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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龄改革：

社会观念的变革与制度实践的创新

彭希哲 宋靓珺

［摘 要］ 退休年龄改革是社会民生领域的重要议题，涉及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目前世界

主要经济体都相继施行了退休年龄改革，延迟退休已是大势所趋。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延迟退

休政策推行的民意基础有待夯实，社会共识亦尚待凝聚。为此，应在养老金财务平衡、社会保

障制度可持续运行等工具理性的讨论框架之外，从重新认识和定义老年人、保障老年群体社会

经济参与权利和拓展老年人自我发展需求等更宽阔的人本主义视角及对以智能化、数字化为时

代特征的社会经济外部环境变迁趋向的科学研判为基本认识点，开展一场针对社会观念全面变

革与制度实践创新的思想讨论。并在具体操作运行环节权衡多方利益主体的主要诉求，采取科

学灵活的方案策略，使其总福利效应更符合社会多数成员的普遍预期，避免激烈的社会动荡。

［关键词］ 退休年龄；延迟退休；社会观念；制度创新
a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

出的建议中明确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延迟退休再次成为社会民生领域的热点

话题。退休年龄改革事关国家社会保障和公民劳动就业以及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是一项十

分重大和非常敏感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其推进和实施需要经过科学研究和慎重决策。

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制度安排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后虽经部分修改仍一直沿用至今，

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健康和寿命状况。时至今日，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

变动、全龄人群的健康状况改善、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和就业意愿的改变，国内经济结构和劳动

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科技革命引发的就业结构与模式转变等现实情境均已发生了深刻

的变革，改革的现实土壤已趋成熟。加之，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相继以延迟退休年龄作为主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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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方向，而中国快速的老龄化进程也已引发了各界对现行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包括养老金

在内的社会保障系统中长期平衡的担忧，对退休年龄改革的深入讨论恰逢其时。由此，本文试

图跳出传统工具理性的讨论框架，从重新认识和定义老年人的认知层面、保障老年群体经济参

与权利和拓展老年人自我发展需求等更宽阔的宏观视角对这一议题开展讨论，在超越传统思维

观念和逻辑框架的基础上，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积极回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具体诉求。

一、我国退休年龄的历史变革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退休和养老金制度，此后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在工

业革命以后，为适应现代社会化生产模式和社会风险集中管理而建立的现代管理制度，并历经

一百多年不断发展完善。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中也有 “告老还乡”“致仕”等退休安排。a 退休

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百姓通常是没有现行意义上的退休制度的。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始于 1951 年政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条例》规定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为 60 周岁，女性职工为 50 周岁；1955 年国务院颁发的《关

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中增加规定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为 55 周岁。b1978 年 5

月 2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

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仍然沿用此前的规定，但对特

殊工种和岗位的提前退休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

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龄男性为年满 55 周岁，女性为年满 45 周岁；因病或非因

公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性年满 50

周岁，女性年满 45 周岁。c 此后，我国再也没有就退休年龄政策进行过重大修改。

2013 年 11 月 15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

确要求“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15 年 3 月 10 日，时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部长尹蔚民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

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d2020 年 11 月 3 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

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2021 年 2 月 26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e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

a  如唐代散文家韩愈在《复志赋序》中说：“ 退休于居，作《复志赋》。” 参见［唐］韩愈：《昌黎先生集》卷
一《复志赋》，江蘇書局，清同治九年，第 5 页。

b  路锦非、吕宣如：《退休年龄改革：国际视野与现实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 ——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六届学术年会文集，2018 年。

c 陈功等：《中国残疾人退休年龄政策研究》，《残疾人研究》2012 年第 3 期。

d  尹蔚民：《延迟退休年龄方案有望 2017 年推出》，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10/c_1114587998.
htm，2015 年 3 月 10 日。

e  《国新办举行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官网：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wqfbh/44687/44967/index.htm，2021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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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a 至此，延

迟退休已进入实质性推行阶段，改革方案呼之欲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在此，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背景是：“十四五”期间，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严峻的“窗口

