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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国家公共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经验及启示

林摇 义,蹇滨徽
(西南财经大学,四川 成都 611130)

摘摇 要:在经济增速放缓、物价上涨的背景下,建立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生活保

障功能和可持续性是有效应对策略之一。 通过对 OECD 国家公共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梳理,归纳分析了待遇自动

调整机制的基本结构、待遇自动调整的目的和方式,并重点分析了瑞典、德国、日本和西班牙四国的具体做法和制度特征,
总结了 OECD 国家公共养老金自动调整机制的经验。 我国在借鉴这些经验时,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加快建立健全养老金待

遇自动调整机制。 具体而言,需要设置最低待遇标准,引入财务可持续性的指标,明确适用范围,同步并差异化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并不断优化,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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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发展正面临结构性转型、GDP 增速放缓、物价持续上涨的风险。 这可能导致基本养老

金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方面的功能弱化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压力的增大。 建立有效的

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是合理应对策略之一。 自动调整机制(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s,
AAMs)是根据预先设定的一系列参数自动进行养老金调节的方法[1]。 1922 年丹麦通过了第一部在

国家养老金计划中实施自动调整程序的法律,将养老金待遇与政府雇员薪资水平的变化联系起来,
以应对物价上涨;二战后,冰岛、卢森堡、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也陆续建立了自动调整机制[2]。 为应对

养老基金财务危机,在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发展完善过程中也考虑了财务平衡的需要。 相较临时无

规则的调整,待遇自动调整机制有以下优势:其一,待遇自动调整机制根据相关可测量指标的变动自

动调整,具有可预测性;其二,较高频率的自动调整减少了对制度大幅调整的需要,降低了制度变革

成本,减轻了对社会带来的不利冲击。

1摇 养老金自动调整机制的结构

待遇自动调整机制可解构成三个部分:一是调整参数,即待遇调整的参考依据;二是适用范围,
用以确定自动调整机制何时运行以及何时停止运行;三是调整频率。

1郾 1摇 调整参数

调整参数是待遇调整的参考依据,决定待遇调整的幅度。 养老金待遇调整幅度主要依据三类指

标来确定,即待遇水平、待遇享受资格和缴费率。
待遇水平可以通过待遇指数化、收入的变化以及反映预期寿命的改善或资金短缺状况的相关指

标进行调整。 待遇指数化是将待遇水平与工资或物价挂钩。 德国、加拿大、日本、葡萄牙等国家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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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形式。 养老金待遇也可依据收入的增加情况而调整,如在 DC(Defined Contribution)制中,投
资收益的高低会自动影响待遇水平[1]。 在实行名义账户(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NDC)计划的

瑞典、意大利、波兰、挪威、拉脱维亚等国家,预期寿命的增加会自动降低养老金待遇[3]25。 待遇水平

还可依据预期寿命的变化而调整。 在芬兰、葡萄牙等国家,养老金待遇通过“预期寿命系数冶或“可
持续因素冶与退休时平均余命的提高相关联。

待遇享受资格参数中,退休年龄是被广泛使用的自动调整参数之一。 退休年龄一般基于预期寿

命的变化或养老基金状况的变化而调整,退休年龄的调整会影响缴费期和待遇领取期的长短,进而

影响退休待遇。 丹麦每 5 年对退休年龄进行审查,并在考虑了公共养老金计划的财务状况下,可适

当提高退休年龄。 捷克当前每年将退休年龄延长 2 个月。 法国则依据维持经济活动期与退休期的

比例于 2 / 3 至 1 / 3 之间的标准调整退休年龄[1]。
缴费率通常较少作为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参数,原因在于缴费率不宜频繁变动。 缴费率的频繁

变动不仅使企业和个人难以适从,增加企业负担,还会增加运行成本和管理成本。 另外,在老龄化程

度加剧的趋势下,缴费率下调空间有限,所起作用不大。 大多数国家通常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和公共养老金计划的持续性压力,暂时或长期改变社保缴费率。 但仍有一些国家引入了该参数。 在

