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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 缴 费 确 定 型”(即 “名 义 账 户 制”,下 简 称

“NDC”)养老金制度源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瑞典、意

大利、波兰和拉脱维亚率先引入这个制度。从此,NDC
就成为其他欧洲国家 (包括挪威、希腊等国)养老金改革

的一个样本,并作为世界各国 (地区)养老金改革的一个

基准开始逐渐普及开来。

NDC是缴费确定型 (DC型)的账户现收现付制,其

缴费来自个人或为个人而缴费的其他方式,支付给养老金

计划并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与制度的内部收益率进行

指数化挂钩。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之后,个人可选择在任

何时间退休并申领基于其资本余额和个人寿命预期计算的

终身年金。在标准的NDC制度中,养老金与内部收益率

实行指数化挂钩,基于现实债务 (未筹资)与资产评估

(筹资)的支付能力可以维持财务的平衡。

NDC养老金计划的重要特征是既具有代内的公平性,
也有代际的公平性,因为每个参保人的待遇水平是以其本

人的缴费为基础的,每代人的缴费率是相同的。制度是透

明的,逻辑是易懂的。此外,它支持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

弹性退休制度。另外,NDC可对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的

人口风险实施管理,筹资来自制度内部,养老金的承诺得

以保证,对政府而言不会对财政构成威胁。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老年人口没有养老金或养老

金数量十分有限,NDC计划的最大魅力是它可从工作人

口向当前退休人口提供转移支付,与此同时,劳动者的个

人账户计划已经开始运转。NDC计划的另一个优点是它

能帮助参保人理解公共养老金、企业养老金、个人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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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DC型账户计划,为养老金制度框架创建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

这套文集译自瑞典政府和世界银行2009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联合召开的

第二次NDC研讨会的论文集①。第一次NDC研讨会是由瑞典国家社会保险局

与世界银行于2003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联合召开的,我们第一部研究NDC计

划的文集就是那次会议的成果②。那部文集的目录显示了顶尖专家对这个领域

的研究成果,还显示了对NDC模式的检验和讨论,因为这个创新模式在当时刚

刚诞生。

摆在大家案头的是第二部文集的中文版,出版这个文集的目的是对实行

NDC改革十年以上的国家进行深入和全面的反思回顾,对世界范围内养老金改

革中有关NDC的地位和作用的讨论进行认真考察,对第一部文集讨论较少或关

注不够的有关制度设计和运行的重要内容进行深入研讨。这套文集里有两章是

专门研究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

我们相信,NDC概念对引导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努力方向是极具吸引力的,

NDC计划有五个优势特别适合中国的大背景:第一,NDC模式为应对人口老

龄化和确保公共养老金制度财务可持续性提供了一个最自然、最系统的改革路

径;第二,NDC方式可使一个国家的多种养老金制度平稳、和谐地整合为一个

制度,参保人迄今积累的养老金权益可以完整地转换到统一的制度中,成为和

谐的单一计划的初始资本;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性很高,

NDC制度下养老金账户的便携性有利于农民工的权益积累,并且可以为解决债

务问题提供不同的选择;第四,在NDC框架下,全面降低缴费率导致的债务积

压可通过扩大计划覆盖面获得的额外收益予以解决;第五,NDC计划具有灵活

性,它可作为养老金制度的主体,辅以社会养老金计划和完全积累式计划作为

“两翼”:NDC主体的比重越大,“两翼”就越小,反过来也一样。

我们希望读者从这第二部译著里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积累。我们早就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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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Holzmann,Robert,EdwardPalmerandDavidRobalino,2012.eds.NonfinancialDefinedCon-
tributionPensionSchemesinaChangingPension World Volume1:Progress,Lessons,andImple-
mentation.WashingtonD.C.:WorldBank;Holzmann,Robert,EdwardPalmerandDavidRobalino,

2013.eds.NonfinancialDefinedContributionPensionSchemesinaChangingPension World Volume2:

Gender,Politics,andFinancialStability.WashingtonD.C.:WorldBank.
Holzmann,RobertandEdwardPalmer,2006.eds.PensionReformthroughNDCs:Issuesand

ProspectsforNon-FinancialDefinedContribution (NDC)Schemes,WashingtonD.C.:WorldBank.该

书的中文版已于2009年2月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文书名为 《名义账户制的理论与

