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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实现了制度转型和快速发展，保障项目明显增多、范

围持续扩大、资源不断汇聚，社会保障在百姓生活和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显著提高。然而，

社会保障领域还存在许多矛盾，有时还很突出，中共十九大报告关于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判断同样适用于社会保障领域。因此，在充分肯定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伟大成

就的同时，需要冷静观察和理性思考。
（一） 社会保障全民覆盖尚未到位

近 10 多年来，随着制度转型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保障领域的工作重点转为扩大社

会保障惠及范围，具体而言，一是新增社会保障项目，二是增加社会保障对象。“扩大覆盖

面”、“应保尽保”曾经是社会保障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经过持续的努力，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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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应该看到，社会保障领域还存在许多问题，社

会保障全民覆盖尚未到位、部分项目未能有效担当国民基本风险保障之责、现
行制度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发展的质量。
文章从社会保障基本权益公平性、制度可持续性和运行效率 3 个方面揭示了近

10 多年来社会保障发展质量欠缺，认为这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还有较大差

距，进而提出，中国社会保障宜从快速扩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文章建议通过深化改

革，形成有效的社会保障治理机制，全面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质量、制度质量、运
行质量和服务质量，实现社会保障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为

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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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惠及范围明显扩大，尤其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基本养老金制度。2011 年年底，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3 个项目参保人数总和达到

13.05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96.89%，据此，中央政府宣布“全民医保体系初步形成”①。
2012 年，政府决定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从试点转向全面开

展，标志着基本养老金实现制度全覆盖和人员全覆盖。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以为，社会保险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因而“扩大覆盖面”一

语前些年在官方文件中的使用频率开始下降，某些官员甚至认为“扩大覆盖面”已经没有

什么空间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是部分社会保险项目的实际参保人数与制度设计

的应参保人数之间有较大差距。例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17 年年底全

国城镇就业人数为 42 462 万人，但同期面向工薪劳动者的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

险的实际参保人数分别为 22 723.7 万人、19 300.2 万人和 18 784.2 万人②，说明除去少部

分按照规则不需要参保的人员（如公职人员、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人员等），还有相当一

部分工薪劳动者没有参加这些社会保险项目。虽然缺乏准确的相关统计资料，但这 3 个

社会保险项目参保率过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二是部分项目参保具有选择性，强制参保

规则未能有效落实。根据现行制度安排，工薪劳动者和城乡居民分别参加职工社会保险

和居民社会保险，其中职工参保是强制的，而居民参保是自愿的。但事实上，许多人本应

以职工身份参保，却以居民身份参保，或者不参保。2017 年年底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为 40 293.3 万，而同期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仅为 30 322.7 万，反映出许多应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实际并未参加。三是社会保险参保人数统计有水分。在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人群中，由于制度分设，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之间存在重复参保的情况，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之

间也存在重复参保的情况。在未实行制度整合的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之间同样存在重复参保的情况。例如，审计发现，2016 年 1～6 月，北京

市有 16 569 人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之间重复参保，造成财政

多补助 1 675.42 万元③。另外，目前各地社会保险参保信息不能互通，流动就业的劳动者

可能在多地参保，这样的数据汇总到全国，则同一人参保被多次计数，造成制度覆盖人数

的虚高。尽管我们无法准确计算其中的重复程度，但根据笔者长期的调研，以及与社会

①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2012 年）中回顾 2011 年工作时，称“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

13 亿城乡居民参保，全民医保体系初步形成”。

② 数据来自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③ 国家审计署：《2017 年第 1 号公告：医疗保险基金审计结果》（http://www.audit.gov.cn/n5/n25/c92641/

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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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和部分参保者的深度访谈，参保数据确实有水分。因此，我们还不

能认为社会保险已经实现了“全覆盖”，而是离“应保尽保”还有差距。
（二） 部分社会保障项目未能有效担当基本风险保障之责

2003 年以来，中国加强了农民为主体的非工薪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基本

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金制度逐步实施，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目

前针对这个群体的社会保障安排已经无法满足其当前的需要和对未来的期待，因为他

们的社会保障项目少，且保障水平过低。例如，2017 年全国农村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金平

均仅为 126.7 元 / 月，与其实际需要差距较大。这样的养老金制度，无法担当起保障老年

人基本生活需要之责①，又由于居民养老金给付标准增速远低于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

因此要求增加居民养老金的呼声日益强烈。在医疗保障方面，尽管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保障水平提高的速度要比养老金快一些，但仍然较低。2017 年，该项目的年人均基金