加拿大,如果法定费率低于持续性所需水平且政府未出台旨在解决可持续性问题的其他措施时,缴
费率将增加。

1郾 2摇 适用范围

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适用范围由触发指标和触停指标确定。 触发指标指待遇自动调整机制开

始运行的条件;触停指标是其停止运行的条件。
触发指标依据其是否已实际发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预测变量,该变量并非已发生,而是基于过

去情况对未来的预测,当该预测变量达到某一状态时,自动调整机制将被触发;另一类是已经发生的

事实状态变量,该指标测量的是已经发生的实际状态,当其达到某一预定状态时,就触发自动调整机

制。 例如,基于未来某段时间内预期 CPI 的变化而进行的调整就是根据预测变量进行的调整;基于

过去某段时间内 CPI 的实际变化而进行的调整则是根据事实状态变量进行的调整。 两种方式都能

达到触发的作用,但各有缺点。 基于预测变量进行待遇自动调整的机制需要良好的反馈机制和较高

的管理能力,以便能及时更正预测情况与事实状况的差异;基于事实状态变量的待遇自动调整是对

当前状况的一种滞后调整,可能会减少自动调整的实际预期效果[1]。
自动调整机制还需要确定触停指标,明确自动调整机制停止运行的条件。 当自动调整机制的调

整参数处于不合理变化水平时或养老金计划本身存在问题时,自动调整机制的运行可能会导致严重

后果。 例如,将通货膨胀挂钩自动调整机制的待遇调节幅度与通货膨胀相关,当处于高通货膨胀时

期,调节幅度可能较大,较高幅度的待遇调整不利于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稳定运行,特别是在恶性通货

膨胀期间,待遇自动调整机制运行的代价会极大。 为实现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平稳运行,防止财务状

况受相关指标急剧变化的影响,需要规定自动调整机制的触停指标,确定其适用范围。 当超出该范

围时,自动调整机制应暂时被其他审慎决策所取代。
1郾 3摇 调整频率

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调整频率可以由法规固定下来,也可以由调整机制自动确定,即当触发指

标的变化达到一定预期水平时,调整机制自动运行。 较低的调整频率会使待遇水平与退休养老的实

际需要产生较大差距,这种差距越大,需要较大程度的制度调整或改革的可能性就越高。 因此,基于

小步微调、循序渐进的原则,调整频率不宜较低。 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墨西

哥等国家每年调整一次,瑞士则是两年调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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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养老金待遇调整的动机和方式

待遇自动调整机制在结构上大同小异,但在触发指标、调整参数选择等方面呈现出多样性。 这

种多样性主要源于不同的调整动机。 概括而言,调整动机主要有以下两点。
2郾 1摇 保障养老金的实际购买力

保障退休金不受通货膨胀侵蚀是待遇调整的最重要目的。 通货膨胀会降低养老基金的增值速

度,拉高名义工资,增加养老消费支出,致使养老金贬值、替代率降低。 应对通胀侵蚀最直接的方式

是在自动调整机制中引入物价指数。 另外,工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生活水平,养老金与

工资水平挂钩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 这是目前 OECD 国家广泛采用的方式,但各个国家具体调整幅

度和调整方法略有差异,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直接依据物价指数或工资水平的变化进行待遇调整。 挪威养老金待遇的调整是在平均工

资增长率的基础上减去 0郾 75% 。 美国通过生活成本的调整(Cost-Of-Living Adjustments,COLA)以
确保社会保障和补充社会保障待遇不被通货膨胀侵蚀,COLA 依据劳工部劳动统计局确定的上年度

城镇工薪阶层和文职人员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Urban Wage Earners and Clerical
Workers,CPI-W)来测算,如果 CPI-W 没有增长,该年则没有 COLA[4]。 斯洛伐克收入关联计划的养

老金待遇水平与平均收入增长和通货膨胀情况挂钩。 从 2013 年到 2017 年,斯洛伐克养老金待遇以

固定数额增加,收入增长和通货膨胀在指数化中的比重由 2014 年的 40 颐60 逐渐变为 2017 年的 10 颐90。
2018 年起,养老金待遇变化完全根据消费品价格而定[5]332。 其二,利用物价指数或工资水平确定待