期”，就是 1963 年出生的婴儿潮这一代人即将进入 60 岁。这对本已脆弱的养老金体系将形成

一个巨大的短时冲击，改革的机会窗口期即将关闭。尽管官方对于延迟退休的态度积极，但其

民意基础一直较为薄弱。相对陈旧的社会观念和认知混沌成为了实质性推进退休年龄改革的思

想桎梏。一场全社会对于老年人价值与劳动权利再认识的思想革命迫在眉睫。当然，这必然会

与当前的观念和利益格局发生冲突，也会与智能化、数字化的“不确定性”所交织。这就需要

在具体运行时兼顾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地区的群体特征，在各利益群体相互交换

与博弈中尽可能达成更多的政策共识，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二、国内学界对于延迟退休相关研究的不同观点

国内学界早期对于延迟退休议题的讨论焦点之一是该政策实施的必要性。持支持态度的主

要观点是从减少中国未来养老金隐性债务、b 改革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c 改善养老基金收支平

衡、d 降低我国高储蓄率、促进经济发展、e 总体降低青年失业率 f 等角度论证了延迟退休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持相反态度的主要观点，有认为延迟退休政策并非中国养老保险改革急需解决

的问题；g 当前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显著增加政府的负担，因而暂没有必要提高退休年龄；h 提高

低缴费年限或者延迟退休虽然可对基金状况有所改善，但无法根本性解决制度可持续运行的

压力等等。i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学界在讨论中对延迟退休政策愈来愈

趋向于支持和开放的态度，延迟退休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

随着对延迟退休制度改革逐渐形成共识，学界争议的另外一个焦点是该方案实施的时机和

步骤，主要有如下几种方案：一是参照国际社会目前的通行做法，j 施行男女 65 岁同龄退休，

a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听取 “ 十四五 ” 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 审议 < 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21 年 6 月 1 日第 1 版。

b 林宝：《提高退休年龄对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3 年第 6 期。

c 谢安：《改革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应对人口老龄化》，《管理世界》2005 年第 4 期。

d 路锦非：《从人口结构变动看我国退休政策改革的必要性》，《人口与发展》2016 年第 1 期。

e  杨继军、张二震：《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8 期。

f  阳义南、谢予昭：《推迟退休年龄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 —— 来自 OECD 国家的经验证据》，《中国人口科学》
2014 年第 4 期。

g 王佳林：《影响推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因素及可行性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15 年第 8 期。

h 姜向群、陈艳：《对我国当前推迟退休年龄之说的质疑》，《人口研究》2004 年第 5 期。

i  杨一心、何文炯：《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增加能够有效改善基金状况吗 ?—— 基于现行制度的代际赡养和同代自
养之精算分析》，《人口研究》2016 年第 3 期。

j 截至 2021 年，约 70% 的 OECD 国家执行男女同龄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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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研究团队向人社部提交的方案为代表。a 但这些方

案的具体执行时间表以及步伐速度不尽一致；二是主张男女不同龄退休，即：男性 65 岁退休，

女性 60 岁退休，b 但允许女性在自愿的原则下选择到 65 岁再退休；c 三是将退休年龄制度建立

与预期寿命相联动的调整机制，设立动态浮动的退休年龄制度，d 类似的灵活浮动方案还有分

别从 2015 年、2025 年、2035 年、2045 年和 2055 年左右起，劳动者分别只要满足 35 年、36 年、

37 年、38 年和 39 年的 低工作年限，或者 63 岁、64 岁、65 岁、66 岁和 67 岁的法定标准退

休年龄即可弹性选择个人实际退休时点，e 当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基本持平

时选择推行延迟退休 为合适。f 因此，学者们对于延迟退休方案时机步骤、改革目标尚存在

一定的争议。各种方案各执一词，但也各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可见，学界对延迟退休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已开展了充分的讨论与论证，形成了丰富的学理性成果。