实践———社会保障改革新思想》,罗伯特·霍尔茨曼、爱德华·帕尔默主编,郑秉文等译,郑秉文和黄念

校译。———译者注



中文版前言  
 ZHONGWENBANQIANYAN

将于2017年10月5—6日在罗马召开第三次NDC研讨会,第三部会议论文集

将于2018年秋天出版,届时将给大家的书架上再增添一本新书。

罗伯特·霍尔茨曼

维也纳/吉隆坡/悉尼

爱德华·帕尔默

斯德哥尔摩/乌普萨拉

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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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产生的影响进行辨析是需要时间的,尤其对那

些开创性的改革来说更是如此。瑞典是20世纪90年代仅

有的几个首创与实施NDC制度的国家之一,其他国家还

有意大利、拉脱维亚和波兰。
瑞典养老金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长期内尊重并信

守养老金制度对瑞典退休者和缴费者的承诺,我们对此牢

记在心。我们认为,小步和渐进的改革可能产生加剧现行

制度缺陷的风险,因此,瑞典踏上了对养老金制度具有重

要意义的体制变革和创建NDC制度的政治之旅。支撑改

革的哲学基础是在动态的人口与经济环境中寻求财务稳定

性,与此同时,在代际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通过分散经

济、财务和人口等方面风险的方式建立起公正性。
这听起来非常苛刻吗? 是的。但是,在瑞典养老金制

度结构向NDC转换的过程中可以把这些哲学理念嵌入制

度设计之中。我们的制度特征具有公共性、普惠性和强制

性,它坚持的基本原则是社会经济的公平性,这是一个将

养老金建立在终生收入基础之上、与个人账户缴费积累完

全相符的制度。缴费与待遇直接挂钩还能增强工作激励,
它来自精算型的制度结构,其年金因子是以退休余命为基

础。事后看来,这些制度设计特征带来了结构性的性别平

衡,尽管要使男性与女性的实际养老金结果实现平等还有

很多工作需要做。瑞典的NDC制度提高了养老金制度的

透明性,特别是制度的财务状况。我们看到,这样的制度

更多地将受益人的需求作为决策的根据。所以,为了保证

制度激励机制和结构运行正常,决策者和养老金提供者有

责任为大众提供易于理解、全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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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的世界经济形势再度引发养老金改革。经济危机使欧洲范围内养老金

制度的弱点愈加彰显,改革浪潮对过去五年来养老金政策的影响巨大。在经济

危机的初始阶段,一般来说,改革被视为巩固预算或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的组

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反周期性。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结构性改革的发展趋势,
旨在经济和人口的压力下确保养老金的长期充足性。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如挪威和埃及)也选择了NDC制度。瑞典养老金改革

发端于1999年,总体看经受住了过去15年来暴风雨般的考验。然而,对养老

金改革效果进行检视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制度结构转型效

果更加理想,即使劳动力市场行为和条件特别是女性的环境发生变化。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瑞典政府与世界银行和瑞典社会保险局于1999年在斯

德哥尔摩共同举办了那次研讨会。来自不同国家的知名专家对不同NDC制度设

计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吸取政策教训,重新

审视我们改革的初衷,探索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领域。没有机会参加那次大会的

有关人士可在这个出版物里分享到这些浓缩的知识精华。
感谢来自全球各地的有关官员和专家参加那次研讨会并分享他们的研究经

验和知识;感谢世界银行和瑞典社会保险局的努力,他们为研讨会的成功举办

和这套文集的顺利出版做出了贡献。我相信,他们的努力为审视我们的改革打

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为那些有兴趣根据本国情况试图引入NDC的国家打开了

方便之门。

乌尔夫·克里斯特森

社会保障事务大臣

瑞典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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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和社会保险其他项目是任何社会保护制度的一

