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形势与对策
金维刚

【摘

*

要】 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带来新的发
展机遇。中国通过制定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建立全国老龄工作协调机构体
系，制定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规划，适当调整人口生育政
策，弘扬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文化等多种措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逐步增
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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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状况

盾越来越突出。
2018 年末，中国大陆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1.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老龄化
正在加速发展

2.49 亿人，占总人口的 17.9%；其中，65 周岁
及以上人口 1.67 亿人，占总人口的 11.9%。据预

2018 年末，中国人口 （包括 31 个省、自治

测，到 2023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

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

过 2 亿人；到 21 世纪 30 年代，中国将进入人口

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

老龄化的高峰期。到 2033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

侨人数，以下同） 达 13.95 亿人。根据中国社

口所占比例将超过 20%；到 2034 年 65 岁及以上

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2019 年 1 月发

老年人口将超过 3 亿人；2050 年 60 岁及以上老

布的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

年人口将达到 4.87 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

题报告》 预测，中国人口将在 2029 年达到峰值

到 35%。人口老龄化将导致老年抚养比不断上

14.42 亿 人 ， 从 2030 年 开 始 进 入 持 续 负 增 长 ，

升，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比例持续下降，养老

2050 年 减 少 到 13.64 亿 ， 2065 年 减 少 到 12.48

保障和医疗保障的负担越来越重。特别是随着

亿人。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 1.6 的水平，

养老金水平的不断提高，养老保险的收支状态

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 2027 年左右出现，2065 年

越来越大，且这种收支不平衡会越来越突出。

人口将减少到 11.72 亿人。中国人口总量矛盾在

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是青壮年费用的几倍。因

未来 10 年后将逐步得到缓解，同时人口结构矛

此，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

* 金维刚，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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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发展机遇

制定属地敬老优老政策等方面的有关规定。四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反映

是积极养老部分，重点阐述了要“养为结合”

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的不断提

和要“以为促养”的有关法律制度。五是法律

高。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

援助部分，重点阐述了老年人诉状优先受理、

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随

诉讼费用可缓、减、免，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和

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老年消费市场和老年

依法裁定先于执行等四项援助内容的规定。

服务业的社会需求迅速增长。目前，中国老年

2.建立全国老龄工作协调机构体系

服务产业发展正在进入黄金期，老年消费市场

1999 年，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为应

发展前景广阔。许多地方的社区养老、医疗服

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1999 年 10 月成立全

务机构供不应求，老年服务业的发展方兴未

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作为国务院主管全国老龄

艾，呈现出巨大的发展空间。今后将需要建设

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主

大量的养老院、护理院、日间托老所、老年公

任，由 30 多个相关职能部委机构的部级领导担

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老年专科医院、老年
大学、老年文体活动中心等各类老年服务机构
和设施，老年旅游业也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
景。随着中国养老保障水平逐步提高，老年人
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将相应提高，能够支撑
老年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促进老年服务产业
的迅速兴起，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对策

任成员，并设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负责日常工作。随之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老龄工
作协调机构体系。2018 年政府机构改革将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移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系
统，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引起的问题和挑战。
3.制定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保障体系
建设规划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公平
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将老年人口基本上纳
入社会保障体系，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依，
生活有保障，人民依法享有社会保障。中国社

1.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

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为基础，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最

为维护广大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中国在

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

1996 年制定并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险为补充。在养老保障方面，中国建立了覆盖

益保障法》。这是中国第一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

各类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城

益和发展老龄事业相结合的专门法律。本法包

镇个体工商户、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城镇职工基

括五部分内容：一是立法宗旨部分，重点阐述

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国还建立了覆盖城乡居民

了立法目的、年龄界定和保障内容三方面的法

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补充养老保险方面，

律规定及其依据。二是家庭养老部分，重点阐

中国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和职业年金制度。在

述了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形式的依据、老年

医疗保障方面，中国建立了覆盖城镇各类从业

人需要特别保护的各种权益、赡养人需要履行

人员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建立了城乡

的责任义务，禁止赡养人对老年人的主要侵权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还建立了大病保险等

行为等有关法律规定。三是社会保障部分，重

补充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医保。在社会救

点阐述了建立老年社会保险制度、保障“三无

助方面，中国建立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

老人”的助养办法、兴办老年社会福利设施和

度，对城乡贫困人口特别是其中的老年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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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生活保障，并且为广大老年人提供这方

件持续改善。第四，有利于政府和市场作用充分

面的社会基本服务和相应的托底保障。另外，

发挥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备。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

早在 2000 年我国就建立了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

体系建设的法治化、信息化、标准化、规范化程

的国家储备基金，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筹资

度明显提高。政府职能转变、减少行政审批、行

来源包括财政的拨款和国有资本的划转和投资

政效能提升成效显著。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得

基金的收益等。目前，中国正逐步推行划转部

到充分激发，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主体更加多

分国有资本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政策，以

元、内容更加丰富、质量更加优良，以信用为核

规模庞大的国有资本为支撑，预计未来全国社

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正在完善。

会保障基金将不断做大做强，基金积累规模也

4.适当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将迅速增大，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强大的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为适当控

金储备。
正在实施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到 2020 年中国老龄事
业发展整体水平明显提升，养老体系更加健全完
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基础更加牢固。主要
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全覆盖、保基本、
多层次、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
善。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
到 90%，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率 稳 定 在 95%以
上。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
制度和公益慈善事业有效衔接。老年人基本生
活、基本医疗、基本照护等需求得到切实保障。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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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年人
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理、稳定期生活照
料、安宁疗护一体化的健康养老服务。养老服务
供给能力大幅提高、质量明显改善、结构更加合

制人口总量，中国政府 1982 年将实行计划生育
政策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列入宪法。计划生育
政策实施以来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总量的过
快增长，但也给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
展埋下隐患，对于人口、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2015 年，中国政府决定对计划
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决定在城镇全面实施
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此增加新
生婴儿人数，促进人口结构均衡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
5.弘扬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文化
家庭具有赡养老人的功能，在为老年人提
供生活保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庭
养老是指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照护的养老方式
和养老制度。中国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
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

理。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更加方便可及，

务。”因此，成年子女必须依法承担赡养父母的

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数占当地养老床位总数比例

法律责任和义务。家庭养老是中国延续数千年

不超过 50%。护理型床位占当地养老床位总数

的传统伦理文化。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三代

比例不低于 30%。65 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人在同一家庭中一起生活是常见的社会现象。

达到 70%。第三，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结构逐渐核心化，多数

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改善。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

老年人已经不再与其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尽管

龄化、自觉支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的

如此，家庭养老仍然是目前中国养老的重要方

意识意愿显著增强，敬老养老助老社会风尚更加

式，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浓厚。安全便利舒适绿色的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扎
实推进，老年文化体育教育事业繁荣发展，老年
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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