遇调整的最低或最高限额。 西班牙规定每年 1 月份按照包含社会保障收入和支出的一系列重估指

数进行调整,养老金待遇最低年增长率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的 0郾 25% ,最大值为消费物价指数的

变化值加上 0郾 5% 。 波兰规定个人账户的名义收益率不能低于通货膨胀率。 荷兰的基本养老金则根

据最低工资的变化进行调整。 其三,从物价指数、工资变化率和其他指标变化率中取最高值进行调

整。 英国国家养老金待遇每年从工资增长率、物价增长率和 2郾 5%三者中选择最高值进行调整。 冰

岛则从工资变化率和生活成本指数两者中选择较高者为依据进行待遇调整。
按照物价指数或者工资水平进行待遇调整能够保证养老金购买力。 这种调整方式更适宜于人

口结构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经济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如果物价

和工资常年连续大幅增长,则会加剧养老基金的财务压力、有损制度可持续性。 因此,需要适当降低

这些指标的权重,配以有利于基金收支平衡的指标进行调整,才能更有助于在维护制度可持续性的

基础上削弱通货膨胀的影响。
2郾 2摇 缓解财务收支平衡压力

目前,OECD 国家大都面临人口高抚养比,并且这一比例将持续攀升。 2015 年,OECD 国家老年

抚养比淤平均值为 27郾 9% ;预计到 2025 年,该比例的均值将达到 35郾 2% ;2050 年更将高达 53郾 2% ,此
时,比例最低的以色列也高达 32郾 1% ,而意大利、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均超过 70% 于。 随着老

年抚养比逐年攀高,养老金系统财务压力加剧,进而危害制度的可持续性,限制相关政策的调整空

间。 缓解公共养老基金财务压力、实现养老金财务平衡便成为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重要目标之一。
由此采取的措施是将反映平均寿命、制度赡养率、养老基金资产负债比率等状况的指标纳入自动调

整机制。
近半数的 OECD 国家将与寿命相关的指标作为调整参数之一[6],但具体方式有所不同。 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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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老年抚养比为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20 至 64 岁工作人口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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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用平均余命直接计算养老金。 挪威在 62 ~ 75 岁之间实行弹性退休制度;退休时,用累计养老

金除以平均余命,得到年度养老金。 波兰用名义账户的累积资金除以退休时的平均余命来计算养老

金。 第二种方式是将平均余命纳入包含其他调整参数的“可持续因子冶当中。 西班牙计划于 2019 年

在待遇调整中纳入可持续因子,该因子计算了退休年份时 67 岁的平均余命相较于五年前 67 岁的平

均余命的变化。 芬兰在达到退休年龄时,依据不分性别的生命表计算并指数化预期寿命,以作为养

老金待遇调节的重要参数。 瑞典公共养老金初始待遇水平根据账户积累总额除以年金因子,年金因

子包含特定人群的平均余命、退休年龄等因素。 第三种方式是将预期寿命与缴费挂钩,间接达到调

整待遇的目的。 法国将最低缴费年限与预期寿命挂钩,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最低缴费年限也逐步

增加,以此来保持养老金支付期与工作缴费期比例的稳定。
依据制度赡养率调整待遇水平是指养老待遇依据制度内缴费人口与待遇领取人口的比例进行

调节。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退休人口逐步增多,缴费人口持续减少,这会对基金收支平衡造成巨大