三、低龄 / 准老年群体劳动就业意愿与能力的现状考察

（一）低龄老年群体在业率超 1/3，准老年群体对劳动就业的意愿较为强烈

老年人群内部的异质性巨大，不同队列的人群特征将会深刻影响公共政策的施行。老年在

业人口是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老年人口。g 老年人口在业率是反

映老年人力资源利用和供给状况的重要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该群体的劳动就业意愿。

本文基于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h 展示了我国老年低龄和准老年

群体的在业状况（见表 1）。由调查数据可知，2017 年全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群体（现行定义

下的老年人）有超过 20% 仍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或劳动。其中，60—64 岁组的低龄老年人在业

比例超过了 1/3，表明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老年人健康水平下，我国低龄老年群体保持着

较高比例的劳动参与。从分性别的角度来看，老年男性在业比例始终高于女性，其中 60—64

岁组的男性高于女性 18.9 个百分点；从分城乡的角度来看，农村低龄老年人在业比例远高于城

市，其中 60—64 岁组的农村老年人在业比例超过一半，城市老年人的在业比例也超过 20%。

诚然，低龄老年人口在业率的城乡和性别差异与现行城乡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障设置的二元体系

有关，但即便如此，我国城乡低龄老人都有着较高的参与经济活动的意愿，亟需寻求一种更加

多元和灵活的劳动就业模式与此适配。

a 谭远发等：《平均预期寿命、健康工作寿命与延迟退休年龄》，《人口学刊》2016 年第 1 期。

b  袁磊：《延迟退休能解决养老保险资金缺口问题吗 ?——72 种假设下三种延迟方案的模拟》，《人口与经济》
2014 年第 4 期。

c 参见郑功成、商旸：《延迟退休，为何小步渐进》，《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25 日。

d 景鹏、郑伟：《预期寿命延长、延迟退休与经济增长》，《财贸经济》2020 年第 2 期。

e 席恒、翟绍果：《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机制与方案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5 年第 5 期。

f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 年第 4 期。

g 邬沧萍等：《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化与挑战》，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 年，第 78 页。

h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的调查项目，
其中 2017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样本规模为 12582，其中老年人样本为 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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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 年我国低龄 / 准老年群体分年龄、性别和城乡的人口在业比例（%）

年龄组 合计
性别 地区

男性 女性 城市 农村

50—54 岁 62.19 76.93 49.32 61.61 62.99

55—59 岁 49.86 69.84 32.29 41.84 61.75

60—64 岁 33.84 43.63 24.76 22.11 50.52

资料来源：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

（二）低龄老年群体占劳动总人口的比重近 8%，准（潜在）老年劳动人口数量巨大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19 年 新公布的中方案数据，a2020 年我国 60—64 岁老年群

体的人口规模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的比重为 7.66%，人口规模约为 7751 万人；

55—59 岁人口规模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为 9.76%，人口规模近 9874 万；50—54 岁

组的这一比重更是高达 12.20%，人口规模达到了 1.23 亿。而在目前的劳动就业市场和社会保

障的制度安排下，如此体量的低龄和潜在老年劳动人口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使得原本可

以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成为了社会产品的消耗者，其蕴藏的丰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未能得

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虽然上述规模的老年群体并不都适合 60 岁之后继续参与劳动就业，某些对体能有一定要

求的行业和工种会将部分低龄老年人口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但以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代表

的科技进步正对劳动就业的传统模式形成冲击，高度依赖体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转为以

智力和经验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收获同样甚至更多的由老年人（准老年人）提供且能满足

老龄社会需求的社会财富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加大。

（三）老年群体的 60 岁预期寿命 / 健康预期寿命与 OECD 发达国家水平接近，健康素养

水平较高

国民寿命的延长和健康的持续改进是延迟退休的前提条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官方公布的 新数据，2019 年我国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 77.4 岁、健康预期寿命为 68.6 岁。b 人

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劳动者退休余寿的延长，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则意味着养老金支付

期更长；健康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延长的寿命中保持健康状态的余命增加，理论上说可以

