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国际通用的划分指标，当一个国家或

地区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时，意味着

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超过 14%时，进入深度老

龄化社会；若超 20%，则为超老龄社会。

截至 2018年末，中国 60 岁以上的人口高

达 2.49亿人，占总人口的 17.9%；65岁以上人

口占总人口的 11.4%；15岁及以下人口有 2.38

亿人，低于老龄人口。目前中国已经步入了

中期老龄化社会。据 2018年 12月世界银行发

布的 《中国养老服务的政策选择：建设高效

可持续的中国养老服务体系》 报告，预计到

2027年，中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从

2002 年的 7%上升到 14%，进入深度老龄化。

到 2050 年，中国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将达到 26%。

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出

现了第一个生育高峰，人口爆炸式增长后 20

世纪 80 年代又采取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加

速了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给中国社会民生建

设带来了巨大压力。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

老龄化具有两个显著特点：（1） 基数大、速

度快。据联合国预测，1950 年至 2000 年期

间，世界老年人口增长 176%，我国增长

217%；2000 年至 2025 年期间，世界老年人

口增长 90%，我国增长 111%。据美国人口普

查局的统计和预测，65 岁以上老年人比重从

7%上升到 14%所经历的时间，法国是 115

年，瑞典是 85 年，美国是 66 年，英国是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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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是 30 年，而中国不到 25年。（2）底

子薄、负担重。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

人均国民收入较高水平情况下出现的，而且

建立了较健全的养老保险体系。例如，美国

1935 年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当时还没有进入

老龄化社会；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有较

充裕的财力建立养老保险制度 （1971 年，

2272美元）。中国的老龄化是在人均国民收入

较低的情况下出现的 （1999 年，873 美元），

我国在经济还不够发达的时期就要面对快速

老龄化问题。

二、挑战一：人力资源与就业

1.人力资源：从大国转向强国。中国正在

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这个

阶段，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尽可能地扩大劳动

力供给非常重要。从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来

说，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根据 《中国人才

发展报告 2017》的数据显示，高级技术人才

占比，日本为 40%，德国为 50%，中国只有

5%，中国高级技工缺口达上千万。我国于上

个世纪 50 年代制定退休年龄，其中退休年龄

男性为 60 岁，女性为 55岁，然而目前我国国

民的平均寿命比 20 世纪 50 年代提高了 20 至

30 岁。因此，如何使退休人员发挥潜力方面

可挖掘的余地很大。

2.劳动就业：从总量转向结构。从劳动就

业来说，中国从就业总量压力转向结构压

力。过去每年上千万的新增劳动力，高的时

候将近 2000 万新增劳动力，现在新增劳动力

每年减少 200 万至 300 万。就业总量压力并不

大，但是结构调整的压力现在非常大，特别

是低劳动力成本竞争转向创新发展的压力非

常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1 年以

来，中国 15岁至 59岁劳动人口数量在持续减

少，至 2018年的短短 7年间少了近 4000 万劳

动力。随着结构的调整，包括以制造业为主

向服务业为主的结构性转变，包括经济发展

中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都对劳动

力结构调整提出了新要求。因此，稳就业仍

然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头等重要问题。

三、挑战二：养老保险

截至 2017 年末，中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的人数为 9.15 亿人，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覆盖 4.03 亿人 （退休人员 1.1 亿），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 5.13 亿人。

2017年基本养老保险收入 4.7万亿元，支出 4

万亿元，累计结余 5 万亿元。总体情况可以，

但分省看，一些地方职工养老保险已出现当

年收不抵支的情况，分阶段延迟退休年龄应

提上议事日程。

1.尽快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从全国的情况看，我国养老抚养比已经从比

较高的 3.16∶1降到 2.88∶1，不到 3个在职人

员养 1 个退休人员。有的省份情况比较严重，

比如说黑龙江，1.26个在职人员养 1个退休人

员（2017），这要求尽快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全国统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2018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建立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

（国发 〔2018〕 18 号），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迈出第一步。《通知》要求，抓紧制定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时间表、路线图，这对

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不同地区

企业提供公平、平等的竞争环境，同时发挥

社保大数法则作用，举全国之力抵御老龄化

风险具有重大意义。要尽快实现统一缴费

率、统一缴费基数、统一征收机构、统一划

拨国有资本偿还隐性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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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

感到社会保险缴费的压力较重。为此，在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适当减轻企业的社

会保险缴费率。今年全国“两会”提出，各

省可以把养老保险中企业缴费率降到 16%。随

着缴费率的降低、在职人员减少、退休人员

的增加，重点在于将原先现收现付转到个人

账户积累，实现统账结合的半积累模式；同

时，国有资本偿还社保债务应该抓紧实施，

这只有在全国统筹的情况下才能办好。

2.构筑多层次职工养老保险体系。要建立

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不能把所有的责任

都压在政府身上。要大力发展个人储蓄 （自

愿投保，市场营运）、企业年金 （部分强制，

税收优惠个人账户，市场营运）、基本保险

（法定强制实施，统账结合，费改税）。

四、挑战三：老年康养体系

养老保险必定涉及到康养体系。 2017

年，国务院印发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

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政府运营的养老

床位数占当地养老床位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护理型床位占当地养老床位总数的比例

不低于 30%”。同时，也可以发展“互联网+

养老”，不断创新老年康养新模式。2017 年

《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支持养老

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指出，鼓励政府将

现有公办养老机构交由社会资本方运营管

理。支持机关、企事业单位将所属的度假

村、培训中心、招待所、疗养院等，通过PPP

模式转型为养老机构，吸引社会资本运营管

理。鼓励商业地产库存高、出租难的地方，

通过 PPP 模式将存量厂房、商业设施及其他

可利用的社会资源改造成养老机构。

五、挑战四：儿童福利体系建设

在老龄化社会中，应特别重视儿童福利体

系的建设，从而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环境。

针对家庭保障功能弱化、生育政策调整以及

人口流动性加大等特点，应大幅提高我国儿

童福利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要以满足儿童

保护需求为重点，加强国家保护、家庭保

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等保护型福利制度

安排，加快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

适应的儿童福利体系。当前的重点人群是农

村的留守儿童、随农民工进城儿童、城镇低

收入儿童家庭。为此，要扩大儿童保障范

围，分类设立儿童津贴标准，完善大病救

助，为重病儿童提供补助；加大政府投入力

度，引导社会慈善力量投入，完善儿童福利

行政管理体系。

六、挑战五：消费结构

老龄化社会中消费结构必然发生变化，老

年人消费占比大幅度提升。“旅游老人”“候

鸟老人”“学习老人”带来大规模的新消费机

遇。比如，在医疗消费方面，卫生部卫生统

计信息中心一项研究报告提出，即便是按

1998 年的医疗实际费用支出计算，人口老龄

化带来的医疗需求量负担到 2025 年将增加

47%，如果考虑到各年龄组的医疗费用按 GDP

年增长率同比增长，我国医疗需求量费用到

2025 年将达到 6 万亿元以上，占当年 GDP 的

12%左右。此外，中国“4∶2∶1”人口结构

快速步入深度老龄化的阶段，对房地产的发

展前景也有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王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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