个组成部分,其双重目标是防止收入急剧下降和预防由于

老年、残障或死亡导致的贫困。有关养老金制度在保护、
预防和 促 进 领 域 的 重 要 作 用 在 世 界 银 行 最 新 出 版 的

《2012—2022年社会保护战略》中已经得到重申和拓展。
这个新战略对以往十年来养老金改革的成功与挑战做了回

顾;在那十年里,世界银行成为养老金改革的主要推动

者。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战略为养老金制度确立了三个重

要目标,即覆盖面、充足性和可持续性,这是世界银行的

概念框架。这个新战略还对这些目标与难免出现的困难之

间如何达到最佳平衡给出了答案。这个新战略还囊括了目

前日益关注的利用社会养老金缩小覆盖面缺口的问题,探

讨了利用缴费配合覆盖面和/或充足性的拓展问题。
这部综合性研究文集 “名义缴费确定型” (即 “名义

账户”,下简称 “NDC”)探讨和记录了为这个新制度或

改革选项及其平衡这三个目标的能力所做的努力。传统的

DB型计划面临重重困难,改革陷入碎片化,在DB型计

划与其替代性方案即预筹资型 (prefunded)个人账户计

划二者之间陷入僵局。在这个时刻,标新立异的未筹资型

(nonfinancial)个人账户计划提供了一个有前途的选择。
当前的金融危机正转向主权债务危机,这场危机提高了

NDC制度的吸引力,因为NDC计划的目标是实现代内和

代际公平性,为分散经济和人口风险提供了一个透明的制

度框架,并且,如果设计得当,能够为养老金制度的长期

财务稳定性提供保障。NDC的方法如果辅之以最低保证

养老金、显性的非缴费型养老金权利和一个积累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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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提供一个有效的预防贫困并分散风险的制度框架。
这部文集是世界银行与瑞典社会保险局密切合作的成果,源自2009年在斯

德哥尔摩召开的有关NDC的第二次研讨会。这部文集得到瑞典政府和世界银行

的联合资助。我们十分感谢瑞典政府提供的财务资助、智力支持以及良好的合

作成果:对发达经济体的一项养老金政策创新进行分析,对仍需探索的养老金

理论和制度挑战进行调研,对发展中国家养老金改革方向进行探讨。

塔玛尔·马努埃里安 世界银行人类发展网络副主席

阿鲁普·巴纳吉 世界银行社会保障与劳动处处长

罗伯特·帕拉西奥斯 世界银行养老金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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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社会保险局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 “NDC养老

金制度研讨会———进步与新前沿:变化中的养老金世界”
(2009年12月2—4日,斯德哥尔摩)及其两卷本文集是

很多人和很多机构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衷心感谢瑞典政

府,特别是瑞典社会保障部,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大会和文

集出版提供了财务支持,还因为他们鼓励我们特别关注

NDC计划中的性别问题。所有这些都已证明,举办这次

研讨会和出版这套文集是十分重要的。世界银行向我们提

供了足够的会议场地和智力支持,使我们能够集思广益,
收到来自各个部门诸多同行的指点和信息反馈。

参与写作的58位专家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信守承诺,
不辞辛苦,最终才使本书的24章和评论得以展现出来;
从制定这个写作计划至今,我们已经让他们辛劳了三年。
他们忍受了我们的说服、纠缠、引导和劝服,心甘情愿地

投入这项没有任何货币补偿的工作。当各章节草稿初显

时,并非所有的作者都是铁杆的 “NDC迷”,但现在,可

以说所有的作者都陶醉于 NDC计划的方法论及其潜能,
都致力于研究NDC制度的优劣和利弊。对他们投入的时

间、精力和信守承诺,我们十分感激。
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想火花在呈现给读者之前需要

进行整理、转化和适当的版式安排。非常幸运的是,世界

银行出版处给予了阵营强大的支持:保拉·斯卡拉布林任

策划编辑,马克·英格布雷森任制作编辑,他们的献身精

神和专业技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还要祝福两位重要的文

字编辑,南希·莱文和琳达·斯特林格,他们为学术思想

与写作转化为正确、流利的英文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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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FTU All-ChinaFederationofTradeUnions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

AFP collectivelyagreedearlyretirementscheme
集体协商的提前退休计划 (挪威)

AFP administratorofpensionfunds(administradorade
fondosdepensiones) 养老金管理公司 (智利)

ARMA autoregressivemovingaverage 自回归移动平均

CEPAL ComisiónEconómicaparaAméricaLatinayel
Caribe 拉美经委会 (联合国)

CPI consumerpriceindex 消费物价指数

DB definedbenefit 待遇确定型

DC definedcontribution 缴费确定型

DSI disabilityandsurvivorshipinsurance
残障与遗属保险

EC EuropeanCommission 欧洲委员会

ECB EuropeanCentralBank 欧洲中央银行

ECLAC EconomicCommissionforLatinAmericaand
theCaribbean 拉美经委会 (联合国)

EGAD EgyptianGovernmentActuarialDepartment
埃及政府精算部

EMU EuropeanMonetaryUnion 欧洲货币联盟

EU EuropeanUnion 欧盟

FDC financialdefinedcontribution
实账缴费确定型 (与NDC相对应)