继续工作的寿命也在增加。

从我国 60 岁健康预期寿命的绝对值来看（见表 2），中国老年人口 60 岁的健康预期寿命

近 16 岁（15.92 岁）。也就是说，理论上中国老年人 60 岁之后还可以健康存活的时间为近 16 年，

与美国基本持平（16.35 岁）。而 2019 年美国的退休年龄为男女同龄，均为 66 岁，c 分别比我

国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高出 6 岁和 16 岁（11 岁）。

a WHO,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2019.

b 参见 WHO, https://www.who.int/data/gho/data/indicators.

c  董登新：《渐进式延迟退休：可考虑科学调整法定退休年龄》，21 世纪经济报道：http://www.21jingji.com/2020/12-1/
yMMDEzNzlfMTYwOTgyMg.html，2020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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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 60 岁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占比来看，a 我国已与英国、德国与意大利等

OECD 国家相近（上述几国的退休年龄均大致为 66—67 岁），仅次于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发达国，

甚至高出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这说明我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快于预期寿命的

增长速度，未来健康预期寿命将会保持持续的增长势头。我国退休年龄改革的制度安排模式应

该充分考虑对上述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快速提升的现实进行必要的调适，通过逐步延长工作时间

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人口的健康红利。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

的长效机制，即退休年龄随着预期寿命动态调整。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基于健康工作寿命设定

我国分性别目标退休年龄的方案，b 未来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和讨论。

表 2 2019 年世界主要国家的 60 岁预期寿命 / 健康预期寿命

国家 60 岁预期寿命（岁） 60 岁健康预期寿命（岁） 60 岁健康预期寿命占比（%）

中国 21.06 15.92 75.6

日本 26.35 20.39 77.4

新加坡 25.54 19.95 78.1

印度 18.82 13.25 70.4

美国 23.13 16.35 70.7

加拿大 25.15 18.89 75.1

英国 24.13 18.25 75.6

法国 25.34 19.70 77.7

德国 24.41 18.47 75.7

意大利 25.04 18.91 75.5

澳大利亚 25.62 15.92 74.1

资料来源：根据 WHO 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四）低龄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良好，准老年群体受教育水平超一半达到高中及以上

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进入就业市场的年龄推迟、需要养老金支持的年份增加，同时

也意味着人口队列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等与劳动就业相关的人力资本的提升。2017 年中国综

合社会调查（CGSS）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60—64 岁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比例

为 53.9%，超过半数人口。其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 24.3%，有超过 1/5 的老人接受了

较高的教育层次；而在准老年群体中（55—59 岁），接受了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升至 68.2%

（见表 3）。这表明我国未来即将进入延迟退休的准老年群体具有较高的学识水平和再学习能力，

有足够的智力水平和知识储备继续从事社会经济活动。

随着 1949 年以后出生、在新中国扫除文盲运动中成长起来的 初一代人步入老年，一代

a  该占比值考虑到了健康预期寿命与预期寿命的相对增长速度。如有时候健康预期寿命和预期寿命均在延长，但
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重却在下降，这是因为健康预期寿命增长速度慢于预期寿命，因此需结合健康预
期寿命的绝对值，两者共同全面、综合地评估老年人 “ 健康长寿 ” 的状况。

b  健康工作寿命：在业人员预期工作年限处于健康工作状态下的时间。参见谭远发等：《平均预期寿命、健康工
作寿命与延迟退休年龄》，《人口学刊》201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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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新一代”老年人正在成为老年群体的主流。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表明，我

国低龄和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综上可知，我国数量庞大的低龄老年人特别是准老年

群体，在主观上有着较强的社会经济活动参与意愿，在生理功能和智力储备上也较大程度上具

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客观条件，是完全可以也应当充分开发利用的人力资本。

表 3 2017 年我国低龄 / 准老年群体分年龄受教育程度占比（%）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50—54 岁 34.70 36.51 17.68 11.11

55—59 岁 31.81 31.25 29.76 7.18

60—64 岁 46.06 29.68 17.18 7.08

资料来源：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四、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观念变革与制度创新

我国逐步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已是大势所趋，箭在弦上。作为一项与全体劳动者切身利益密

