，而将社会保险性质的大病保

险交商业保险公司经办，明显地牵引了保险市场主体的注意力，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性医疗或健

康保险并未得到发展。

在其他社会保障领域也是如此局面。以养老服务为例，2013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

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对政府与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较为完

整的指导性意见，并将任务明确分解到相关部委，几乎各个部委均单独或联合发布过相关支持

性政策文件；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还联合发布过专门的《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

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2016 年全国人大制定《慈善法》，明确了慈善事业的宽广范围，并

a  《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现状如何？》，中国工商银行官网：http://www.icbc.com.mx/icbc/ 企业年金 / 年金学苑 / 常
见问题解答 / 宏观制度篇 / 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现状如何 .htm，2015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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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慈善服务单独列章，旨在促进慈善事业全面加快发展；民政部更是制定了多项政策。这些信

号是明确且日益具体的。然而，实际情形却很不如人意。民间资本虽然有意投身养老服务领域

的日益增多，但从已经投入者的实践来看，有兴趣兴建高档养老公寓者偏多，而满足中等收入

及以下老年人居家养老或机构养老需要的严重偏少，从而形成了有需要者无法获得满足而民办

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率居高不下的巨大落差。慈善组织仍然维持着传统的、非常有限的筹款救助

阶段，在老年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及相关服务供给方面的作为极端有限。所有这些，

均表明实践发展与政策期望相距甚远。

由此可见，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相关政策渐成体系，民间资本日益雄厚，社会

财富在快速积累，而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的实际参与却极其有限，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物质基

础与保障供给因缺乏对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的有效利用而处于无法持续壮大的境地。这既不利

于经济保障持续发展，更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服务需求。

（三）总体上第一层次独大且不成熟，二、三层次保障发展严重滞后

前已述及，我国在促进企业或职业年金、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方面的政策渐成体系。这些在发达国家能够带来良好实践效果的政策总体上却未在我国产

生同样的积极效应，根本原因在于第一层次即法定保障一层独大且尚未成熟、定型。它导

致了第二、三层次保障项目的发展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发展方向模糊，也造成了市场主体、

慈善公益组织、用人单位乃至个人难以真正发力。因此，加快第一层次即法定保障项目的

定型已经迫在眉睫，即只有尽快建成主体责任边界清晰、保障水平适度、能够给全体人民

以稳定安全预期的法定保障制度，才能在发展空间清晰的条件下通过有效的政策支持发展

好第二、三层次保障项目。

在养老金方面，虽然建立起了社会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采取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

账户相结合的财务机制。在这种特殊的机制下，国家财政事实上不仅承担着社会统筹基金的

兜底责任，而且须承担个人账户下退休人员长寿的支付责任。而近 10 多年连年提高养老金

水平虽有对过去养老金水平过低的补偿性意义，但也显示了退休人员对第一层次的法定养老

金期望偏高，进而导致很难对养老金制度进行结构性变革。在 OECD 国家中，2013 年自愿性

职业养老金、私人自愿养老金的覆盖率平均分别为 20%、23%（见表 2），我国在 2017 年仅

为 3%；OECD 国家 2011 年的公共养老金、私营养老金替代率平均为 42.2%、30.4%，而我国

企业年金的替代率仅为 5%。a 在养老保险筹资中，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积累规模占整个养

老基金（含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商业性养老保险基

金 4 项）的 70% 以上。2016 年我国领取社会养老金的人数达 2.6 亿人，同时能够领取企业年

金的人数却只有 105.5 万人。b

a  在 “ 郑功成与霍尔茨曼对话实录 ” 中，世界银行前养老金改革负责人霍尔茨曼曾提到美国过去 40 年间企业年金
发展很好，1970 年时美国的企业年金占整个养老金给付的比例小于 5%，2014 年却超过了 50%。参见《寻求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共识——郑功成与霍尔茨曼对话实录》，《财经（年刊）》2017 年。

b 郑功成：《全面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与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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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 年 OECD 国家的自愿性职业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的覆盖率（%）

自愿性职业养老金 私人自愿养老金

奥地利 15.1 18

比利时 57.3 - 

加拿大 25.7 24.7

捷克共和国 - 66.2

芬兰 9.2 20.9

法国 20.2 5.3

德国 56.4 35.2

匈牙利 - 18.5

爱尔兰 31 12

意大利 7.4 8.9

韩国 - 23.4

新西兰 7.2 72.9

西班牙 3.3 15.7

英国 30 11.1

美国 41.6 22

平均 20 23

资料来源：OECD, "Coverage of Private Pensions," in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5: OECD and G20 indicato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5.

在医疗保障中，用人单位与政府承担了巨大责任。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人单位缴费与个人

缴费之比为 3:1 甚至 4:1 以上，不仅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用人单位缴费亦有 30% 记入

个人账户。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的政府补贴与个人缴费占比从最初的 2:1 逐渐演变成 3:1、4:1，

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 8:1；个别地方还为参保居民建立个人账户，湖南省甚至出台政策从 2019

年起将政府对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贴中的 30% 划归参保人个人账户。这种局面表明政策层

面与社会各界的注意力均聚焦在政府主导的法定医疗保障上。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被社

会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的人数稳定在 95% 以上，达 13 亿多人。而参加补充医疗保险（包括职工

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公务员医疗补助和其他补充医疗保险）者为 2.9 亿人，其中真正自主参保

者仅有 205 万人。a 真正商业意义的健康保险更是参保者寡。据统计，2015、2016 年全国保险

行业的健康险总保费分别为 2410 亿元和 4204 亿元，但该数据包含了部分被包装成健康险实质

上却是中短存续期的产品；在 2016 年全国卫生支出中，健康险赔付仅 1000 亿元，只占当年总

卫生支出的 2.16%。b 可见，由市场主导的医疗与健康保险虽经 20 多年的发展，仍然如此乏力，

这与越来越多的高收入者的需求形成巨大的反差，使得高收入阶层即使有更高的需求并具备相

应的支付能力也不可能购买到令人满意的医疗与健康保障服务。

a  参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中国劳动社会
保障出版社，2017 年。

b  《2017 年中国健康险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中国产业信息网：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4/626656.
html，2018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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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有关灾害损失补偿的统计中，来自保险公司的赔款要占整个灾害损失的 36% 以上，

发达国家甚至高达 80% 以上，而我国因商业保险作用微小，救灾陷入政府包办的困境。如

1998 年中国发生特大洪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2551 亿元，而保险公司的赔款为 33.5 亿元，

仅占洪灾损失的 1.3%；2008 年初，中国南方冰雪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516.5 亿元，保

险公司的补偿不足 20 亿元，仅占冰雪灾害损失的 1.3%；同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8523.09 亿元，而保险公司的补偿不到 2%；这种局面迄今仍未有