GARCH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het-
eroscedasticity 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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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grossdomestic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GSIF GovernmentSocialInsuranceFund 政府社会保险基金 (埃及)

HPA affiliates’pensionhistories(historiasprevisionalesadministrativas)
雇员养老金历史 (智利)

IKA SocialInsuranceOrganization 社会保险组织 (希腊)

IMF 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E NationalStatisticalAgency(InstitutoNacionaldeEstadísticas)
国家统计局 (智利)

INP InstitutodeNormalizaciónPrevisional(Chile)
养老金标准化研究所 (智利)

INPS NationalSocialSecurityInstitute 国家社会保障研究所 (意大利)

IT informationtechnology 信息技术

MDC matchingdefinedcontribution 配套缴费确定型

MoHRSS MinistryofHumanResourcesandSocialSecurity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

MPG minimumpensionguarantee 最低保证养老金

NDB nonfinancialdefinedbenefit 名义待遇确定型

NDC nonfinancial(notional)definedcontribution
名义缴费确定型或名义账户制

NIB NationalInvestmentBank 国民投资银行 (埃及等)

NOSI NationalOrganizationforSocialInsurance 社会保险国家组织 (埃及)

OECD 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ASIS assistancepensions(pensionesasistenciales) 救助式养老金 (智利)

PAYG payasyougo 现收现付制

PSIF PublicandPrivateSocialInsuranceFund
公共与私人社会保险基金 (埃及)

PSS&UT publicservicesectorandpublicundertakings 机关事业单位 (中国)

SAR 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 特别行政区

SP PensionsSupervisor(SuperintendenciadePensiones) 养老金监督机构

SSIA SwedishSocialInsuranceAgency 瑞典社会保险局

ZUS SocialInsuranceInstitution 社会保险局 (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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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进入青春期的NDC:
教训和问题

罗伯特·霍尔茨曼 爱德华·帕尔默

在本导论的章节里,我们列出了这两卷本汇集研究的 “名义缴费确定

型”(NDC)计划即 “名义账户制”(下简称NDC)的动机和背景,考查了

采用NDC模式国家的简要历史,总结了两卷本的内容,并为政策研究议程

提供了政策结论和建议。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 正如意大利、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的经验所示,NDC计划运作

良好,但仍有改进余地;

• 应立即实行转型,以避免未来出现问题;

• 当转型成本显现时,应识别它并支付,这是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 采用显性稳定机制,以保证偿付能力;

• 建立储备基金,以确保流动性;

• 制定一个分担系统长寿风险的显性机制;

• 识别、分析和解决NDC计划的性别问题。
建议研究日程列出先后顺序,以下四个任务应优先考虑:

• 根据养老金制度的主要目标,并与设计的替代方案进行比较,评估

NDC计划的结果;

• 开发养老金资产和债务的测量工具,指导NDC计划的引入、调整

和可持续发展;

• 漓清NDC (为中央消费平滑支柱)与其他支柱和待遇的交叉互动

关系;

• 解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NDC计划的设计和实施问题。

NDC计划现正处于十几岁的豆蔻年华阶段。这一概念诞生于20世纪

90年代初,并于90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国家付诸实施。迄今为止,实施

NDC计划最完整的国家有意大利、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但 NDC计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已被其他国家采用。当全世界似乎陷在传统的DB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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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碎片化改革与采用预筹积累制和做实账户计划的两难僵局时,这一创造性

的非积累型个人账户的做法立即点燃了新的希望。
在较早一期的论文集中,我们 (HolzmannandPalmer2006)回顾了NDC

的童年时代①。六年后,NDC青春期到来,为确保 NDC在成年期能够取得成

功,到了考察NDC的经验教训和评估其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第一本书是2003年9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以外的桑德哈姆恩岛上举行的一

次会议的产物。出版那本书的目的是向全世界范围的读者介绍具有创造性的

NDC养老金计划模式,召开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严格审查这一新思想,将这一领

域中主要专家的对话内容记录下来。
现在这部文集是2009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二次NDC会议的产

物,它得到了世界银行和瑞典社会保障局的资助。第二次会议和这部文集的目

的在于更深入、更全面回顾十多年来已经实行 NDC国家的经验,评估近来把

NDC计划置于养老金改革领域的诸多讨论,并详细解决第一部文集很少或者几

乎没有注意到的与NDC设计和实施有关的重要问题。
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发生的经济衰退