切相关的重大社会制度和政策调整，其带来的改革效应是长远而深刻的。特别是其作为对老龄社

会劳动力和养老金问题不足的政策回应，其正面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应在满足社会安定团结、经

过一定的窗口期之后，遵循小步慢提、渐进到位的基本原则， 终达到男女同龄的政策调整目标。

无论何种调整方案，在政策正式施行之前，全社会应就下述几项观念重塑与制度创新方面达成基

本共识和广泛认识，以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和制度环境保证政策改革的平稳、有序推进。

（一）没有年龄歧视的社会经济参与是老年人的一项基本权利

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了“老年人是资源，年龄就是资产”的观点。老年人自身

蕴含的经济产出能力、文化传承和社会价值等资源，是可以通过社会参与的方式呈现并发挥作

用。随着对使用童工的禁止和受教育年限的普遍延长，人们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在不断

的延后，其直接的表现就在于青少年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参与率的不断下降，并直接影

响整体劳动时间的供给。如果维持既定的退休年龄不变，则人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劳动时间

相应缩短了，而用于接受教育和退休以后的生活时间则大大延长。即使在劳动就业期间，每周

的法定工作时间也在减少。这将会带来劳动参与方面的代际不公平。

在工业化时代，确定退休年龄并给予老年人口养老金是一项重大的社会进步， 也构成了劳

动就业市场和劳动者工资决定的基础。老年人口在逐渐退出劳动就业市场以后能够公平地分享

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是老年人口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实现和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场域。老

年人口有全面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权利。没有年龄歧视的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支柱，也是

老年人口维持良好健康状况的主要途径。我们在强调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时候，通常会忽视老年

人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包括继续工作和就业的权利。

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偏见就是认为老年群体不再具有经济生产力，不再能为国家发展作出

贡献，而只是一个消耗大量社会福利和服务的群体。但如果从身体功能来说，大量 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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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我们现在 60 岁时的能力和体能，相当于过去 50 岁的人口，70 岁相当于过去的 60 岁。

由此引发众多的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论证为什么老年定义必须要改变。a 更新定义的另一

项重要作用是改变人们的传统认识并形成新的社会共识。过去，退休常常是与衰老相联系，退

休也经常被等同于一个人经济活力的衰退甚至是丧失。我们的很多劳动立法、社会政策和指标

统计事实上都在假定一旦退休，人们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都将不再存在，至少不再对社会经

济发展发挥作用。这其实是建立在过去对老年人能力认知的基础之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用 20

世纪的认知来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难以真正发挥公共政策的治理空间和政策效能。

从世界范围的趋势来看，很多国家都在不余遗力地推迟甚至取消强制性的退休年龄制度。

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取消退休年龄制度，创造终生活跃社会”的概念，更从 2021 年 4 月 1 日起，

宣布正式施行《改正高年龄者雇佣安全法》，规定 高退休年龄为 70 岁。b 这可能是日本破解

养老金危机的策略，但也是从观念和制度安排上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和形成长期趋

势的努力。延迟退休政策应真正惠及广大老年劳动者群体，这当中也应包含其社会经济参与的

权利保障，避免以年龄为唯一标准的歧视和排斥。这也是积极回应世界范围内对老年人从“慈

善的对象和福利的享受者”到“劳动权利的拥有者和社会发展的参与者”的认知转变。对延迟

退休政策的讨论应当更多地纳入老年人口基本权益的考量。

（二）延迟退休是激发老龄社会人力资本红利的重要举措之一

健康促进增进了人力资本红利。世界上主要的发达经济体都相继推出了国民延迟领取国家

养老金的 低法定年龄的改革措施，例如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将在 2023 年至 2029 年期间陆续

将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推移至 67 岁，英国将从 2037 年之后，逐步将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

上推至 68 岁。c 这些国家推动退休制度的改革动力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人口预期寿命

延长，老年抚养比越来越大，原有的养老金制度无法适应新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但是，我

们也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人口寿命延长

的同时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些国家的人口预期健康寿命也大幅提高。这意味着劳动

者拥有了更高的健康资本，从而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并由此产生新的人力资本红利。