支出额为 567 元，无法满足这个群体的基本医药服务需求，离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问题的目标还很遥远②。需要指出的是，近 10 多年来被广泛使用的“政策范围内报销比

率”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基本医疗保险领域的政绩，但无法准确反映社会成员基本医疗保

障的实际水平。因此，建议逐步采用“医药费用个人自负率”这个指标。
由此可见，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其社会保障水平很低，基本风险保障需求远未满

足，社会保障权益还未得到有效的保障。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人群中的未来老年人即现

在的中青年人，在逐步进入老年之后，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会提高，而且对于社会保

障公平性的诉求更高。如果没有妥善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就可能会引发社会风险和

政治风险，乃至公共危机，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三）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环境随之变化。这就要求社会保障

制度能够与之相适应。然而，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某些项目的适应能力不强。
从国际上看，社会保险制度最早由德国人基于工业时代的背景创立。中国 20 多年

前设计的社会保险制度，或多或少地受计划经济体制及传统劳动保险制度的影响。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动者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多数社会保险项目实施依然

是基于劳动关系。目前，我们已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就业观念的变化和就业方式的多样

化，使许多劳动者不再有固定的工作单位，也未必与某个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因而现行

以劳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遭到冷遇。虽然前些年有关部门提出

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情况调查》（https：//wenku.baidu.com/view/d5ff95ffba4cf7ec4afe04a1b0717fd5370

cb256.html）。
② 2015 年 12 月 15 日，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调

查显示，目前全国现有的 7 000 多万贫困农民中，因病致贫的农民居民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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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民参保计划”，但制度运行层面的修补并未推动社会保险制度设计的改变。这也是

前述若干社会保险项目参保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人口和家庭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而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并没有随之

调整。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将导致失能老人数量增加和比率提高，照护服务需求增加；家

庭小型化则导致家庭风险保障和服务能力下降。这就要求社会保障项目设置与之相适

应。例如，需要更多社会化的照护服务、精神慰藉，并建立相应的经济保障制度和有效的

服务供给机制。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社会成员基本生活资料和服务成本提高，即使通过

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够抵消，但人工服务成本提高是不可避免的，而社会保障相关的许多

服务只能由人工完成。此外，人口老龄化会改变社会保险参保群体中“贡献者”与“享受

者”的比例关系，从而影响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能力。这些都会影响社会保障制度

目标的实现。
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实施以来，用人单位普遍反映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过重。因而实践

中各地鲜有严格执行社会保险费征缴规则者。近几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企业经营

难度增加，劳动力成本负荷过高，因而要求减轻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呼声渐高。但是，社

会保险制度并没有相应改变，社会保险给付水平还在继续提高，收入与支出不匹配，社

会保险基金收支实现长期平衡的难度正在加大。事实上，这种缴费负担与社会保险制

度定位直接相关。当年设计现行社会保险制度时，主要考虑国有集体企业及其正式职工，

没有考虑让农民工等非正式职工参保，更没考虑非国有部门的其他劳动者，因而保障待

遇设定较高。此外，社会保险制度转轨成本，一直没有明确有效的处理机制，因而社会保

险基金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这又是缴费负担重的一个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近 10 多年来中国社会保障虽然发展很快，但这种发展主

要是规模的扩大，其质量并不理想，因而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质量。

二、社会保障质量欠缺的表现

社会保障是国家在风险管理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质量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

的基本权益，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从社会保障的政策目标看，社

会保障质量主要体现于公平性，即能否确保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基本发展和基本

尊严；从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性看，社会保障质量主要体现于可持续性，即能否长期持

续健康运行，尤其是社会保险基金能否实现长期收支平衡；从社会保障活动的经济性看，

社会保障质量主要体现于制度运行的效率，即社会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
（一） 国民基本保障权益差距过大

现代社会中，风险保障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因此，社会保障已被公认为现

代国家中国民的一项基本权益，世界各国普遍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成员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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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和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研究，许多人重点在某一项制度内考察，而本文则从国

民基本保障权益平等性出发，从整体上考察同类基本风险保障项目的公平性和收入再分配效应。
②前些年，部分地区将生育医疗费用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范围，但生育保障的其他内容一

直没有。

本风险提供基本保障。这种权益与其职业、身份、地位和贡献无关。然而，现实是人群分

等、制度分设、待遇悬殊。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之下，某些群体，尤其是农民的社会保障项