中,有偿付能力的养老金制度的重要性显得特别突出。希腊、葡萄牙、西班牙、
一些东欧和中欧国家以及其他潜在高负债国家的财政困境证明,财务不可持续

的养老金制度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根据市场对主权

国家信用的判断,在许多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的未来承诺是养老金债务。金融

市场很可能对养老金债务的不确定性以及导致的偿付能力问题做出越来越激烈

的反应。如果没有养老金改革,尤其在发达经济体里,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
退休人口存活率迅速增长,巩固公共财政很难取得成功。

出现这种相同情况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中也存

在财政担忧,因为根据联合国对这些国家未来半个世纪的人口预测显示,相当

数量的人口将面临老龄化的问题。尽管其中许多国家的养老金历史很短,但在

财政上已背上了养老金制度不可持续的沉重负担。在建立全国养老金制度时,
其他国家应学习当今众多的国际经验。

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当前养老金制度的碎片化和低

覆盖率。此外,设计不良的待遇确定型 (DB)计划常常并行操作,其便携性的

弱化影响劳动力的流动,造成不平等。平均而言,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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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养老金对劳动力的覆盖率不到30%,而在现行的养老金制度里要扩大覆盖

率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有的国家覆盖率相对较高并在不断扩大,但如果不进行

系统性变革,要获得长期财务可持续性也是没有希望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NDC改革变得具有吸引力,即使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也是如此。这种改革带来的养老金债务完全透明,其内生机制对支付能力

和财务可持续性具有保障作用。NDC的特征是中性的和面对面的劳动供给的个

人决策,并且具有完全相同的潜能来促进 “实账缴费确定型”(FDC)(或预筹

积累)计划的形成,与典型的DB型现收现付制 (NDB)形成鲜明对照。此外,

NDC的制度设计为整合或至少统一制度打开了大门,促进了养老金的便携性。

NDC还可成为设计其他替代性安排的建筑模块,旨在扩大非正规部门养老金的

覆盖面。
各国正在仔细观察NDC的另一个原因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持续发生的

严峻的金融危机动摇了对 “实账缴费确定型”(FDC)的信心,而许多经济学家

过去一直认为FDC是一个国家首选的养老金可替代性措施。经过以往十年的金

融危机之后,FDC对许多国家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此外,不少专家预测,
未来金融市场获得的收益率将会很低,这是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他

们将进入其生命周期的消费阶段,除经济基本面之外,剧烈震荡现象将持续下

去。
更重要的是,鉴于许多国家的显性公共债务居高不下,建立预筹积累式制

度所需的支付转型成本在财政能力和支付意愿上都可能会降低。轻视转型成本,
忽视经济冲击产生的财政影响,所有这些,在许多拉丁美洲和中东欧实施养老

金改革的国家已经证明是致命的。针对这些制约因素,NDC改革为新兴经济体

提供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即使养老金的最终目标是实施完全积累制,

NDC也完全可为其打下一个基础,其具体途径是建立一个既有支付能力、又可

由金融资产部分做实的个人账户系统。随着条件的不断完善,制度的筹资水平

可相应提高。

2003年召开的NDC大会及其随后2006年出版的书,其目的是为了让全世

界关注传统的NDB (名义待遇确定型) (或 “非积累的”)养老金计划已经有

了一个全新的、很有前途的改革前景。与会者提交的文章描述和讨论了NDC概

念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基础,改革先驱们从NDB转变到NDC所使用的方法,早

期的经验教训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这本出版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重要研究

成果不断涌入到全球各国养老金改革委员会的讨论之中,一些国家采用了

NDC,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德文和西班牙文。

2012年的这个出版物分成两卷,因为投稿过多,我们不得不进行删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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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是关于NDC的进展、经验和实施,其中,包括对意大利、拉脱维亚、波兰和

瑞典这四个试点国家经验教训的详细分析,埃及和挪威根据NDC方法进行的新

试点,智利 (回顾性地)、中国和希腊实施NDC的总体思路。有一章讨论的是

NDC某些功能是否可以在NDB制度改革背景下进行模拟,正如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OECD)一些成员国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下卷研究的是关于NDC的