所改变。a 再以慈善事业为例，虽然已经制定了《慈善法》，有能力举办慈善事业者越来越多，

但 2018 年全国共接收社会捐赠款仅 1070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只有 0.12% 强，

只能算是刚刚起步。

需要指出的是，住房保障是一个反向案例，即过分重视市场化，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而

政府负责或主导的保障性住房却占比极低，人民群众因缺乏基本预期，只能争先恐后地购买房

屋甚至囤积住宅作为投资或投机品。市场机制的滥用不仅导致了商品房与城市房租价格长期居

高不下，也造成了普遍性的房屋空置现象。在儿童福利方面也是如此，即政府法定的儿童福利

事业发展严重不足，致使私立幼儿园成了托幼服务供给的主体，其服务价格较接受高等教育还

要高，形成了畸形的倒挂现象。处于第一层次的法定住房保障与法定儿童福利事业的供给不足，

使得城乡居民的负担无形扩大化，直接影响到了许多人生活质量的提升。

综上，虽然市场主体开始涉足社会保障领域，以慈善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也开始介入社

会救助与社会服务，但总体而言，目前仍是政府主导的法定社会保障处于一层独大的局面，公

益性的社会慈善机制、政策性的保险机制与职业福利机制以及市场化的商业保险机制均未得到

应有的发展。而住房保障、儿童托养事业则是恰恰相反。

（四）市场主体缺乏长远打算和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影响了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发展

在实践中，市场主体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现象日益普遍，但呈现出来的是虚假的繁荣。

保险公司不姓“保”的现象普遍，一些寿险公司热衷于开发短中期理财产品以便实现巨额融资

的目的，而不是以长期性质的养老金业务为主攻方向；一些基金公司热衷于短期资本运作，以

追求短期暴利为目标；产险公司长期以来均是车险一业独大，或者寄希望于扩大强制保险业务

与发展“旱涝保收”的政策性保险业务，丧失开拓新兴业务领域的内生动力。在养老服务业发

展进程中，参与的市场主体虽日益增多，但始终未形成有效的服务供给能力，一些民间资本不

是以建成基业长青的养老服务品牌（如立足社区的养老服务连锁店等）为追求目标，而是热衷

于通过圈地开发来谋取短期利益，致使投资虽热、服务供给却很有限，与老年人需求脱节的现

象具有普遍性。在儿童福利领域，公立幼儿园供给有限，私立幼儿园占比偏高，而有质量保障

的偏少且收费偏贵，事实上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慈善事业虽有《慈善法》

提供法律依据，但仍然局限于筹集款物、忽视服务供给的状态，监管过严与内部治理不良现象

并存，等等。在这种局面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显然难以如愿。

a  许飞琼：《中国新型灾害损失补偿制度的合理取向——从政府包办救灾走向以保险为主体的多维救灾机制》，《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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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与重点任务

基于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落后现状，有必要理清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的政策思路，同时明确现阶段需要努力完成的重点任务。

（一）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

针对现行政策的不足和实践中暴露的问题，提出如下基本思路：

1. 统筹规划、整体设计。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应当是一个结构完整并有自身规律的社会系统，

不同保障项目肩负着不同的社会保障责任，不同层次的保障项目满足着不同层次的需要。只有

在体系结构规划完整、不同层次系统设计的条件下，才能让不同主体明了自己的责任与收益，

才能让不同保障项目及其不同层次充分发挥出有效功能，因此，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需要

统筹规划。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发展进程来看，往往是急用先立、逐步发展，经过较

长时期才形成日益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能够与人口老龄化进程保持基本同步。我国则是在

已经建立一套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下，通过制度变革再建立与市场经济相

适应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与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不可

能像发达国家一样从容建制，而是需要在短期内完成对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刻变革并构建起

合理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继续沿着分割考虑、单项推进的改革与发展策略，

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势必会出现顾此失彼或者厚此薄彼的局面，并形成失衡的利益格局，此

后再行调整绝非易事。以往改革中出现的利益失衡导致现阶段深化改革特别艰难的事实，即是

一面绝好的镜子。因此，在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必须将统筹规划置于首位，并做好顶

层设计。一是将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设计纳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体

设计中，科学定位社会保障体系及其功能。只有站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来完整地看待

社会保障体系，才能明确这一制度的建制初衷与发展目标，并厘清制度发展的方向与路径。a

这方面的设计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及家庭的关系，国家财政与主体各方责任分担的关

系，同时解决好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大基本制度体系的统筹安排与合理定位。二

是解决好不同社会保障类别或主要项目的结构、功能定位与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与相关制度安

排的关系。包括医疗保障体系的结构优化及其与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药供应之间的协同推进，

老年保障体系中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之间的结构优化与协同推进，社会救助与扶贫开发之间的

结构优化与协同推进，养老保险与企（职）业年金及人寿保险之间的结构优化与协同推进，法

制建设、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的协同推进等。三是细化具体保障项目的顶层设计，重点同样是

优化制度结构，合理分配责任，保证制度公正、有效且可持续。

2. 分层分类、协同推进。中国特色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可将传统的家庭保障作为基础，

以政府负责或主导的法定保障为第一层次，以政策支持并集市场、社会各方之力的政策性或公

益性保障为第二层次，以市场主导并由市场主体提供的商业性保障为第三层次。这样分层的意

义在于既维护了我国家庭保障的优良传统，又明确了政府责任与市场及社会的发展空间。在分

a 郑功成：《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及未来选择》，《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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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基础上，还有必要进行分类。以企业年金为例，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所需要的政策支持会

有不同；再以养老服务为例，同一收入层次的老年人也因低龄与高龄、健康与失能、空巢与非

空巢而有着不同的养老服务需要，如果政策上不加区别，就不可能精准引导。在分层分类的基

础上，还要协同推进不同层次保障项目的发展，层次建设虽有先后，但法定保障制度的优化亦

需要其他层次的保障项目同步跟进或随后跟进，两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互为条件的关系。

如法定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要降下来，必定要有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等跟上去，否则，法定

养老金水平下降必然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水准，进而引发巨大的社会风险。因此，在

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有必要成立社会保障组专司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宏观设计之责，具

体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各主管部门参与其间，统筹规划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协同推进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发展。

3. 尽快优化并实现法定保障制度定型且全面覆盖。一方面，主体各方责任边界清晰并合理

分担责任是法定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一个成熟、优良的社会保障制度必定是主体各方

责任边界清晰并能够有机协同的体系。然而，从我国现行制度安排的实践出发，可以发现，作

为社会保障责任主体的政府（含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企业、社会、市场、个人及家庭

的责任边界并不是很清晰，甚至还出现了相互错位、效果对冲的现象。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