目少且保障水平过低，难以担当基本风险保障的职责。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现行社会

保障对于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的贡献很小，某些项目甚至扮演着反面角色，即扩大收入

差距①。
根据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社会保障有基本保障与补充性保障之分。在这一

语境下，基本保障的公平性是指结果均等，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风险保

障，且这种保障的权益是均等的、无差异的。而补充性保障的公平性则是指机会均等，

即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获得这类保障，但由于个人能力、贡献和运气不同，其结果是有

差异的，有时这种差异可能很大。国家要通过有效的机制，依法维护这两种公平。尤其是

政府以国家公权力实施的基本保障项目，须以结果均等为首要准则。然而，现行制度安

排并非如此。
1. 基本保障项目设置差异。虽然面临同类基本风险，但部分社会成员享有完备的基

本保障，而部分社会成员的基本保障项目不完备。例如，工薪劳动者有生育保障，其中企

业职工通过生育保险方式解决，公职人员通过职工福利方式解决，但以农民为主体的其

他社会成员就没有这种保障项目②。又如，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领域的诸多项目均以户

籍为基础，因而非户籍常住人口无法享受其居住地的这类基本保障和其他基本公共服

务，这与劳动力和人口流动的趋势不相适应。类似的，在住房保障、就业保障、职业伤害

保障等方面，不同群体间的基本保障项目均有差异。
2. 基本保障项目待遇差距。工薪劳动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有退休金制度和几

乎是免费的医疗保障制度，而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和基本养老金制度则分别是 2003 和

2009 年才开始试点，且目前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这两项保障待遇水平依然相差悬殊。2017

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均基金支出是 3 122 元，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人

均基金支出 567.2 元，两者相差 5 倍以上。2017 年，离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金为人均 2 876

元 / 月，而同期农村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金为人均 126.7 元 / 月，其差距在 22 倍以上。值

得重视的是，这种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继续扩大（见表 1、图 1 和图 2）。
有人认为，农民有土地，可以依靠土地养老。虽然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己年

老不能耕作时，可以将土地交给他人耕种，从而得到一定的收益，以购买生活资料。对土

地收益比较高的少数地区而言，农村老年人可以此养老，但对绝大多数地区而言，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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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2017 年职工与居民的基本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差距

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基金支出 基本医疗保险人均基金支出

职工基 居民基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 职工基 城镇（城乡） 新型农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

年份 本养老 本养老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 本医疗 居民基本 村合作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 保险 待遇差距 保险 医疗保险 医疗 保险的待遇差距

（元 /月） （元 /月） 差距 倍数 （元/年） （元/年） （元/年） 差距 倍数

2010 1395.0 58.3 1336.7 24.0 1378.4 136.5 142.1 1241.9 10.1

2011 1558.3 57.0 1501.3 27.3 1592.9 186.8 205.6 1406.1 8.5

2012 1741.7 71.6 1670.1 24.3 1838.2 248.6 299.1 1589.6 7.4

2013 1914.2 81.6 1832.6 23.5 2124.4 327.7 362.7 1796.7 6.5

2014 2109.6 91.5 2018.1 23.1 2366.6 456.9 392.7 1909.7 5.1

2015 2353.0 119.2 2233.8 19.7 2606.7 472.5 437.8 2134.2 5.5

2016 2627.3 117.4 2509.9 22.4 2806.1 552.9 495.9 2253.2 5.1

2017 2876.0 126.7 2749.3 22.7 3122.1 567.2 567.0 2554.9 5.5

注：（1）根据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

算情况总表》相关数据计算所得，其中 2010 年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仅为开展试点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相关数据，2011 年起为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数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数

据不包括已经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的农村地区。（2）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差距 = 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人均基金支出 -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基金支出；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差距 =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

均基金支出 - 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基金支出。（3）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倍数 = 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人均基金支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基金支出；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倍数 =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均

基金支出÷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基金支出。

图 1 2010～2017 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的待遇差距和倍数

注：同表 1。

中国社会保障：从快速扩展到高质量发展

农村土地的产出很低，农村老年人很难主要依靠土地收益保障其基本生活。因此，从总

体上看，不能认为农民可以依靠土地养老。还有人认为，职工的基本养老金来自工薪劳

动者及其工作单位的缴费，而农民的基本养老金主要来自财政，因而农民已经得到国家

较多的支持。但事实并非此，2009 年以来，国家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助，无论是

