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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障：从快速扩展到
高质量发展 *
何文炯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实现了制度全面转型和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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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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何文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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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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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与长寿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编号：１３＆ＺＤ１６３）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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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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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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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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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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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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本养老

本养老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

本医疗

保险

保险

（元／月） （元／月）

待遇差距
差距

倍数

城镇（城乡） 新型农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

保险
（元／年）

居民基本

村合作

医疗保险

医疗

（元／年） （元／年）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的待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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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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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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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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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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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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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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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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财政补贴
（亿元）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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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补贴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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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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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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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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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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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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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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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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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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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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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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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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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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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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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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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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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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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ocial Security: From Rapid Expansio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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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ａｌ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ｓｉｚｅｓ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ｎ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ｅｒ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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