虽然由用人单位与参保者个人分担缴费，但单位缴费相当于个人缴费的 2 倍以上，政府承担的

也不是相对稳定的比例分担责任而是难以预计的兜底责任与长寿风险；同时，由于养老保险制

度处于地区分割状态，不同地区的缴费基数与缴费率因人口年龄结构不同而不同，使得作为国

家利益的基本养老保险沦为地方利益，其权责关系变得混乱无序。在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也

是政府责任愈来愈重，个人责任愈来愈轻，责任失衡的现象还在持续加剧。在社会救助方面，

低保制度以中央财政为主要支撑，地方政府承担何种责任及多大责任并无规制；灾害救助更是

缺乏公正的规制，形成了有灾找政府、下级找上级、全国找中央的政府救灾格局，虚报自然灾

害灾情成了常态。在养老服务方面，公共投入主要依靠有限的福利彩票公益金，且主要用于公

办养老院或敬老院，总量供给不足与结构严重失衡的格局是一种普遍现象。可见，我国社会保

障制度的主体各方责任边界是模糊的，进而造成责任失衡、结构失衡和受益主体权益失衡，这

种局面如果不加快改变，必定损害整个制度的健康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互助共济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特征与最卓越的功能，也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

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基石。然而，由于过去一度奉行效率优先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取向，现行

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明显地存在着互助共济性不足的问题，进而造成制度风险偏大，既损害了社

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也影响了制度运行的效率。如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改革中，采

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财务模式，凡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均记入归私人所有的个人

账户，个人缴纳的全部医疗保险费和用人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费中的 30% 均记入私人所有的

个人账户，使参保人之间完全丧失了互助共济的功能，不仅强化了利己主义倾向，而且衍生出

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发展障碍，导致个体风险与群体风险同步增长。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个人

账户基金为私人所有属性，现行法律不仅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必须承担因参保人长寿带来的



社 会 保 障 评 论第 3 卷第 1 期 Vol. 3, No. 1

·17·

超额基金支付风险（即超过个人账户基金支付年限的长寿者的延续支付责任），而且规定未达

到法定支付年限的参保人去世后所结余的个人账户基金作为参保人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

承，这使得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出现的超额支付风险成了这一制度的财务净风险。再以基本

医疗保险为例，全国目前医疗保险基金结余超过 2 万亿元，相当一部分属于私人所有性质的个

人账户基金，它十分严重地侵蚀了整个医疗保险基金，在实践中还普遍性地存在着低效率现象

（许多地区这笔基金被用于非疾病医疗行为），从而直接放大了整个医疗保险制度发展中的财

务风险。可见，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中设置个人账户，是导致互助共济性严重不足

的根本原因，也是助长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制度根源，它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规律，

是重大的制度性缺陷。同时，社会保障统筹层次低也直接限制了区域之间的互助共济，基本养

老保险在许多地区还停留在地市级统筹层次，基本医疗保险在许多地区还停留在县级统筹层次，

社会救助虽然中央财政承担了主要责任却是以县级为本位，社会福利事业更是受地区分割与行

政层级的直接影响并以适用当地户籍人口为基本依据，这使得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丧失了区域之

间的互助共济功能，亦从根本上限制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也动摇了市场经济竞争公平

的基石。正是由于个人账户的存在和地区“承包制”色彩，直接限制了社会保障制度风险分担

的广度与力度，还带来了社会保障权益不公与待遇差异，亦使整个制度的运行成本倍增，基金

不足与基金浪费现象并存。因此，优化我国法定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是尽快明晰主体各方的

权责关系与责任边界，同时强化互助共济功能。

第一，明晰主体各方权责关系，关键是要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边界（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责

关系）和均衡各方责任负担。其中，政府负责的社会保障项目如社会救助、法定福利和对弱势

群体的相关服务，重在切实织密织牢兜底保障网，让所有人免除生存危机并享有底线保障，即

任何人不因任何原因而陷入生活绝境。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项目如社会保险与面向不同群体的

社会福利及相关服务，重在提供基本保障，它需要调动用人单位、个人及家庭分担责任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保基本是合理的政策取向。对于参与社会保障的主体责任分担，亦应当逐步从失

衡状态走向相对均衡，如法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缴费责任就宜在用人单位与参保者个人之

间保持均衡性，缴费各半应当成为制度定型并确保其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

第二，必须遵循共建共享原则，强化互助共济。一是需要摒弃个人账户。由于个人账户的

存在事实上解构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共建共享原则和互助共济本质，必须加以摒弃。其中，对于

法定基本医疗保险中的个人账户，可以从筹资改革开始，先将用人单位的缴费全部记入社会统

筹基金；于后再将个人缴费纳入社会统筹基金，最终建立起完整的、共建共享的、互助共济的

医疗保险基金；同时调整医疗保障待遇，真正从根本上解除人民群众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对

于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应当淡化这一概念，仅仅作为参保记账的一个符号，并从法律

上改变其私有属性，它可以作为参保人退休时计算养老金待遇的重要依据，但不再视为个人所

有，更不能作为遗产来继承。消除了个人账户，即实现了互助共济，亦使共建共享落到了实处。

二是加快制度整合步伐。包括消除医疗保险中的群体分割现象，用一个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全民，

这是构建全民医保制度的必由之路；消除社会救助制度与有关福利制度安排中的城乡分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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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构建城乡一体的制度体系，这是城乡共建共享与互助共济的必由之路；消除社会福利服务

中按户籍分割的现象，将政府负责的困难群体和为全体人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及福利覆盖到全

体常住人口身上并在具体实施中一体化，亦是能够更加广泛地调动主体各方积极性并实现更大

范围内的共建共享与互助共济的必由之路。三是提高统筹层次。尽快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将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层次提高到市级层次后再提高到省级层面，对其他社会保障则根据项

目任务与职能确立统筹层次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这是使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在更

高层次、更大范围实现共建共享与互助共济的必由之路。

第三，当务之急是骨干项目需要尽快得到优化。主要包括：一是尽快实现法定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促使这一制度真正走向全国统一。在 2018 年建立中央调剂金作为过渡的基础上，有

必要尽快明确最终实现全国统收统支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并逐步调整筹资责任分担比例、缴费

年限及替代率。二是在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的

整合，争取早日用一个制度覆盖全民，同时取消个人账户，均衡筹资责任负担，真正建成成熟

的全民医保制度，并藉此切实解除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促进全民健康。三是尽快完善低

保制度，包括实行一定的收入豁免来激励低保对象努力通过劳动获得收入、改善生活，建立规

范的家计调查制度以确保符合条件的对象应保尽保，同时促进低保与扶贫有序衔接，真正兜住

低收入困难群体的民生底线；还需要尽快启动《社会救助法》的立法程序，让包括低保制度在

内的所有救助项目运行在法制轨道上。四是加快优化养老服务体系。关键是要立足社区，加大

公共投入，同时将现代型的社会养老服务与传统型孝老、敬老的家庭保障有机结合，真正放开

对民间资本甚至外资的投资管制，以便充分调动市场资源与社会资源，不断壮大支撑养老服务

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五是明确法定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比例与结构，同时平抑房租价格，确保低