总量还是人均都远高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见表 2）。
3. 基本保障政策差异。基本保

障制度实施过程中，某些具体政策

也可能存在群体差异。例如，2017

年 6 月，《关于公布 2016 年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等参

数的通知》规定 2016 年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 （含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记账

利率为 8.31%；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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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4～2017 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情况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按参保全体计算的 按领取待遇群体 按参保全体计算的 按领取待遇群体

人均财政补贴 计算的人均财政 人均财政补贴 计算的人均财政

（元 / 人） 补贴（元 / 人） （元 / 人） 补贴（元 / 人）

2014 1524 304 1063 3269 958 3804

2015 2022 401 1366 3893 1101 4258

2016 2092 411 1370 4291 1131 4247

2017 2320 453 1487 4955 1230 4494

年份 财政补贴

（亿元）

财政补贴

（亿元）

注：根据 2014～2017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财政部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总表》计算。

图 2 2010～2017 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的待遇差距和倍数

注：同表 1。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 账利率 为 5%。
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

记账利率依然根据银行存款利率等因

素由各地决定，事实上前些年该利率

一般在 3%左右。同样是基本养老保险

的个人账户资金，同样是由政府所属

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同样是储存

于财政部门的社会保障基金专户，为什

么其利息计算有如此大的差异？有关方面一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二） 社会保险基金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选择了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社会保险由此成为社会保障体

系的主体部分。作为惠及面最广、所需资金量最大、技术最复杂的社会保障项目，社会保

险对于制度设计和管理运行的要求都很高，若出现差错，不仅无法实现其制度目标，而

且可能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然而，学界多年的研究表明，现行社会保

险若干项目的基金可持续性令人担忧（楼继伟，2018），尤其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每年依

靠国家财政大量补助以维持运行,2017 年已达 4 955 亿元（见表 2），如果不进行制度改革

而继续采用现行制度，则难以保证长期持续健康运行（杨一心等，2016）。
1. 社会保险“系统老龄化”。近几年来，在社会保险参保人群中，实际缴费人数相对

减少、享受待遇人数相对扩大。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受人口老龄化、退休年龄较

低、退休者不再缴费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形式的变化，年轻人参加社

会保险人数可能还会减少。值得注意的是，“系统老龄化”现象不仅发生在基本养老保

险，也发生在基本医疗保险（何文炯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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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多地区一度出现在职职工的可支配收入低于退休人员养老金收入的现象。

2. 部分社会保障项目待遇增长过快。由于社会保障待遇调整缺乏明确的规则，某些

项目的待遇调整考虑不周全、论证不充分。2005 年以来，职工基本养老金给付标准持续

大幅度提高，超过了基金收入的增长，加剧了基金收支平衡的难度（何文炯等，2012），导

致在职者与退休者收入倒挂现象①，偏离了制度“保基本”的目标，而且导致农民与工薪

劳动者基本养老金的差距不断拉大。2009 年以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医保目录范围

扩大、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放开，起付线降低、封顶线提高、报销比率提高等措施，提高

了保障待遇，但使基金支出增长加快，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金平衡的压力，许多地区

统筹基金结余量迅速减少，个别地区的统筹基金则亮起了“红灯”。
3. 筹资机制不健全，征缴行为不规范。虽然 1999 年国家颁布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条

例》、2010 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对筹资和征缴又有进一步规定。但事实上许多地区没有

严格执行，多数地区没有据实确定缴费基数，有些地区还降低了费率。根据笔者的调查

和税务部门提供的信息，各地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做实率在 50%～60%之间，直接导致社

会保险基金收入减少、费率虚高。事实上，若各地严格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规则执行，则

绝大多数用人单位难以承受。对此，有关部门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致这种混乱局

面一直存在。究其原因：一是社会保险制度定位不当，待遇设定与社会承受能力不相适

应；二是社会保险缺乏精算制度，维持制度规定的社会保险待遇给付究竟需要筹集多

少资金，管理者心中无数；三是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不顺，10 多年来，社会保险部门与税

务部门对于征缴主体争执不下，直到 2018 年 3 月才得以明确。
4. 历史债务未能妥善处理。现行的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由原先的劳动保险制度转型

而来。就养老保险而言，劳动保险制度使用的是现收现付筹资模式，但现行制度采用的

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这就使历史债务显性化。于是，在职一代劳

动者既要为自己养老准备资金，又要承担上一代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形成双重负担。这一