性别、政治和金融稳定,包括对2006年出版物很少注意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的

问题也进行了深入分析。性别视角是五章的焦点,它涵盖了这一领域至今最全

面的讨论。金融稳定有关的问题在六章中进行了探讨,涵盖了NDC的微观经济

和宏观经济的诸多领域,例如,NDC平衡机制与债券的潜在作用、储备基金的

使用、遗留成本的处理,设计年金产品时长寿风险的管理技术问题等。
尽管这两卷本书深入探讨了很多问题,但有些问题还是没有提供现成的理

想答案。我们将在本章结束部分回来探讨这些问题。
接下来,我们将总览这两卷本二十四章的结构,然后是识别关键政策的经

验教训,概述未来研究的议程并给出结论。

投 稿 概 述

这本文集的内容分成六个标题。在上卷中,第一部分评估了一些国家的经

验教训和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介绍了正在实施或考虑的改革。在下卷中,第

一部分着重关注的是NDC养老金改革中的性别问题,第二部分讨论了政治经济

学的问题,第三部分考察的是与NDC支付能力、流动性 (liquidity)和稳定性

相关的问题,第四部分囊括了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小组思考的其他四个话题。

上卷第一部分: 评估经验教训和问题

第一章 《进入青春期的NDC:教训和问题》表明了本书的目标,介绍了两

卷本将要处理的问题,概述了总体结论和建议。
第二章在 《第一波NDC改革浪潮:来自意大利、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的

经验》中,阿格尼斯卡·克洛恩-多明扎克、丹尼尔·佛朗哥、爱德华·帕尔默

对四个早期实施NDC计划的国家做了全面介绍和评估,包括对改革途径、改革

设计、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的描述和分析。意大利、拉脱维亚和波兰必须要立

即应对遗留福利待遇和特权应如何 “兑现”问题,如何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特别是提高妇女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问题。瑞典避免了这些特殊问题,其现行的

公共养老金制度早已真正普及,改革时男女领取养老金的正常年龄已是65岁。
在所有四个国家中,一个拥有完整职业生涯的平均收入者,其预期毛替代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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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65%。
这四个国家缺乏夫妻之间权利重新分配的规则。这个缺点加上其他缺点,

例如,妇女由于退休早和分娩等因素离开正规劳动力市场而使其记账不足,增

加了老年妇女丧夫后陷入相对贫穷的可能性。

NDC的必要条件是保持财政稳定,原则上这可以通过NDC计划的设计得

到保证。这项研究检验了意大利和瑞典劳动生产率永久下降、退休人员较高的

预期寿命和最小年龄组人群持续下降的反应。虽然常常有时滞,瑞典的平衡机

制维护了财政稳定,而意大利的制度设计并没有提供在经济或人口的负面冲击

下可以引导NDC获得财政稳定的自动平衡机制。研究表明,负面冲击将导致长

时间的赤字。由于拉脱维亚和波兰的养老金支付只与价格指数挂钩,因此,在

实际工资总量增长时期 (即使没有储备基金),养老金计划将处于盈余状态,但

当名义工资总量增长低于通货膨胀率时,养老金计划就会处于赤字状态。

2011年,意大利对主权借贷日益增高的市场利率做出回应的办法是加速向

NDC转型,其具体手段是对所有工人强调资历规则,为2012年底前所有养老

金缴费者创建NDC账户。此外,所有工人法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2012年起

(在私人部门工作的妇女从2018年起)一律提高到66岁,并且从2013年起,
领取养老金的法定年龄 (以及老年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都会自动与预期寿

命指数化挂钩上调。尽管意大利 (如同波兰和拉脱维亚)处理盈余和赤字的显

性机制仍然缺失,但其NDC加速转型之后,使其与其他试点国家一致起来,其

中,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指数化是其一个重要特征。
最后一项观察是,2008—2010年的经济危机在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引发

了公众辩论,但经过这次公众严格监督审查之后,运行十多年的NDC终于幸存

下来了。
第三章爱德华·怀特豪斯在 《殊途同归:发达国家的NDC和养老金改革方

向》中考察了OECD国家在其最近的改革中把NDC制度设计的重要成分纳入

其中的程度。为此,作者将虚拟账户与其他两种为公共养老金和收入挂钩退休

金计划设计的制度进行了比较:积分制和待遇确定型 (DB)计划。他的研究结

果显示,虚拟账户在提供退休收入的公平和效率方面有四个优势:

• 养老金待遇是基于终生的平均收入,而不是建立在一组 “最佳”或 “最
后”年份工资的基础之上;

• 缴费增加一年,将导致替代率的相应提高;

• 提前退休将减少待遇水平,推迟退休则会增加待遇水平,旨在反映出缴

费期限的长短;

• 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待遇水平会减少,这再次反映出支付养老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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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
怀特豪斯得出结论说,近年来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国