收入群体能够拥有起码且公平的居住条件，这应当是住宅消费回归理性并让房地产市场正常健

康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六是落实儿童优先战略，采取公私并举、官民结合、合理布局的方略，

大力发展托幼事业，应当快速增加公共投入，确保所有儿童均能够享受普惠、公平、优质的福

利服务，以此减轻居民家庭育儿负担，实现儿童福利与人口均衡增长的双重目标。

第四，真正实现法定基本保障制度全覆盖，这是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必须首先筑牢的

基石。一是将漏在法定社会保险制度外的未参保人群全部纳入进来，这是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如在医保制度实践中应当实行全民强制参保，这是确保“一个不少”都能参保并享受医保待遇

的前提条件；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践中尽快摸清适龄人口的就业状况和职业特性，确保全部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当务之急是要将 1 亿左右的产业工人（主体是农民工）纳入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同时对因各种原因导致的漏保或脱保现象采取切实有效的补救性措施，确保劳动适龄人

口人人参保，年老后人人享有能够保障自己基本生活的养老金。二是确保面向特定群体的保障

制度能够真正覆盖到该群体全体成员身上。其中，工伤、失业保险等应当覆盖所有职业劳动者，

社会救助应将贫困线下以及有急难救助需求的城乡居民悉数纳入并施以援助，面向老年人、儿

童、残疾人的社会福利及相关服务体系能够覆盖到有需要的所有老年人、儿童、残疾人身上，

保障性住房能够满足那些既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的人的需要，等等。同时，还有必要适时顺应



社 会 保 障 评 论第 3 卷第 1 期 Vol. 3, No. 1

·19·

人民福利诉求和社会公正要求，增加或调整法定保障项目，如根据人口老龄化需要建立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根据增进儿童福祉和人口均衡增长目标增加生育津贴或儿童津贴制度，等等。

4. 合理设计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结构及功能定位。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应当是

一个由政府、市场、社会分别主导却又有机协同的多层次体系，建设中必然涉及政府、市场、

社会、个人及家庭等多主体的权责配置与职能分工，从而需要整体设计并明确其地位与功能。

在此，可以将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政府负责或主导的法定保障层次，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

及相关服务，这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也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它是公民依法

享有的基本社会权益，也是公民人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肩负的是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促

进社会公正的职责，应当满足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需要，即人们通过法定社会保障制度安

排可以避免因年老、疾病、失业、工伤、贫困及天灾人祸等风险事件发生而使正常生活受到影响。

因此，这一层次需要制定法律赋权明责，并由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单独或直接分担财政责任，同

时借助公权力加以推行。需要指出的是，法定社会保障水平因人民的福利诉求不断高涨而具有

刚性增长特征，政府的财力却不可能刚性增长，从社会公平（包括横向公平与纵向或代际公平）

的角度出发，法定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个性化福利需求，因此，第一层次只宜

以保障基本生活、解除人民基本生活后顾之忧为目标，同时起到预防贫困、促进社会公正的作用。

第二层次是在相关政策支持下由市场主体、社会组织提供的具有公益性的保障项目，实质

上可以称之为政策性保障。主要包括企业或职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公益性养老服务与儿童、

妇女、残疾人福利事业，以及经济适用房与共享住宅等。它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生活保

障及服务需求的制度安排，负有改善城乡居民生活境况的责任，从而需要政府支持，包括税收

政策、财政政策乃至土地政策、金融政策等的支持，这种支持使之具有公益性，但支持的力度

大小应当取决于社会需要并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它通常不宜强制推行，而是利用政策牵引及

其公益或福利性来吸引公众参与，在一些国家则会采取财政补贴方式来吸引低收入群体参与企

业年金等。这一层次的保障项目不是免费午餐，它需要受益者支付一定的费用。市场主体可以

通过提供相关服务获得相应的收益，其收益大小与政府投入的力度成反比，服务价格通常要受

到政府干预；社会组织特别是慈善组织可以通过提供相关服务获得相应的收益，但这种收益不

能作为该组织的利润分配，而是必须重新投入到类似的公益服务中去。由于第二层次事实上获

得了税收优惠甚至财政补贴，在实践中虽不能像法定保障制度一样实现应保尽保，但也应努力

促使更多的人享有，德国等国家补贴低收入群体参与企业年金即是为了避免高收入者通过企业

年金而获得更多的收益，进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而不是缩小的不良结果。

第三层次是通过市场交易行为由市场主体提供的商业性高层次保障及相关服务。包括商业

性养老金、商业性健康保险、营利性养老服务、营利性儿童服务、营利性残疾人服务等。它由

市场主体提供，是为了满足城乡居民较高层次的个性化福利需求，并按照自愿平等交易、责任

自负、谁受益谁付费原则推行的保障项目。在实践中，第三层次保障需要遵从市场交易规则，

由保险公司和其他类型市场主体开发各种不同的商业保险和服务产品，与有需要者通过订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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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方式并按照市场价格成交。当政府需要其服务于民生时，可以采取一定的政策支持，但不

宜干预过多，政策支持的力度也不宜太大，以免扭曲市场规律和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只需

要放松对市场主体的管制即可。

5. 大力促进市场竞争与慈善事业发展，使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成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的重要力量。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要让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必须以促进市

场竞争为条件。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保险市场，也是完全开放型保险市场，全美有财产与责任

保险公司 2000 多家，寿险类公司更多，还有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开展寿险与养老金保险业务，

保险业的竞争非常残酷。激烈的竞争使市场主体不得不努力降低费率并通过信息技术应用、提

供高质量的特色服务等来开拓和维持市场份额。因此，美国的商业性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因费率

低廉、服务优质而具有一定的福利性。借鉴美国经验，要让我国的市场主体在社会保障领域真

正发挥好作用，必须相应地增加市场主体，现在全国保险公司不到 200 家，严格的审批制并未

带来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反而丧失了市场主体开拓市场的内生动力。这表明有必要降低保险

公司设立门槛，逐步形成完全开放的保险市场，设立 2000 家左右的保险公司对我国而言是必

要的，同时还应允许其他市场主体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只有市场主体达到一定的量

级后，才能有真正公平的市场竞争，市场主体才会努力开拓新兴业务领域并成为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

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没有充足数量的慈善公益组织，不可能形成发达的社会服务网

络。美国有 200 多万个非营利机构，在美国社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中大多数直接为老

年人、儿童、妇女及残疾人群体服务，构成了支撑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力量。而我国各种