转制成本本应由政府通过适当渠道解决，但一直没有妥善处理。这既影响了基金的平

衡，又导致企业缴费负担沉重。此外，医疗保险也有历史债务问题，但有关方面一直没有

关注，也没有采取任何处理措施。
5. 社会保险基金利差损严重。根据现行制度设计，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采用统账结合的基金管理模式，这是资金量最大的两个项目，于是就产生了社会

保险基金投资的问题。目前多数地区主要采用存银行、买国债这两种投资形式，其实际

投资回报率较低。由于个人账户空账等因素，有些地区基金积累规模较小，实际参与投

资的资金很少。但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都有个人账户，其利息均以个人账户中的实际余额为基础计算。于是，记账利率高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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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认为，人寿保险类企业的经营结果受死差、利差、费差三大因素的影响。假定其他因素不变，而

实际投资回报率低于预定利率，则为“利差损”，反之为“利差益”。在社会保险中，实际投资回报率

低于计账利率是一种重要的风险因素。
② 当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方针是“广覆盖、低水平、多层次”。

金投资的实际回报率，形成利差损①。还有一些不顾实际的记账利率政策，其后果更为严

重，如前文提到 2016 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为 8.31%，而同期社会保险

的实际投资回报率仅为 3%左右。这类利差损必然导致未来的社会保险基金缺口。
（三） 社会保障体系运行效率不高

社会保障体系质量的优劣不仅在于能否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风险保障需求，还在于

其运行效率，即能否以较少的资源实现既定的目标。然而，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及部分制

度的运行效率不高，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1. 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结构不尽合理。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就确立了建立多层

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②，但进展不理想。近 20 多年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基

本保障，补充性保障发展缓慢，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主导的法定基本保障独大

（郑功成，2018）。例如，多层次养老金体系中，只见第一层次的快速扩张，看不到第二、第
三层次的发展，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一险独大”。虽然政府竭力主张并以税收优惠政策

支撑，但职业年金依然发展很慢。截至 2017 年年末，全国仅有 8 万户企业实行了职业年

金计划，参加这类计划的职工仅为 2 300 多万人，不足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在职职

工人数的 8%（何文炯，2018）。至于社会成员个人参与商业性养老金计划的情况，目前

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其数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2. 基本保障部分项目功能定位不清晰。近 10 多年来，一些项目未经充分论证，就匆

匆推行，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造成资源浪费，比较典型的是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和某些

地区实行的高龄津贴。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老年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点，但现有

的项目并没有从老年人基本风险保障需求出发、按照社会保障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设置。
长期以来，我们把重点放在基本养老金制度方面，而且持续大幅度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基

本养老金，这笔资金既要用于购买基本生活资料，还要为应付可能的重大疾病或重度失能

储备医疗费和“保姆费”，使养老金制度的“负担”过重，导致资源浪费。事实上，重大疾病

和重度失能均属随机性事件，并非人人都会遭遇。
3. 制度设计缺陷降低运行效率。现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中均设有个人账户，在当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多弊端日益显现。
这一设计降低了这两项保险制度的互助共济性（郑功成，2018），且由于资金积淀但缺乏

保值增值有效的途径而导致资源浪费。现行社会保险制度框架虽然全国统一，但具体政

策各地差异较大，加上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地方统筹的基金管理体制，导致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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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6 年《北京市居家养老相关服务设施摸底普查》报告称，实际使用床位占设计床位的比率或利用

率为 49.7%（http：//www.stats.gov.cn/tjzs/tjsj/tjcb/dysj/201809/t20180905_16210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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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转移接续不畅，使部分流动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受损，成为城市化、劳动力市场

一体化的阻力。另外，由于缺乏有效的家庭收入调查制度，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享受对

象的认定面临困难，“应保尽保”难，“应退尽退”更难。
4. 社会保障相关服务存在资源浪费。社会保障的许多项目需要通过第三方的服务

才能达成其政策目标，包括医药卫生、照护服务、教育培训、房地产等行业。然而，由于

制度设计和运行环境存在缺陷，社会保障领域存在资源浪费现象。例如，由于信息不对

称、医药服务价格机制和结算方式缺陷，医疗保障、职业伤害保障、生育保障的资源浪费

现象严重。据审计署 2017 年 1 月发布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审计结果，全国 923 家定点