压力。 在纳入制度赡养率的调整参数后,随着制度赡养率的上升,待遇上升趋势将放缓。 并且,相较

于单纯地依据预期寿命进行待遇调整,考虑了制度赡养率的待遇调整机制更加强调代际责任共担原

则。 在日本,待遇调整中的修正指数除了退休时的平均余命外,另一重要参数就是公共养老金制度

缴费人数下降率。 德国待遇调整的可持续因子中也包含了制度赡养率。
如果说将预期寿命和制度赡养率作为自动调整机制的调整参数是通过缓解因预期寿命延迟和

缴费人数降低而带来的财务危机,那么将养老金制度的资产负债比率作为待遇调整参数则是更为直

接地维持基金财务平衡的方式。 瑞典将这种方式运用于名义账户制,当养老金负债增长率高于资产

增长率时,便降低积累阶段的名义记账利率和待遇发放阶段的调整指数,以恢复收支平衡。
根据预期寿命、制度赡养率、养老基金资产负债比例进行待遇自动调整无疑会减轻财务压力,增

加制度的可持续性。 但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制度赡养率的上升会使养老金待遇水平有所下降,一定程

度上削弱了制度的保障功能。 特别是在那些以公共养老金制度为主要支柱的国家和地区,当制度赡

养率较高且养老基金资产负债比例较低时,采用这些指标进行待遇自动调整将会极大降低国民的退

休收入。

3摇 OECD 典型国家公共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

待遇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养老金的实际购买力,也能缓解基金财务压力,增加制度的可

持续性。 但基于某单一指标的待遇调整机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特定目标的特定方面问

题。 财务压力和养老金购买力受多种因素影响,且各国面临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 因此 OECD 国

家多综合采用各种指标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待遇调整。 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其运行机制,下面重点分析

瑞典、德国、日本、西班牙等四国的公共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
3郾 1摇 瑞典的自动平衡机制

20 世纪 90 年代,瑞典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改革。 改革后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由三部分组成:一是

基础养老金(Guarantee benefits),保障最低养老待遇;二是现收现付制的名义账户养老金( Inkomst鄄
pension);三是基于个人账户的基金积累制缴费确定型养老金(Premium Pension)。 前者资金来源于

税收,后两者的基金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形成,合计缴费比例为工资的 18郾 5% ,其中 16% 进入名

义账户,2郾 5%进入基金积累制账户[7]。
2001 年,瑞典引入自动平衡机制(Automatic Balance Mechanisms,ABMs),通过一整套“评估—触

发—调节—再评估冶机制来调节名义账户的劳动者养老金待遇。 ABMs 使用平衡比率(Balance Rati鄄
o,BR)作为触发参数。 平衡比率反映了养老基金的资产与负债状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平衡比率=资产 /负债=(缴费伊周转时期+缓冲基金) /养老金负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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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平衡比率大于或等于 1,处于财务平衡状态,养老金待遇依据平均工资增长率(简称“收入指

数冶)而调整。 当平衡比率小于 1 时,意味着养老基金负债超过资产,自动平衡机制启动,名义账户的

记账利率将被缩减,记账利率变为平衡指数(Balance Index,BI) [8]。 BI 的计算公式如下:

BIt =
It+i
It+i-1

伊BR t (2)

BIt 是 t 年的平衡指数,It+i和 It+i-1分别是( t+i)年和( t+i-1)年的收入指数,BR t 为 t 年的平衡比

率[9]。
瑞典自动平衡机制的建立使得人口老龄化和经济波动风险在缴费者和领取者之间自动分摊,有

利于养老金的长期稳定,但也存在调节幅度波动太大和造成养老金待遇充足性下降的问题[10]。
3郾 2摇 德国的可持续因子

德国的养老金制度体系包括强制性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自愿性养老保险。 强制

性养老保险是德国养老金体系的第一支柱,也是覆盖范围最广、最为重要的养老金计划。 强制性养

老保险采用现收现付模式,当期企业和个人缴费用于支付当期退休者的养老金。 养老金待遇公式

为:
P t,i =PVt伊SYi伊AF i伊EP i (3)
P t,i表示退休者 i 在第 t 年的养老金;PVt 表示第 t 年的养老金现值;SYi 指退休者 i 的缴税年限;

AF i 为调整因子;EP i指 i 在工作期间积累的收入点数,是个人年度报酬对所有受保人年度平均报酬

的倍数[11]。
PVt 的大小取决于可持续因子(Sustainability Factor,SF)。 PVt 和 SF 的计算公式为:

PVt =PVt-1伊
Anw t-1

Anw t-2
伊SF (4)

SF= 1-
Pqt-1

Pqt

æ

è
ç

ö

ø
÷

-2
伊琢+1 (5)

PVt 表示 t 年养老金给付现值,Anw t-1和 Anw t-2分别表示( t-1)年和( t-2)年的缴费人口平均净工

资收入,Pqt-1和 Pqt-2分别表示( t-1)年和( t-2)年的养老金待遇领取人口 / (缴费人口+失业人口)的
值。 如果人口老龄化加重,Pqt-1 / Pqt-2大于 1,养老金给付减少。 琢 是调节缴费者和领取者的责任分

配指数,固定为 0郾 25。 如果 琢=0,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所有压力落在缴费人口身上;如果 琢= 1,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所有压力落在领取人口身上[9]。
德国养老金的待遇调整与平均工资、制度赡养率的变动和责任分配系数相关,能够根据经济状

况和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制度赡养率的提高及时调节养老金待遇水平。 责任分配指数的引入有助于

在保证养老金替代率维持一定水平的前提下,不至于使缴费率有过快增长的压力。
3郾 3摇 日本的“宏观经济指数冶
日本的公共养老金为现收现付的待遇确定型,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收入关联养老金两部

分组成。 2004 年的日本养老金改革引入“宏观经济指数冶(Macro Index),建立自动调节机制,根据缴

费人数和预期寿命调节养老金待遇。 养老金待遇变化率的计算公式为:

驻P( t)=
驻W( t)+驻L( t)-滋摇 t臆t*

驻W( t)摇 t>t{ * (6)

驻P( t)是 t 年养老金的变化率,驻W( t)指 t 年在职职工工资的变化率,驻L( t)指 t 年缴费人数的变

化率,滋 是预期寿命的变化率。 t*是通过计算得出的养老金达到可持续标准的年份。 在养老金达到

长期可持续发展水平前( t臆t*),根据工资、缴费人数和预期寿命的变化调整养老金待遇;在达到长

期可持续发展水平后( t>t*),根据工资变化率调整养老金待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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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缴费人数将不断减少,而预期寿命的延长

也会增加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限。 受此影响,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运行可能使未来养老金的支

付水平持续下降。 为防止自动调节后的养老金替代率过低,日本设置了最低养老待遇水平,即在下

一个精算评估前,如果替代率跌破 50% ,将停止使用宏观经济指数进行修正。 另外,如处于通缩期

间,宏观经济指数也暂停运行。
3郾 4摇 西班牙的自动调整机制

2013 年,西班牙专家委员会结合德国和瑞典的自动调整机制应用经验,提出在西班牙建立可持

续因子(Factor de sostenibilidad,FS)和新的自动平衡机制(侏ndice de revalorizaci佼n,IR)。
西班牙将可持续因子作为一个乘数项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待遇计算公式中。 该因子将初始养老

金待遇与退休时的平均余命关联起来,t 年的可持续因子 IFSt 可表示为:
IFSt = evt-767 / evt-2[ ]67

1 / 5 (7)
其中 evt-767 与 evt-267 分别表示( t-7)年与( t-2)年时 67 岁的余命。 通过可持续因子的调节,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系统风险一部分由退休者分担。
自动平衡机制则将养老金待遇指数调整与养老基金财务状况联系起来,而不再与通货膨胀关

联。 养老金待遇增长率的计算公式为:

(1+gt+1)=
(1+gI

t+1)
(1+gP

t+1)(1+gS
t+1)