社会组织截至 2018 年底才 80 多万家，其中认定为慈善组织的仅 5000 多家，无论资金动员能

力还是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均极端有限。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真正放开慈善组织的登记，畅通

有心行善者能够快乐行善的途径；同时改变传统观念，从狭隘的扶贫济困款物援助走向广义的

慈善，即将募款型为主转化为提供社会服务为主，培育并迅速壮大服务型慈善公益组织，使之

能够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成长为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是社会福利及相关服

务体系建设的中坚力量。

此外，还有必要维护并充分发挥家庭成员相互保障与邻里、亲友之间互助的功能。西方发

达国家掀起了回归家庭与社区照顾的浪潮，我国更不能丢弃家庭保障与互助保障传统。这不仅

是社会保障制度优化的需要，更是维护中华文化和顺应中国人诉求的需要。2018 年修订的《个

人所得税法》增加了专项扣除内容，即是税制开始维护这种优良传统的尝试，值得在其他政策

方面推广。一些国家对子女与父母一起居住或邻近居住给予住宅税收减免，一些国家将护理保

险金支付给照顾失能、半失能老年人与残疾人的家庭成员等做法，均值得我国借鉴。还有必要

建立完整的家庭支持政策，进一步维护甚至激发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动力。

（二）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点任务

社会保障体系多层次化的关键，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等骨干项目多层次化。因此，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点任务，即是在政府主导下，对上



社 会 保 障 评 论第 3 卷第 1 期 Vol. 3, No. 1

·21·

述保障项目进行结构改革。

1. 养老保险体系多层次化（见第四部分专题阐述）。

2. 医疗保障体系多层次化。我国的法定医疗保障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与医疗救助，

已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人民群众的疾病与健康后顾之忧仍然很大。要切实解除这种后顾之忧并

满足人们提升健康水准的需求，除了继续优化法定医疗保障并使之成为公平、普惠的制度安排

的同时，还必须构建有序协同且能够满足不同层次需要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为此，以公共

卫生为基石，以法定医疗保障为根本，以市场提供的商业性健康保险为提升保障水平的有效依

托，应当是一个合理的取向。

公共卫生是关系到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也是政府的重要责任，其

具体内容包括对重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如结核、艾滋病等）、地方病等的预防、监控和医治，

对食品、药品、公共环境卫生的监督管制，以及卫生宣传、健康教育、免疫接种等。我国国

家财政对全民人均公共卫生经费投入连年增长，公共卫生事业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公共卫

生网络还不健全，公共卫生的服务与保障功能尚未实现全面、充分、有效发挥，从而需要进

一步强化。

法定医疗保障由政府负责或主导，包括法定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结构中的主体，应当遵循强制性、普惠性、公平性三大原则。其中，法定医疗保险应当真正覆

盖全民，做到一个都不能少，保障水平应当适度而不过度，保障待遇应当对所有人一律平等；

医疗救助应当平等面向低收入困难群体，确保这一群体不因重大疾病陷入生活困境而无法自拔。

只有全面建成健全的法定医疗保障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全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因此，

我国需要加快优化法定医疗保障制度，争取早日用一个法定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全民，同步提升

医疗救助对低收入困难群体的救助能力。

商业性健康保险是保险公司根据客户需要开发的各种与健康相关的险种，通过平等自愿、

合约规制的市场交易行为，与投保人订立健康保险合同并依据合同履行保险责任的医疗保险项

目。它一般满足超越法定医疗保障之上的健康保险需求，是人民群众特别是高收入阶层获得更

好的健康保障的有效途径。基于现实，我国有必要在优化法定医疗保障的基础上，清晰、理性

地引领人民群众的预期，将高收入阶层提升健康保障的需要引向商业性健康保险，使其超过法

定医疗保障水平之上的疾病医疗保障、健康维护、超标准用药以及真正的家庭医生服务等通过

商业性健康保险获得满足；同时增加健康保险市场的供给主体，激发其开发健康保险产品和发

掘巨大潜力市场的内生动力。如果有 20% 的人需要高水平的健康保险并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满足，

法定医疗保障的压力也会相对减轻，更会形成一个有 2—3 亿客户规模的庞大健康保险市场。

因此，国家应当制定相关政策精准发力，促进真正的商业性健康保险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不是

让法定的大病保险吸引保险公司的注意力，也不是通过不断提高疾病医疗费用的报销水准与医

疗服务等级制来误导高收入阶层的医疗保障期望。

此外，我国还可以借鉴美国发展非营利性医疗保障的经验，有意识地培育非营利医保组织。

在美国医疗保障领域，蓝十字蓝盾协会（BCBSA）就是起源于草根阶层的提供医疗费用补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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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机构，它诞生于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其中，蓝十字医保计划于 1929 年

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创立——当地学校的教师们每月向贝勒医院支付 50 美分的保费，从而

获得多达 21 天的医院护理服务；同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伐木和采矿工人开始向

当地医生支付小额月费以获得医生就医服务，由此产生了蓝盾医保计划。目前，蓝十字蓝盾协

会的地区医保机构会根据当地社区的特殊需要建立相应的经营模式，把高质量、可负担的医疗

服务带给美国大众包括低收入人群、老年人。非营利性的蓝十字蓝盾系统为全美近 1 亿参保人

提供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险产品，服务地域覆盖全美 50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及波多黎各托管地。

强大的服务功能、服务人数众多以及 80 多年来与美国各级政府合作改善医疗保障体系的经验

与优势，使这一非营利组织成为美国联邦政府首选的医疗保障和健康保险合作机构，是联邦医

疗保障和联邦医疗补助的主承办单位。因此，蓝十字蓝盾是美国政府与民间成功合作的典范，

没有非营利的蓝十字蓝盾医保组织，美国的医疗保障将不成体系。

综上，政府负责的公共卫生、多方分担责任的法定医疗保障、商业健康保险以及非营利性

的公益医保，可以构成我国完整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3. 养老服务体系多层次化。自 2000 年跨入“老龄化社会”后，我国的老龄化一直在加速

度行进。据统计，全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从 1982 年的 4.9%，上升到 2001 年 7.1%，

2018 年提高到 11.9%，达 16658 万人。a 速度之快、规模之巨，均为世界所仅见。近年来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发展情况可见图 1。

图 1  2008—2018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制作。

然而，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行进的背景下，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却相当滞后。截至 2017 年底，

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15.5 万个，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 2.9 万个，社区养老机

构和设施 4.3 万个，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 8.3 万个；各类养老床位合计 744.8 万张，比上年增长 

2%（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30.9 张）, 其中社区留宿和日间照料床位 338.5 万张。b 可见，