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涉嫌通过虚假就医、分解住院等方式，骗取、套取医疗保险基

金 2.07 亿元作为本单位收入核算。又如，前些年养老服务业大发展，照护服务方面发展

的重点是机构养老而非居家养老。在某些政策的推动下，各类养老机构持续快速增长，

养老床位数量飙升，与实际需求严重脱节，致使养老机构大量床位闲置，根据部分学者

估计，实际使用率不足 50%①，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三、积极推进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 40 个年头，社会保障领域完成了制度转型，实现了快速

扩展。进入新时代，社会保障要从快速扩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

就是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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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2017）。要通过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度

安排和必要的利益调整，确保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风险都能够得到基本保障，确保社会

保障领域的每项制度都能够长期持续健康运行，而所投入的社会保障资源规模始终保

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使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从而实现社会保

障治理现代化，实现社会保障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做出贡献。为此，需要从体系质量、制度质量、运行质量和服务质量等方面入手，全面

提高社会保障的质量。
（一） 体系质量：优化社会保障框架体系

社会保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体系、制度及其运行情况直接

体现国家治理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新的期待，对于

风险保障的需求不断提高，对于基本保障公平性的诉求也随之提高。因此，社会保障体

系的质量至关重要。从纵向看，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质量是指社会保障层次结构的优化，

即基本保障与补充性保障的分工合理、边界清晰。从横向看，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质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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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无论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初建时都明确以保障大病为主要职

责，但前些年被模糊了，使一些人产生了误解，有些人把保基本与保大病对立起来。

指社会保障项目结构的优化，即各项目分工合理、定位清晰、职责明确。从社会保障环境

看，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质量是指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即社会保障与经济

社会发展互促共进的程度。
1. 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层次结构。从风险保障市场演变的历史看，基本保障是政府对

于风险保障市场干预的结果。这种干预必须适度，否则将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并导致全

社会风险管理成本过高，从而降低效率。因此，要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杨冬珍等，

2018）。社会保障层次结构优化的核心是基本保障待遇水平的适度性，关键是兜底线、权
责清晰和保障适度。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基本保障与补充性保障的结构不合理，基本保障

的规模大，而补充性保障发展缓慢。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如政策扶持力度不够、产品开发

和服务能力不足、知识普及与政策宣传不到位等，但最重要的是社会成员参与补充性保

障的内在动力不足。事实上，近 10 多年来，基本保障项目不断增多，某些项目的保障待

遇水平持续提高，在公众中形成了一种预期，而这种预期正在减弱社会成员参加补充性

保障的内在动力。因此，优化社会保障层次结构的关键是要让基本保障回归保基本，从

而形成理性的预期，尤其是已经具有较高保障的社会群体。同时，某些基本保障项目的

待遇水平过低，需要逐步提高，使之能够担当起“保基本”的职责。
2. 优化社会保障项目结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求各项目有明确的

职责和清晰的定位，否则整个体系运行的效率就会降低。从历史上看，社会保障是基于

风险的存在和市场化风险保障机制失灵而出现的社会政策。因此，风险分析是基础，只

有弄清楚老百姓需要保障的基本风险，才能建立适宜的社会保障项目。关键在于覆盖全

民、城乡统筹和织密网。需要指出的是，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绝大多数风险应由社

会成员自行处理，政府没有责任、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包办，但是，对于那些应由政府主

导提供保障的风险，政府必须担当，以确保老百姓的基本生存、基本发展和基本尊严，据

此织就有效的社会保障网，并朝着这个目标逐步推进。近期可以从若干项目入手。一是

基于老龄风险分析和与老年相关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分析，厘清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障

制度和照护保障制度三者的职责，加快建设老年照护保障制度，完善老年医疗费用保障

政策，同时将养老金制度定位于保障社会成员年老之后具有购买基本生活资料的能

力，也就是说，要把医疗、照护等风险保障职责从基本养老金制度中逐步分离出去。二是

恢复基本医疗保险以保大病为主要职责①，逐步废止临时性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把医

疗救助的职责扩展到全部医药费用，即不限于基本医疗保险目录。三是将高龄津贴纳入

基本养老金制度，整合归并性质相近的各类福利性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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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保险学中“保险深度”一词的启发，我们在这里引入“社会保障深度”一词，反映社会保障作为一

种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表征社会保障资源在 GDP 中所占的份额，其计算方式是某一