It
G t

(8)

gP
t+1是养老金领取者数量的增长率,gS

t+1是由于新老更替导致的平均养老金待遇的增长率,gI
t+1是

缴费的增长率,It 和 G t 分别为养老金总收入和总支出[13]。
为解决调整幅度波动过大问题,该调整机制通过三种方式对待遇调整幅度进行平滑处理:一是

使用所有增长率的 11 年移动平均值;二是使用 It / G t 的 11 年几何平均值;三是只修正养老金总收支

不平衡规模的一部分,一般为 1 / 3 ~ 1 / 4。 同时,西班牙设置了养老金待遇调整的上下限,2013 年确

定的养老金待遇名义增长率不得低于 0郾 25% ,不得高于 0郾 5% 。 平滑调整和调整幅度的限制是对瑞

典 ABMs 的改进,能够减少待遇波动和缓解养老基金的充足性问题[13]。

4摇 OECD 国家公共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的经验

4郾 1摇 设置最低待遇标准,保障基本生活水平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趋势下,纳入预期余命、制度抚养比、养老基金资产负债比等因素

的待遇自动调整机制,有助于缓解由预期寿命延长和待遇领取人口比例过高引致的财务收支平衡压

力;但这也会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削弱养老金保障老年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 为实现公共养老金制

度的基本目的,保障老年基本生活水平,一些 OECD 国家设置了养老金最低待遇标准。 最低待遇标

准的设置方式可概括为两类:一是直接对养老金的增长率设置下限。 如西班牙设置了养老金的最低

名义增长率,以保障养老金水平。 二是依据能反映养老金实际购买力的相关指标确定最低待遇标

准,包括反映通货膨胀情况、工资水平以及维持生计水平的相关指标。 墨西哥享受最低养老金需要

满足缴费年限等标准,其具体水平每年根据通货膨胀情况进行调整。 日本按照替代率的 50%来确定

最低待遇保障。 2017 年希腊的最低养老金在平均工资的 20% 以上[3]25。 斯洛伐克规定,自 2015 年

起凡是满足一定条件退休人员可以享受最低养老金待遇;其标准的计算与维持生计水平相联系,且
对全职工作人员和自雇职员采用不同的标准[14]240。

4郾 2摇 注重制度的可持续性

受经济发展放缓和养老金待遇福利刚性的影响,各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压力加大。 设

置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缓解养老基金财务平衡压力。 在该动机下,将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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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因子纳入养老待遇计算公式是近年来公共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改革的重要方面。 可持续因

子包含对养老基金收支情况、制度抚养比状况和人均寿命延长等方面的考量;引入可持续因子的待

遇自动调整机制将弱化这些变化对养老基金财务平衡的冲击,有利于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
瑞典依据养老金制度的资产负债比率的变化改变名义账户的记账利率,当资产负债比率小于 1 时,
记账利率由收入指数改为具有缩减效应的平衡指数。 德国的可持续因子直接纳入制度赡养率,根据

制度内待遇领取人口与缴费人口的变化进行财务平衡的调节。 日本、挪威、波兰、西班牙则根据预期

寿命的延长适当调节养老金待遇,以缓解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期与待遇享受期的比例变化带来的财务

压力。
4郾 3摇 平滑调整幅度

相较于待遇临时无规则调整和养老金制度整体性改革,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优势之一是小步微

调。 频率较高的小步微调有助于减少养老金待遇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性,减少对制度大幅调整的需

要,降低制度变革成本。 但在一般的待遇自动调整机制运行下,仍然存在待遇较大幅度波动的可能

性。 特别是在宏观经济波动较大情况下,引入宏观经济指标或与宏观经济状况关联度较高的指标的

待遇自动调整机制可能引致养老金待遇调整幅度过大。 因此,一些国家在待遇自动调整机制中对养

老金待遇的波动进行平滑处理。 平滑处理的方式通常是取较长时期内相关调整参数的平均值,以减

轻由调整参数在某一段时间内剧烈起伏引致的养老金待遇大幅波动。 例如西班牙的可持续因子中

余命的计算以 5 年为周期进行平滑处理,自动平衡机制中的增长率采用 11 年的移动平均值[13]。
4郾 4摇 确立调整机制的适用范围

尽管平滑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缓待遇自动调整机制引致的养老金待遇大幅波动,但当自动