在没有明确采用名义账户的情况下就已实现了NDC计划生来具有的许多目标,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样的评价。

然而,这一章给出的明确信息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DB型养老

金计发的资格和规则正在缓慢地、但稳步地与 NDC的基本结构趋同。这是

NDC图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NDC图景的其他部分———本章没有涉及———是

采用指数化作为稳定机制,以引导养老金计划走向固定缴费率和透明规范规则,
旨在为引入理想的分布特征而融资,维持长期财务支付能力。

上卷第二部分: 法定的改革或建议的改革

随着NDC改革在一些欧洲国家的实施,其方法受到追捧,还被有些国家复

制。第二部分研究了两个最近进行NDC立法改革的国家,即埃及和挪威,以及

建议进行类似NDC改革的两个国家,即中国和希腊。中国对NDC模式很感兴

趣,鉴于NDC做法在独立国家建议中的显著地位 (例如参见2008年巴尔和戴

蒙德的文章),中国成了两篇论文的主题。智利这章在强调缴费密度、工资和投

资回报率的历史数据基础上,考察了如果智利1981年实施的改革是NDC而不

是FDC的话,这个国家今天的境况究竟会是怎么样的。
第四章是由阿恩·马格努斯·克里斯坦森、丹尼斯·弗雷德里克森、奥

勒·克里斯蒂安·利恩和斯托伦撰写的 《挪威养老金改革:将NDC与再分配

目标相融合》,考查了挪威最近的养老金改革以及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这次

改革吸收了NDC全套计划的许多成分但不是全部成分。改革的主要成分如

下:

• 在终生收入的缴费率基础上累积养老金的权利并作为个人账户的基础;

• 育儿、失业、疾病和服兵役期间依然对缴费进行记账;

• 将家计调查型的 “保证养老金”作为基本的安全网,为每年的收入设置

上限作为养老金积累的基础;

• 从2011年起,对62岁至75岁的员工采取灵活退休年龄,退休金水平

根据退休时的账户价值、退休时同组人群的预期寿命和0.75%的前载因子决

定;

• 工人的账户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按平均工资增长进行指数化。

1954年和1962年间出生的新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是根据新旧规则,以

养老金待遇与养老金资格新增的份额结合起来为基础,而养老金资格则来自青

年组参加的新计划。全部养老金待遇水平建基于为1963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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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规则。然而,养老金新指数化公式早在2011年就已执行。从2011起,所

有支付的养老金都是根据平均工资增长减去0.75%予以指数化的,这是新NDC
的前载因子,看上去很像确定待遇水平和计算年金的挪威公式。前载功能把未

来工资增长的一部分移到初始年金值中,这个特征在意大利和瑞典NDC中也可

看到。
与改革前养老金制度相比,这种累积养老金权利的新模式加强了个人劳动

收入与养老金待遇的联系,从而提高了参加劳动的积极性。但这些激励措施由

于下列再分配原因而得到改善:家计调查型的保证养老金、无偿照顾子女的给

予记分和年收入设定上限。对劳动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建立

基于账户价值和同组人群寿命预期的激励措施,这种激励促使个人推迟退休,
从而抵消了由于预期寿命提高对支付养老金产生的影响。作者使用微观仿生模

型,估算了典型案例的替代率情况,对改革前的养老金制度和改革后的养老金

制度进行了比较,并记录了改革的可持续性和分配效应。
挪威养老金制度看上去很像NDC,但仍属于一般政府预算,没有像瑞典那

样试图使养老金计划从预算中独立出来。尽管增长的预期寿命在年金制度中得

以抵消,但没有建立应对人口突发事件的平衡机制。———特别是不能应对劳动

力日益减少,而且还低估了寿命预期的前景。如果这样的人口事件爆发,那么

由此产生的财政赤字将由政府财政加以消化。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为平衡长期

内的公共财政,就应由政治家来决定如何调整税收和政府开支。因此,在挪威

模式中,覆盖人口劳动力风险的是政府的一般财政预算。与劳动力的规模相比,
由于现有老年退休人员数量较小,因此,能够覆盖养老金支出的实际缴费率要

大大低于18.1%,而18.1%才是建立起NDC养老金权益的资格条件。养老金

领取人群的增长必然要求提高缴费率,而缴费率水平估计要在2040年左右才能

趋于稳定并与NDC账户权益一致起来。
第五章在 《埃及新型社会保险体系:新兴经济体的NDC改革》中,穆罕默

德·玛艾特、古斯塔沃·德马科概述了NDC改革的起源、结构与2010年立法,
在2011年 “阿拉伯之春”之前将这些改革列入议程。现在,实施日期推迟至

2013年7月。这次改革的推动力来自增加财政赤字的长期预测,改革的目的是

创建养老金制度,以解决财务可持续性问题和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推动再分配,更好地回应当前的社会需求,改善缴费激励,为所有65岁及以上