国家或地区某一年份社会保障总支出除以同期 GDP。
② 这项指标是受“保险密度”一词的启发，其算法是某一国家或地区某一年份社会保障总支出除以期

末人口总数。

中国社会保障：从快速扩展到高质量发展

3. 增强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

一个子系统，社会保障体系要有机地嵌入其中才有生命力。据此，社会保障与国民经济

总量之间应当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社会保障深度①来刻画。这个指

标高了，可能是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偏高，企业的税费负担可能偏重，反之可能是保障不

足、负担偏轻，社会保障难以完成其应有的职责。所以，社会保障深度这一指标应当有一

个适宜的范围。类似的，社会保障密度②这一指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保障与经

济社会协调的程度，显然，这一指标也应当有一个适宜的范围。社会保障体系设计，尤其

是社会保障各项目及其保障责任、保障对象、保障水平、筹资机制和相关主体的权利义

务，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和企事业单位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需要

以科学的研究为基础，通过有效的机制，由各利益相关方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按照法

定的程序确定，其修改和变动均需经过法定的程序。为此，需要建立科学而有效的动议

机制、沟通机制和决策机制，充分体现现代治理的理念。
（二） 制度质量：改进社会保障制度设计

社会保障框架体系确定之后，需要通过具体的制度并投入运行，才能实现政策目标，

因此，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质量尤为重要。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质量可以从制度功能契

合度、制度可行性和制度可持续性 3 个方面来评价。制度功能契合度是指所设计的社会

保障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对这一制度功能定位的契合程度，即这一制度实现既定目标

的能力。制度可行性是实施某种社会保障制度并实现既定目标，所需要改变现实环境或

需要创造条件的程度。制度可持续性是指制度可以长期持续健康运行的能力，通常是指

社会保障基金能够实现长期平衡的能力。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某些社会保障制度质

量不理想，备受诟病。当前，要把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质量提高与框架体系质量提高有机

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各项制度的定位和职责分工，突破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优化制度

设计。在此基础上，还要适时设计一些新的社会保障项目。
1. 改造社会保障若干制度。现行若干制度存在诸多缺陷，需要进行改造，包括制度

的目标模式及其过渡措施。近期需要重点研究基本养老金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解

决其中的关键问题：一是重新考虑制度定位，提出适度保障水平的具体标准，把“保基

本”这一原则落到实处；二是妥善处理个人账户，增强制度的互助共济性，提出“统账分

离”或“取消个人账户”的具体方案；三是研究基本养老金制度、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民

统一的可能性及需要创造的条件，旨在真正确立全民统一的、平等的基本养老金权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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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障权益；四是研究建立参保病人医药费用个人负担封顶机制的可能性及其需

要创造的条件，旨在从根本上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2. 建立社会保障待遇统筹协调机制。一是系统梳理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公共福利

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待遇确定与调整方法，在比对基础上适时修订完善，同时建立统

筹协调机制，避免引起制度间、政策间和群体间的矛盾。二是按照“抑峰填谷”的思路，严

格控制、逐步缩小群体间的基本保障待遇差距，提出明确的进度表和相应的政策措施。
3. 健全社会保障筹资机制。一是梳理评估各筹资渠道对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贡献，

提出健全多渠道筹资的思路和方案，包括开辟新的筹资渠道。二是确认社会保险制度转

制成本，承认这一历史债务，兑现对老职工的历史承诺，提出历史债务的计量方法和处

理方案。三是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缴规则，实行统一的缴费基数确定方法。四是确立社会

保险基金“以支定收”的机制，建立精算平衡原则，科学厘定社会保险费率。
（三） 运行质量：创新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机制

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之后，通过有效的运行即可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这个环节的质

量可以从 3 个方面来考量。一是制度目标实现度，即通过制度运行能够保证社会保障制

度政策目标实现的程度。二是制度运行成本，即为制度运行并实现既定目标所投入的资

源。三是相关主体的合作度。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涉及众多的社会主体，有各级政府部门、
经办服务机构、参保者及其所在单位、社会保障相关的医药和照护服务供给者等，他们各

自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这一庞大的运行体系，需要通过有效的机制，使他们协同起来。
因此，这种合作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制度运行的质量。针对当前的现实情况，为提

高社会保障运行的质量，我们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
1. 优化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和经办服务体制机制。2018 年，国家行政机构进行了调

整，社会保障相关的具体职能在各部门间有较大变动，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体系也要相应

改变。为此，需要建立新的工作机制和协同机制。充分利用这一机会，理顺部门之间的社

会保障工作职责，优化社会保障制度、政策和经办服务流程，统一和规范业务信息，全面

推进社会保障运行的规范化、标准化。同时，要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

间的社会保障职责，选择适宜的社会保险统筹层次。
2.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相关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及合作机制。社会保障的多数项目需