调整机制的调整参数处于极度不合理变化水平时或者养老金计划本身存在一些问题时,自动调整机

制的运行将有损制度的稳定性。 如前所述,养老金待遇下降幅度过大会削弱保障水平,降低参保人

对制度的信任,因此一些 OECD 国家设立了最低待遇标准。 此外,设置待遇调整的上限同样十分重

要,与物价或通胀挂钩的待遇调整机制在极端情况下会急速拉升养老金支出水平,造成养老基金收

不抵支,损害制度可持续性。 为此,部分 OECD 国家设置了养老金待遇调整的上限。 上限设置方式

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限定养老金的增长率,如西班牙规定了养老金待遇名义增长率的最大值;另
一种是依据工资水平等指标确定,如土耳其规定了养老金替代率的上限。

4郾 5摇 待遇调整机制的设计依国情而定

由于各国的经济、人口结构、养老基金等状况差异较大,OECD 国家的待遇调整机制设计不尽相

同,其待遇调整机制的目标各有侧重。 因此,在调整参数的选取与待遇计算公式的构建上呈现出较

大差异。 德国调整参数包括制度赡养率,日本纳入缴费人数。 将制度内人口因素纳入是因为两国都

面临着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2015 年,德国老年抚养比淤为 40郾 9% ,日本则高达 45郾 6% ,皆位居

OECD 国家前列于。 此外,德国在待遇调整公式中纳入责任分配指数,强化其现收现付制的代际分配

功能。 相较于德国,日本经济发展势头较弱,因此,日本在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的设计中,计算出养

老基金达到可持续标准的年份,以此确定待遇调整方式。 瑞典、西班牙、挪威等人均预期寿命较高的

国家也都将预期寿命作为调整参数纳入待遇自动调整机制中,以应对本国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引致的

养老基金财务风险。

5摇 对我国的启示

为保障养老金购买力,增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使参保居民共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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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果,2018 年 1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指出要建立激励约束有效、筹资

权责清晰、保障水平适度的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在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

的基础上,本文就完善和优化基本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提出如下政策思路。
5郾 1摇 建立最低待遇标准机制,保障基本生活水平

我国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最基本目的就是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调整要体现保险的互济性与保基本的功能目标[15],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水平。 在我国人口老龄

化不断加剧、预期寿命逐步延长的情况下,引入预期寿命、制度抚养比等调整参数的待遇自动调整机

制可能会导致养老金待遇的下降。 如果下降幅度过大,不仅难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还有

损民众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 因此,需设置最低待遇标准机制,确定最低养老金待遇。 当在自动

调整机制运行下的养老金待遇低于最低待遇标准时,采用最低待遇标准。 这样做不仅是保证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基本目标的需要,也有助于体现政府的养老责任。 可借鉴日本按照养老金替代率的一定

比例来设置标准,亦可通过计算当期生活成本或相关综合指标来确定最低养老金待遇。
5郾 2摇 引入财务可持续性指标

受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影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抚养比持续攀升;加之人均寿命延长导

致的养老金待遇领取期的增长,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不断攀升,财务平衡压力巨大[16],制度运

行面临长寿风险和持续发展风险。 当前,我国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以增强激励性为导向,较之

OECD 国家,缺乏对养老保险基金长期财务可持续性的考虑。 待遇机制的设定较少考虑长寿风险及

其影响,原有的精算平衡对长寿风险估计也相当保守[17]。 我国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需要立足当前,
也需要兼顾长远发展。 逐步纳入有助于基金平衡的可持续性因子或相关调整参数,以强化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
具体而言,可以在挂钩调整中引入预期寿命、长寿风险、制度抚养比、退休年龄、基金偿付能力等

调整参数。 配合实施兼顾预期寿命、缴费年限为基础的弹性退休制度,将极大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抵

御长寿风险的能力,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18]136。 另外,可以考虑调整与上年度养老金水平挂钩的办

法,采取与平均工资水平或者物价指数挂钩方式。 与上年度养老金水平挂钩尽管能够体现其保障养

老金购买力、防止通货膨胀的目的,但待遇调整机制在该情况下纳入预期寿命、缴费年限等参数后,
会具有很强的福利刚性。 强调与平均工资水平或者物价指数挂钩,不仅有利于保障养老金免受通货