相对数以亿计的老年人口而言，目前的养老服务供给总量是严重不足的。不仅如此，养老服务

a  国家统计局：《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
t20180228_1585631.html，2018 年 2 月 28 日。

b  民政部：《2017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官网：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7/2017080216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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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给结构还严重失衡，绝大多数有需要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完全得不到社会化的养老服务。

造成总量供给不足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缺乏资金，而在于未能按照分层分类的原则

来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基于老年人的阶层分化，所需要的养老服务也必定要分层满足，

进而还需要分类推进。前已述及，在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时，需要同时考虑老年人的收入

分层与需要分类。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应当以收入状况、身体状况等为基本依据，分层分类促进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基于这一认识，养老服务体系也应当三层次化。

第一层次为政府负责保底的服务层次，应纳入法定保障范畴。对于特困老年人，政府宜改

变一切以年龄为依据的传统做法，代之以身体失能状况为基本依据，承担起为其养老服务的责

任，可以通过专门的公立养老机构集中供养或向私立养老机构购买服务来提供保障，对于居家

养老的特困老年人亦应当有类似的政策支持。

第二层次为政府主导下由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提供的基本服务层次。它具有公益色彩，但

也不排除举办者获得相应的收益。它要解决的是最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问题，

政府宜提供相应的财政补贴及其他支持，精准引导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特别是慈善公益组织为

这类老年人提供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服务，同时对服务价格进行适度干预，在维护举办者不亏

本的底线基础上让其有较低却稳定的收益，以便让中低收入老年人能够享受到需要的养老服务。

第三层次为完全开放、营利性的市场化养老服务。它属于高层次养老服务，以满足高收入

阶层老年人较高水准养老服务的需要为目的，是值得产业资本开发的潜力市场。在这一层次，

主要依靠市场主体发力，并依照市场规则发展。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并依法监管，但

应当减少行政干预，由市场主体自主进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让养老机构与有需要的老年

人平等、自愿交易。

如果能够在养老服务发展中遵循分层分类原则，并采取有区别的政策措施，我国多层次养

老服务体系便能够真正形成，并可以全方位地满足所有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

4. 社会救助的多层次化。现代社会救助的职责不仅仅是提供款物援助，还需要有相应的服

务，这些服务的供给便可以由社会组织特别是慈善组织来提供。部分救助项目如灾害救助更需

要在明晰政府责任边界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保险公司等市场主体与慈善组织的作用。因此，社会

救助体系也需要考虑多层次化。

首先，必须明确政府的社会救助责任边界并切实守住底线。它以贫困线或低保线为基准，

确保有需要者有起码的生活保障，这是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保底责任，必须有充足的财政

预算，在规范的救助程序下让所有符合条件的困难者获得真正有效的援助，同时还应当维护受

助者的人格尊严，因为这是公民最基本的社会权益与最低的人权保障。当然，即使是社会救助

制度也需要有相应的激励受助者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境遇的机制。

其次，尽可能利用社会组织与社区力量为救助对象提供相关服务。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支持、

购买服务、精神褒奖等方式调动社会力量帮助困难群体的积极性。如《慈善法》中明确的有关

扶贫济困慈善活动享受特殊优惠政策的规制需要尽快落实，就业救助可以向当地社区购买公益

岗位，未来可能建立的护理救助需要向提供服务者购买护理服务，灾害救助中的心理辅导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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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需要也离不了社会组织提供，传统的邻里互助需要弘扬，等等。因此，这一层次以服务供给

为主要方式，动员社会力量势在必行。

再次，调动保险公司等市场主体承担灾害损失补偿责任。我国是多灾之国，救灾历来是政

府的重要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更是形成了举国救灾、政府包办救灾的传统，但这一

传统正在遭遇巨大的挑战，包括财政分级预算制不能适应灾害时空分布不规律发生、灾种与灾

民救助不均衡导致虚报灾情成为常态、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依赖心理依然强势、市场主体一直未

能发挥有效作用等一系列效应。因此，灾害救助急切需要明确政府责任。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

政府通常只负责灾时与灾后短期内对灾民的基本生活提供紧急救助与临时居所，超过规定时间

的生活困难者应当纳入正常的低保或其他救助范畴；而灾后重建通常由受灾者自己负责，或通

过财产保险等市场机制来获得保障。实践已经证明，我国政府在救灾中大包大揽的传统不可持

续，而是需要理性引导城乡居民树立灾害风险管理意识，同时促使商业保险公司进入千家万户。

唯有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灾害救助才能走出政府包办的困局。

5. 住房保障体系的多层次化。在这方面，应当厘清保障性住房、房屋租赁、商品房三个层次。

当前的任务包括：一是确定合理的保障性住房供应比例，至少应以能够保障处于五等分收入分

层中的低收入住户（总人口的 20%）的起码住房条件为目标，政府需要加大对这一层次的投入

力度与供应能力；二是以中等收入及以下居民能够租得起房为调控房屋租赁市场的目标，同时

通过政策杠杆促使房屋空置率特别是城市的住房空置率降低到正常状态；三是完全放开商品房

市场，让有能力购房者能够按照市场规则购买房屋，包括适度放开农村居民宅基地与农村住宅

买卖，促使城乡之间人口双向自由流动和城市资本下乡。如果围绕上述目标完善我国的多层次

住房政策体系，并理性引导居民的住房消费和市场主体的行为，必然在切实减轻人民群众住房

方面负担压力的同时提供稳定的住房保障预期，并促使房地产市场正常健康发展。

四、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政策建议

养老保险积累时间长，融资规模巨大，其发展好坏往往成为影响人们对整个社会保障制度

信心的关键，从而是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养老保险体系多层次化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

中至关重要。总体而言，建立政府主导的法定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支持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

市场自愿成交的商业性养老金三个层次是多数人共识。当前的问题是要尽快厘清制约多层次养

老保险体系发展的主要因素，以便对症下药；同时，厘清这三个层次的结构与功能定位，并据

此确定稳定的政策体系。

（一）制约养老保险多层次化的主要因素

我国经历近 30 年从非缴费型退休金制度向缴费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革，在法定养老

保险改革与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在多层次体系建设方面却乏善可陈，其原因

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1. 法定养老保险尚未定型。迄今为止，我国的法定养老保险即基本养老保险的不成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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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仍然处于地区分割统筹状态，尚未实现全国统筹；二是用人单位与

个人责任分担失衡；三是政府责任偏重，不仅要承担整个法定养老保险制度的兜底责任，还要

承担个人账户基金的长寿支付责任；四是个人账户的存在与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使参保人之间

的互济性丧失；五是养老金待遇正常调整机制缺失，让老年人缺乏稳定的安全预期；六是改制

前的养老金历史欠账尚未有效化解。这些重大因素的存在，决定了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尚未成熟，