这也为这些国家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改革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可以激发老年人口的健康红利从而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已有研究也表

明，延迟退休适当延长劳动年限可以给劳动者带来“健康红利”，d提升老年人的总体福利水平。e

研究表明，在 60 岁以后继续从事一些工作能够对低龄老人的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产生积极的

影响。从生理层面来讲，适度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能够促进身体健康，相当于

a  有些专家或机构（如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IIASA>）认为可以按照未来能够存活多少年（prospective old-
age threshold），而不是使用像现在这样用已经活过的年龄（chronological age）来定义老年标准。

b  《70 岁才能退休？日本为何再推迟退休年龄》，第一财经：https://www.yicai.com/news/101017208.html，2021 年 4
月 11 日。

c  Marty Parker, et al., "Population-based Estimates of Healthy Working Life Expectancy in England at Age 50 Years: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2020, (7).

d  James E. Hinterlong, et al., "Productive Engagement and Late Lif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Research on Aging, 
2007, 29(4).

e 陈友华、张子彧：《延迟退休对老年人口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20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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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一定程度的锻炼。从精神层面来讲，60 岁以后老人能够继续参与一些工作，一方面可以

保证其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务安全感和来自社会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继

续参与工作可以维持甚至拓展其社会网络，避免因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脱节而造成社会隔离。工

作是体现个人健康资本、智力资本和社会价值的途径之一。通过延迟退休政策，激发老年人口

群体的生产性，使得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转而构成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力资源。这些健康的老年

人力资源积极参与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将可以极大地冲抵由于低成本劳动力供给和年轻劳动

适龄人口比重减少消失的“人口红利”。

2016 年 10 月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纳入

国家战略，并提出“至 2030 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 79 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

的远景目标。推行退休制度改革，适当延迟退休年龄，让低龄老人能够更好地参与劳动力市场，

发挥并能有效促进老年人口的健康资本，亦是对“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积极推动和重要实践。

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应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在社会中形成鼓励低龄老年人社会经

济参与的普遍认识与广泛共识，致力于 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老年人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全体

成员收获更多的健康资本，尽快实现“以质量换数量”的劳动力发展策略。

（三）以逐步推行灵活的弹性退休制度拓展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空间

我国目前实行的主要基于现收现付原则的养老金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对老年人过去劳动成

果的补偿。这种制度设计在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在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有较大作用

的经济发展阶段运行良好。而在人口老龄化和现代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这双重因素作用下，现行

养老金制度必然是不可持续的。a

在前述人们的健康状况不断改善、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等条件下，劳动就业的

形式在发生持续性的嬗变，对人类体能、智力和工作能力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人们所能从事的

工作类型和能够工作的年龄也会不断变化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因而应将“退休”的概念与“衰

老”的意象脱钩，逐步将“退出正式劳动力市场”的权利 （或部分权利）交由个人选择，即个

人可以自主决定退休年龄（退出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或者是由个人和劳动力市场共同决定。但

由于社会养老金是一种公共资源且是涉及几代人利益的公共资源，确定公平合理的领取养老金的

年龄和相应的缴费义务和领取的权力就必须要符合社会的基本共识和公平要义。  

从目前在推迟退休政策大思路已确定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首先尝试逐步推行灵活的弹性退

休制度，即在保证退休年龄下限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适当提高部分劳动人口退休年龄的上限值，

并尊重个人（被雇佣方）和企事业单位（雇佣方）对于退休时间的双向选择，逐步实现退休年

龄弹性化，逐渐淡化由国家硬性规定退休年龄的制度安排。同时逐步把“退休年龄”的提法转

变为“领取全额养老金的 低年龄”，b 并遵循“早减晚增”（提取养老金的年龄每提前一年，

按一定比例减发；每推迟一年，按一定比例增发）原则，用以规范不同退休年龄领取养老金的

结构比例，以保障和激励更多老年人口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尽可能推

a  李军：《破解养老金困境亟待建立全要素贡献型养老金制度 —— 兼回复相关质疑》，《探索与争鸣》2020 年
第 6 期。

b 胡湛、彭希哲：《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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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提取养老金，缓和养老金提取的短时冲击效应，使得低龄老年群体由生产性人口向纯消费性