膨胀的侵蚀,还使待遇调整机制的福利刚性相对较弱,更具弹性。
5郾 3摇 明确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适用范围

当引入工资水平、物价水平、预期寿命、长寿风险、养老金制度财务收支状况等调整参数后,养老

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还需明确适用范围。 调整参数本身可能在某一时期会处于不合理水平,此时待

遇调整机制的运行会使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不确定性。 并且,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调整频率通常

较高,未考虑长期状况的调整参数反映的是短期变化,这意味着待遇自动调整具有“短视冶的缺陷。
调整参数短期内的大起大落会导致待遇的大幅升降,从而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稳定性。 需

要明确养老金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适用范围。 当超出这一范围时,调整机制停止运行,再进行审慎

决策。 在确定适用范围时,应根据待遇调整机制所纳入调整参数的合理变动范围、制度稳定性和可

持续性的要求以及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的适宜替代率水平综合考量。
5郾 4摇 同步但差异化“城职保冶与“城居保冶的待遇调整机制

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存在两种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简称“城职保冶)和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冶)。 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到这种制度差异。 尽管《国务院

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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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但国家层面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过去三年未作调整,
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城居保冶的建立到两大制度的整合及发展过程中,基础养老金仅在

2014 年调整过一次;而“城职保冶则每年都调整。 两种制度待遇调整的不同步进一步拉大了职工与

居民养老待遇差异,有损制度公平性。 因此,需要积极探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调整的新机制,以
减少物价波动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者实际生活水平的不利影响,使农村老年人能够共享经

济发展成果。 由于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差异,需在最低待遇水平确定、调整参

数选取等方面采用不同指标,在保证制度稳定性情况下满足不同居民生活水平的需要。
5郾 5摇 优化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

多年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调节都是由中央政府依据调整原则,确定大体调整水平;各地

依据自身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实际状况出台具体调整办法,确定具体调整幅度。 各地高低

不同的调整幅度受到多种因素制约,有其合理性,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进一步优化。 无论确

定什么样的调整比例,都需要强调调整的科学依据,强调优化机制对提升养老金调节政策有效性的

重要作用。 定期量化通货膨胀和物价波动对养老金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优化现有的养老金指数调

节机制,妥善处理价格、工资与养老金之间的联动关系,尽最大可能维持养老金实际购买力,以保障

老年人基本经济生活[19]。 积极探索制定加大对生活困难城乡居民缴费补贴力度的相关办法。 同

时,应进一步优化调整比例的制定依据和测算公式,增加透明度,使人们有清晰、稳定安全预期,化解

社会公众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不信任[20]。
5郾 6摇 完善基本养老基金预算管理

完善基本养老基金预算管理是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自动调整机制的一项重要制度基础。 目

前,我国基本养老基金的预算管理还有待完善,各地区预算编制不规范,执行约束力较差。 需要进一

步提高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能力,建立起科学有效的预算管理体制和养老金精算管理与审计披露

制度,强化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的精算平衡能力和制度运行的风险预警能力。 只有在科学有效的

基金预算基础上设置适宜的养老金自动调整机制的触发条件,才能更好发挥自动调整机制的作用,
进一步增强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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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s of 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s
of Public Pension in OECD Countries

LIN Yi,JIAN Binhui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Sichuan,611130)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and rising prices,it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cop鄄
ing strategies to establish the 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s for pension benefits to realize the basic living
security func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public pension system.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the purpose of automatic adjustment of the treatment and the methods adopted are summarized by
analyzing the 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s of the public pension system in the OECD countries;and fur鄄
th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s in Sweden,Germany, Japan and Spain;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s of public pensions in OECD countries. While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OECD countries,China
should build the 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s based on its actual situation. Specifically,it is necessary to
set a minimum pension benefit,introduce indicators that emphasiz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clarify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synchronize and differentiate 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s of the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Sys鄄
tem for Urban Employees and the Urban – Rural Resident Pension Insurance and continuously optimize,im鄄
prove the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fund budget management.

Key words:OECD;public pension;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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