这直接影响到第二、三层次养老金制度的稳健发展。

2. 法定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偏重、替代率偏高。一方面，根据现行政策，我国用人单位法定养

老保险缴费率高达 19%，全国各地普遍反映费率过高，东北地区等更是不堪承受。在这样的情形

下，用人单位根本无力再承担起建立第二层次即企业年金的责任。另一方面，法定基本养老保险

的替代率偏高，其中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高达 80% 左右，企业退休人员的养

老金替代率亦近 50%，而近 10 多年连年提高养老金待遇则使退休人员对法定养老保险寄予越来

越高的期望，造成劳动者对于企业年金的需求相对并不强烈。如果不能较大幅度地降低用人单位

缴费率和养老金替代率，第二、三层次养老金制度即使建立了，也不可能成为多数劳动者退休后

的重要经济来源，少数人则是可能凭借税收优惠而获得更多养老金福利，最终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3. 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偏低制约了第二、三层次的有效需求。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

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曾经出现过短期内超过

GDP 增长速度的现象，但近年来又呈现出偏低情形。这表明国民财富的分配尚未真正向城乡居

民倾斜，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定影响到人们对老年生活的安排，即人们会选择尽可能获得即

期收益而忽略未来的老年收益，这是我国商业性养老金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在收入分配中，

劳动报酬提升缓慢是又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与发达国家劳动报酬普遍在初次分配中占 60%

以上的比重相比，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不足 50%，属于总体明显偏低。特别是作为产业工人队伍

主体构成部分的农民工群体，期盼的是即期收入增长，即使是法定养老保险也往往选择低缴费

或者干脆参加居民养老保险，更遑论参加企业年金或商业性养老保险了。在从业者队伍中，低

收入群体的规模庞大，多数人未能够达到社会平均工资水准。根据中山大学“2016 年中国劳动

力动态调查（CLDS）”的数据，2015 年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的企业年金参保率仅为 1.07%，

而城镇中等收入群体企业年金参保率为 2.99%，城镇高收入群体则为 7.14%。不仅如此，城镇

低收入群体断保、弃保现象还在增多。a 这一现象揭示了在收入增长有限、劳动报酬总体偏低

和低收入群体规模庞大的情形下，企业年金与商业性养老金很难得到真正的发展。

4. 市场主体缺乏足够动力且能力不足。前已述及，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市场主体缺乏主动

开发商业性养老金的积极性，这主要是短中期融资性质的理财产品更容易筹集资金，然后进入

资本市场运作以快速赚取暴利。这种取向揭示了保险监管与保险公司的业务经营出了偏差，同

时也是我国经济领域缺乏有力的行业政策规制与引导所致。同时，保险公司也缺乏能够满足老

年人需要的养老金产品开发能力。如果不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并提升其开发养老金产品的

能力，第二、三层次养老保险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a 张向达、方群：《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养老保险适度缴费基数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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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总体设想

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构建必须做到层次结构清晰、保障功能明确、未来预期稳定。其总

体思路如下：

1. 明确设立三个层次并确定其保障功能。这三个层次是法定的社会养老保险（或称为基本

养老保险）、政策性养老保险（包括职业年金与企业年金）、商业性养老金（包括各种具有养

老金属性的人寿保险等）。其中，社会养老保险或基本养老保险负责解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经

济来源问题，依法强制实施，覆盖全民，职工由用人单位与个人分担缴费责任，居民由政府与

个人分担缴费责任，最终确保所有老年人均能够享有这一层次适度水平的养老金。政策性养老

保险（企业或职业年金）是政府通过减免用人单位和参保人的税收等措施加以大力支持的第二

层次养老金，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分担缴费责任并采取完全积累制，目标是在老年人普享法定

养老金的基础上的提升，这二个层次相加应当能够维持退休人员较为体面的生活水准。尽管这

一层次可以归入用人单位的员工福利范畴，不似第一层次追求普惠制，但国家为此付出了税收

减免等成本，参加者获得了收益增长实惠，从而应以绝大多数老年人都能够享有为追求目标，

不能沦为少数人的福利专利。商业性养老金是金融保险市场开发的产品，政府可以给予适当的

支持，但不改变市场交易的实质，其规则是“不保不得、少保少得、多保多得”，目的是满足

较高收入者提升年老后物质生活水准的需要，同时兼具其他风险保障功能。

基于上述结构及功能定位，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政策目标应当是让所有人都能够享

有可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法定养老保险，让大多数人能够拥有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让有

需要者拥有商业性养老金。有鉴于此，在促使法定养老保险优化并定型后，重点应当是支持企

业年金朝着覆盖大多数劳动者的方向发展。

2. 统筹规划养老保险体系的总体水平与不同层次的基本水准。对国家而言，社会保障公共

资源的配置需要遵循公平、普惠的原则，法定养老保险即是应当切实贯彻这一原则的重要项目。

尽管农民因有承包土地而难以与在城镇工作的劳动者在短期内缩小差距，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与企业职工之间的法定养老金差距应朝着相对平等的方向稳步迈进，同时通过激励农民参保并

提高其缴费水平不断提升其养老金水平。这种公平、普惠性决定了法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必

须适度，太高了必然导致政府财政负担压力不断增长，太低了不足为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提供有

效的经济来源。对用人单位而言，为本单位职工参加法定养老保险是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同

时也是职工的法定权益，不同单位的法定义务并不存在差异性（现实中因各地缴费率不一而存

在差异性，但是伴随全国统筹的实现，这种差异性必然被消除），但如果这方面的成本过高，

用人单位就会无力在员工福利中再行考虑企业年金等，进而丧失一种激励员工并提升劳动生产

率的机制。对个人而言，如果法定养老保险水平偏高，个人缴费义务会同步加重，对二、三层

次将起到挤出效应。因此，在构建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时，必须同时考虑整个养老保险体

系的总体替代率与不同层次的替代率，并进行合理配置。

我国总人口近 14 亿，从业者 7 亿多，伴随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和适龄劳动人口的持续减少，

总体上能以每个从业人员约需负担一个人为基准加以计量，再扣除从业者为应对各种风险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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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所做的储备以及超过基本生活需要之上的消费（如汽车、奢侈品等），真正维持一个人基

本生活的收入水准平均约为其收入的 40%。我国 2018 年的恩格尔系数亦降低到了 29% 以下，

表明法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确定为 40% 左右应当能够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根据我国退休人员的现实情形，当养老金替代率达到 70% 以上时，晚年生活的质量能够

得到很好的保障。考虑到中低收入阶层劳动者中的大多数难以拥有商业性养老金，可以设定第

二层次即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为大多数人所拥有，这一层次的替代率便可以确定为 30% 左右。