人口转化的时间窗口不断延后。国家应尽早出台退休制度改革的路线图，以使全体劳动者形成

合理预期。弹性退休制度可以在就业压力较弱的某一年份、先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高学

历高技能人群逐步开展实质性的推进。

（四）延迟政策的推行应兼顾不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并重视外部环境的变化

目前学者们在讨论延迟退休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时都是将劳动力市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来对待，并未加以严格区分。通常来讲，流动性较差、劳动力就业规模缺乏弹性的劳动力市场

比较容易受到延迟退休政策的负面影响。延迟退休带来的低龄老年劳动力供给增加会导致有限

就业空间的挤占，与青年群体的就业形成交集。流动性较好、劳动力就业规模弹性较大、更具

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则受延迟退休政策的负面影响较小。更有一些特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就

业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受到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较小。另外，某些劳动力市场，新增的低龄老

年劳动力需要配给相应的辅助岗位，会由于延迟退休的影响带来新增就业岗位，对就业市场带

来积极影响。此外，由于受到延迟退休政策影响而选择继续创业的低龄老人也会带来新增的就

业岗位。因此，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对于延迟退休的政策敏感度不同，在政策实施中应从对延迟

退休政策弹性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开始试点推行改革。

从短期效应来看，延迟退休政策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在现有就业规模下可能对青年劳动力就

业的挤占，提高新增就业岗位的难度。这种效应特别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而

变得愈加不明朗的情形下可能会更加突显。从中长期来讲，延迟退休会带来大量低龄老人劳动

力供给，一方面弥补了人口红利消退后的劳动力缺口，一方面拥有熟练劳动技能和较丰富劳动

生产技术的低龄老人劳动力能帮助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市场规模，从而容纳更

多的劳动力就业，实现良性发展。此外，还可以看到随着社会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大量新型就

业岗位被创造出来，代际之间的就业摩擦更多呈现的是结构性问题，并非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替

代关系。总体而言，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是短期的，而且在各个领域有所差异。

中长期来看，延迟退休带来的挤占就业空间的负面影响将会被生产效率提高、市场规模扩大、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等因素所抵消，并与之相互促进、良性发展。

此外，还需要意识到劳动力市场的外部环境也在同步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老龄化将与智能

化、数字化并行发展。以 AI 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将为延迟退休政策提供极大的技术支撑，为

延迟退休改革创造了更多的外部动能。一般认为，延迟退休政策释放了低龄老年群体的劳动潜

力，有利于发挥该群体在经验、语言、判断等晶体智力方面的优势，缓解了老龄社会劳动市场

的供给不足；但是，老年群体在体力、记忆、反应等流体智力方面的客观劣势同样影响了政策

实施效果。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方案。首先，现代科技发

展已使主要劳动力需求逐渐从简单体力重复性劳动向复杂脑力认知性劳动转变，大多数劳动本

身对体力的要求大大降低，而人工智能等技术则重塑了劳动的技能结构，再定义了优势技能与

劣势技能。相对而言，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体能、存储、推理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人机交互技

术的进步推动人机融合走向了发展的快车道。这就使得在妥善关照老年群体体力劣势的同时，

充分发掘低龄老年群体经验判断方面的相对优势成为可能。其次，人工智能等技术改写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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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打破了传统生产连接，重置了生产场景，AI、物联网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劳动的人与工

作地点分离的分布式工作布局提供了便利，办公地点多元化、工作内容碎片化、工作方式弹性

化将成为未来就业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工作足不出户，线上协作即可完成。在重构生产流程

的前提下，低龄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发挥其技能优势，能力辐射范围也将得到扩展，单个劳动

供给不再局限于当地，而是真正实现老年群体智力资源在全国范围的优化配置。因此，在人工

智能等技术的外部力量助推下，延迟退休或许可以更好地发挥其提高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效果。