要通过有效的服务才能实现其制度目标。例如，医疗保障、职业伤害保障、生育保障等制

度需要有效的医药服务，照护保障需要有效的照料护理服务和精神抚慰。因此，要建立

社会保障部门与各相关部门的合作机制和相关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包括谈判机制和协

商机制，同时要鼓励和支持医疗、药品、照护等行业形成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社会保障

相关服务的优劣直接影响社会保障的质量，需要通过有效的供给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并

降低服务成本。当前，尤其要重视供给机制创新，适度放开社会保障相关服务的行业准

入条件，逐步放开这类服务的价格管制，改变服务成本扭曲和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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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社会保障运行评估机制。社会保障运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许多环节的专业

性、技术性很强，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例如，社会保障制度政策

目标实现度评估机制、社会保险各项目精算报告制度和社会保障基金风险预警机制，同

时要建立相关的政策模拟与决策分析机制，对社会保障领域的重大政策进行风险评估。
4. 加快社会保障信息化步伐。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制度建设、管理运行和经办服务都必须与之相适应，这是社会保障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

义。为此，要对社会保障各类业务进行规范，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基础信息标准，推进部

门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信息互通，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数据整理和挖掘，

开展智能审核和大数据分析，并用于制度政策设计、重大决策和个性化服务方案的制订。
（四） 服务质量：提高社会保障服务能力

社会保障服务质量是指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机构和社会保障相关服务供给机构对社

会保障对象所提供服务的质量。这与老百姓的直接感受密切相关，但需注意把这种服务

质量与社会保障框架体系、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的质量区分开。从近些年的实际情况

看，社会保障服务质量正在提高，但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1. 优化经办服务流程。按照逻辑严密、简约高效的原则，优化社会保障经办服务流

程，积极推进“互联网 + 经办服务”和个性化精准服务。
2. 培育高素质经办服务队伍。社会保障经办服务属于政府的窗口服务，直接体现国

家对社会成员基本权益的尊重和保护，需要一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经办服务人

员。对于这个群体，需要给予合理的薪酬、有效的风险保障和良好的发展通道。
3. 建立社会保障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客观公正有效的评价有益于提高社会保障的

服务质量。为了保证服务质量评价的客观性，既要有服务对象满意度的评价，又要有第

三方的独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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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China Social Security: From Rapid Expansio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e Wenjiong·2·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social security has achieved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and its achievements have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In the meantime,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
lems in the field, such as the lack of universal social security coverage, the failure of some projects to cover basic
risks effectively for citizens, and the difficulty of the current system in adapting to the socioeconomic changes. There-

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less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quality in the previous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airness, institutional sustain-

ability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is less developmen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gover-
nance moderniz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China social security should transform from rapid expansion to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vital to form an effective social security governance mechanism by deepening reform and im-
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system design,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ervice supply. This is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resources and to achiev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a-

long with making due contributions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long- term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The Impact of China’s Export o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Destinatio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Sample of Destination Enterprises Wei Hao and Others·16·

Using data of more than 40 000 enterprises in 68 export destinations during 2007- 2016,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hina’s export o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in destinations. The results are as fol-
lows. (1) China’s export reduces the employment size of the enterprises in destinations, but it promotes the em-

ployment structure upgrading. (2) China’s export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optimizing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non- OECD countries and the countries away from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effect is especially salient for the enterprises of smaller sizes and with no international quality certi-
fications. The export of intermediate goods shows greater effects than that of capital goods or consumption goods.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innovations, independent innovations of enterprises in low- and middle- in-
come countries have strengthened the optimization effect of China’s export o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4) The

impact of export differs by countries, in which China’s case is special.

A Study on Employment Effect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Shifts: Based on 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Model Zhu Kepeng Fan Shide·33·

With labor costs’escalating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som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re shifted outward from
China. The paper establishes an inter- country input- output model by using the data of the World Input- output

Database. It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shifts and its employment effects
from 2009 to 2014. The paper finds that most of the shifts are active rather than passive. The industries shifted
outward are likely to be labor- intensive or pollution- intensive while the skill- intensive industries shift inward. The

outward shift has little impact on domestic employment, with only 0.095% of jobs affected annually, which cannot
explain the recent declines i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low- skilled workers are

more affected, especially in the industries with production shifts of intermediate and final manufacturing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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