这样，第一、二层次相加，即能够确保老年人较为体面的晚年生活。

商业性养老保险完全凭个人自愿参加，并按照市场法规和合同实现自己的收益，政策上无

法预设替代率目标，但可以据需引导人们参保，并给予适度的政策支持。

总体而言，上述三个层次的政策设定，必须统筹考虑总体替代率与不同层次的替代率，它

们之间特别是第一、二层次之间事实上会存在彼此替代关系。如果法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高，

则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的替代率便不能过高；如果法定养老金替代率低，则企业年金或职业年

金的替代率应当高一些；以两者总替代率达到 70% 左右为宜。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与发

展的政策取向，应当根据这样的结构与不同的替代率来谋划，而不是在维持法定养老金替代率

较高的同时，不加限制地减税让利发展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这样取向的结果必然导致企业年

金在实践中走向分化，即高收入者通过企业年金将获得更高收益，低收入者完全可能因无法加

入企业年金而使收益受损，政策制定者应当避免这种结果。

（三）发展企业年金的政策建议

在加快优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使之定型的条件下，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关键

在于第二层次即企业年金。为此建议：

第一，降低法定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和替代率，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个人参加企业年金留出

空间。根据测算，在通过划转国有资产弥补养老保险制度历史欠账后，只要实现全国统筹、夯

实缴费基数、适度降低替代率、延长退休基准年龄与最低缴费年限等改革，法定养老保险的总

缴费率从目前 28% 的名义费率可以降低到 20%，即用人单位缴费率可降低到 12%，如果个人

缴费率伴随劳动报酬的增长提高到 10%，则用人单位缴费率还可降低到 10%。可以设定 20%

的总缴费率并实行用人单位与参保人个人缴费各半，为法定养老保险制度持续发展的目标，并

逐步向这一目标迈进。这样，用人单位与参保者个人将有足够的能力参与企业年金。

第二，强化普惠性，促进公平性。不降低法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不可能发展好企业年金，

而降低了法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就必然要加大对企业年金的政策支持力度，使之成为大多数或

绝大多数人能够拥有的第二层次养老金保障。基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以追求共同富裕为目

标，可以设定 60% 以上的从业者参加企业年金的目标（2013 年德国企业年金覆盖率达 56.4%，

美国为 41.6%，参见表 2）。要达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中小微用人单位的劳动者、灵活就业

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能否加入。因此，在法定养老保险定型后，企业年金的关注对象应当从正

规就业者向非正规就业者扩展、从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扩展、从劳动报酬较高的劳动者向劳动

报酬偏低的劳动者扩展。例如，在城镇低收入群体占比较多的中小微企业中，专门为其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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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年金计划发展就明显不足。数据显示，2017 年末参加集合年金计划的企业数总计仅有 2.56

万家，参加的职工人数仅为 321.15 万人，资产规模仅为 1192.74 亿元。a 有鉴于此，有必要借

鉴德国经验，由政府财政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参加企业年金的适当补贴，并适用于灵活就业人群

中的低收入者与农民，这样才能实现让大多数人拥有企业年金的目标。

第三，增加市场主体，鼓励市场竞争，引导第二、三层次养老保险健康发展。一是增加寿

险公司和专门的养老保险公司，根据 14 亿人口的潜在市场规模，寿险公司与专业养老保险公

司数量应当不少于 1000 家；二是以用人单位选择制替代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制，鼓励基金公司

与其他金融机构举办企业年金；三是允许大企业自主举办企业年金，允许小微企业集合举办企

业年金，并提供精准的政策支持。

（四）发展商业性养老金的政策建议

商业性养老金是面向中高收入阶层特别是高收入阶层的养老保险，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较高

收入阶层，因此，应当交由市场决定。政府可以适当引导，但不宜干预，更不宜给予过多的税

收支持，以免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而引发新的社会问题。为此建议：

1. 尽快增加保险市场的经营主体。前已述及，开放的保险市场是具有活力的保险市场，而

竞争程度往往决定着市场主体的创新水平与开拓能力。因此，我国需要改变保险公司数量有限

的格局，尽快增加保险公司数量，以便提升竞争程度，这是促进我国商业性养老金健康发展的

必要举措。

2. 督促保险公司提高养老金产品开发能力并依靠服务质量赢得保险客户。商业性养老金是

保险市场的产品，就像一般商品经销一样，其能否吸引保险客户取决于产品设计是否优良和能

否满足保险客户的个性化需要，这一客观规律要求保险公司提高养老金产品的开发能力；同时，

还必须提升服务质量，不能仅吸引投保时热情，投保后再无服务跟进。只有摒弃单纯依赖税收

优惠的取向，充分意识到商业性养老金的市场商品属性，将产品设计与优质服务作为市场竞争

手段和吸引人们参保的核心要素，才能促使商业性养老金健康持续发展。

3. 从税收优惠转向放开投资管制。商业性养老金是长期性保险业务，融资优势明显，但如

果不能有效地运用保险资金进行投资，其直接业务将受利差、损差的影响，保险公司可能陷入

难以估量的财务风险之中。因此，适宜的投资政策对保险公司开展商业性养老金业务是完全必

要的，也是有吸引力的，政府宜在这方面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

4. 及时总结延税型商业性养老金的试点经验。当前，延税型商业性养老金试点已经开始，相

信这类业务会受到较高收入者的欢迎，但真正要全面推进，还必须考虑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格局问

题，既要引导人们参加延税型商业性养老保险，又要避免这种税收优惠只让少数人获益而造成收

入差距的扩大化。为此，需要对受益者有相应的税优额度限制，否则，只会形成强者获得更多、

弱者更加失助的局面，这将与收入分配改革的公正取向和走向共同富裕的国家目标相悖。

a  参见《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2017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http://www.mohrss.gov.cn/
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gzdt/201804/W02018041157441142934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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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layer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is a fundamental trend worldwide, 

as well as a long-established goal for social security reform in China. Yet there remain some myths. 

Some confi ne the multilayered system only to the realm of pension schemes; some replace "multilay-

er" with "multi-pillar", ignoring that "multilayer" implies the order of priority while "multi-pillar" im-

plies the equal importance of diff erent components. At present,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ultilayered so-

cial security system is explicit, but the development philosophy remains vague; the relevant policies 

gradually become systematic, but the eff ects of policies are not satisfactory; the statutory layer is 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but the non-statutory layers lag far behind; the marke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motivated but meanwhile underdeveloped and incapable of undertaking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Thu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ultilayer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in an urgent need for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coordinated moves in a tiered and category-based manner. The fi rst step is to improve 

statutory social security schemes and achieve their maturity and full coverage without further delay. 

The proper design of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multilayered system is crucial. Whil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ulti-layer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a rational and orderly manner, some key 

schemes include old-age insurance, health care, elderly service, social assistance and housing benefi ts.

Key word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multilayered; evaluation of the status quo; policy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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