（五）延迟退休需要整体性的制度和政策的配套

延迟退休的改革不仅仅是退休年龄的制度安排，需要对一系列现存制度、政策和项目的整

体性改革和完善。因此，需要在调整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推进相关政策和机制的改革以及公共

服务的改善，通过整体性治理的有效途径实现政策的 终优化目标。

首先，我国目前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

虽然法律已经规定了老年人口可以提供咨询服务，依法参与科技开发和应用，依法从事经营和

生产活动等，但在延长退休年龄的改革过程中，过渡期老年人口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权益保障

需要更加明确和精准的规定，并且应当涵盖更广泛的法律内容，诸如期间对社会保障、工伤条

例等等的明确规范。

其次，退休年龄改革不仅会影响到临近退休一代人的劳动参与，还将对他们下一代（子代）

的生育行为产生影响。老年人隔代照料是镌刻中国文化本源特征的 重要的社会参与之一。全

面三孩政策已全面施行，延迟退休年龄也势在必行。然而，在目前女性生育机会成本较高和缺

乏社会托幼服务的社会环境下，延迟退休可能会冲抵生育政策的效果，a 造成不同社会政策之

间的冲突和磨损。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时，就应同时考虑大力发展社会化托育服务、

适时出台如“男性产假”、家庭税收减免计划及消除育龄女性就业市场隐形歧视等一揽子配套

政策和公共服务，通过整体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助力延迟退休政策的顺利推行。

后，延迟退休还需要真正将终身教育体系构建起来。由于 AI 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

发展和运用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仅仅依靠传统的教育培训体系已经无法帮助

劳动力在其职业生涯期间能够持续地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并始终具有被雇佣的能力，终身教育

就成为在新的发展阶段保持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途经。因此，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推动终身

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对现行主要以休闲娱乐为主的老年教育体系进行适应性改革，鼓励企业和

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终身教育特别是老年职业教育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观点时提出，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

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要着力发挥老年人的积极作用。b 而退休年龄

的延迟和相关配套政策的改革则从制度体系上保障了老年人工作权利的实现，同时也体现了一国

的整体人口活力和社会对于全年龄段人口参与、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红利的开放姿态。c 同时，我

a 封进等：《退休年龄制度的代际影响 —— 基于子代生育时间选择的研究》，《经济研究》2020 年第 9 期。

b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 推动老龄事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6-05/28/content_5077706.htm， 2016 年 5 月 28 日。

c  王雪辉等：《退而不休：我国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特征及其开发利用的政策应对》，《老龄科学研究》2019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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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具体的时间安排和制度设计还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试点，需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实情，协调诸如劳动立法、社会保障、终身

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制度改革和项目设计才能顺利完成，也需要全体国民的广泛理解和积极支持。

延迟退休改革，是一场对于老年人文化状况、精神世界和劳动权利的观念审视与意象重构，亦

是全社会对“老龄与老年”这一命题的深刻反察与审思。

Retirement Age Reform:
Changes in Social Concepts and Innovation in Practice

Peng Xizhe, Song Liangjun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Retirement age reform is vital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wellbeing. Major 

economies across the world have been implementing pertinent reforms and the raising of the re-

tirement age has been a trend. 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 public opinions on such a reform in China 

are still divided, and a consensus to raise retirement the age is yet to be reached. To this end, go-

ing beyond the instrumental and rational framework of pension f nancial balance and the sustaina-

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e propose a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development from which 

the concept of ''the elderly'' needs to be redef ned, the rights of the elder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

ciety and economy are protected, and the elderly's needs of self-development are satisf ed. Fur-

thermore, we propose to envisage a discussion on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atti-

tud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based on the evidence-based judgment that the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is experiencing changes characterized by smart technologies and dig-

itization. We also put forward that the policy-makers need to consider the main demands of stake-

holders, adopt sound and f exible strategies to make the total welfare ef ect increasingly in line 

with the expectations of most members of the society, so as to avoid f erce social un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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