人口提供全面、可及的保障收入。
新制度的覆盖范围将会逐渐成为普世制度,覆盖以前没有覆盖的人群,如

临时工、季节工、农民、建筑行业中的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还有许多其他

群体。新制度还将消除某些群体的特权,对所有参保成员一视同仁。对新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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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以前没有缴费记录者而言,改革的核心是从非积累的 DB制强制性地向

NDC与FDC混合型制度过渡;对以往已有缴费历史记录的人而言,改革的核

心是自愿过渡到新制度。NDC和FDC的全部缴费率是19.5%,鼓励将缴费总

额的20%至40%进入FDC部分,这个部分集中外包给专业管理机构。除基于

NDC-FDC的混合型缴费计划之外,还有一个普惠型的基本养老金,由埃及财

政部提供资金,其水平相当于税后全国平均工资的18%。NDC各部分的总体设

计已经完成,但其实施和制度能力建设在不久的将来需要更大的努力。
第六章是郑秉文撰写的 《中国:一个创新的混合型养老保障的设计方案》,

他提出了在中国全面进行养老金改革的想法,改革的核心是 NDC-FDC方法。
作者建议把当前的 “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起来———实账积累的个人账户

建立于1997年,但仅在少数几个省份予以执行———拆分为名义账户和完全预筹

账户。郑秉文利用模型计算,根据不同的缴费率和筹资水平,对该方案的财务

可持续性进行了描述。根据作者的观点,这项政策建议考虑到了中国具体的制

度和文化背景,代表了养老金设计的创新,既不同于瑞典的NDC,又不同于目

前的养老金制度,因为当前的制度缺乏缴费和待遇之间的直接联系。郑认为,
这个改革将解决现行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1)在县级层面统一制度碎片化问

题,改善再分配和便携性,改善劳动力的流动性;(2)提高现有制度的筹资水

平; (3)解决财务可持续问题; (4)提高透明度,激励个人参保和缴费;
(5)创造条件把覆盖面扩大到整个劳动力群体。

第七章是由海基·奥克萨宁撰写的 《中国:老龄化经济下的养老金改革》,
该文分析了碎片化的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选择问题,并对 NDC改革做了论

证,目前,这个制度仅覆盖了55%的城镇职工和百分之几的农村居民。奥克萨

宁简要概述了中国养老金保障历史之后,讨论了养老金改革的原则,考察了近

期的改革建议,特别提到要降低缴费率,以便改善合规性和扩大覆盖面。中国

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奥克萨宁认为,向NDC过渡是在寿命提高的背景下引入

确保财务可持续性的养老金规则的有效方式。
奥克萨宁指出,把累积型的退休金权利转变成NDC账户并应用新的NDC

驱动的指数化规则,这种举措在中国养老保障制度中未必是向未知领域的一个

跳跃;相反,它可以是对当前规则的一次有用的和久盼的澄清,是一个通向全

国更加制度统一的手段。奥克萨宁使用中国数据,在仿真模型的帮助下提出了

一系列可能改革的设计场景,并评估了这些改革的社会影响和财务影响。为解

决激励性和覆盖面的问题,引入 NDC的各设计情景均假定缴费率为20%和

16%,而不是现在高达28%的缴费率。在模拟的三层制度中 (统一费率制、

NDC制和预筹养老金制),20%和16%缴费水平的平均替代率分别只是4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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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这是下一个十年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结果,因此,留下的选择只能是快速

提高退休年龄 (妇女超过已假定的64岁,男性超过已假定的67岁)或者快速

提高缴费率。
第八章是由内克塔里奥斯撰写的 《希腊:NDC范式作为可持续养老金制度

的框架》,它以希腊目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2010年夏天实施的养老金改

革为背景,提出了一个类似NDC的养老金改革愿景。2010年之前,希腊是欧

盟内少数几个没有采取全面有效养老金改革的国家之一,其养老金制度是 “地
中海福利国家”的代表性产物,其特征是广泛的碎片化、非常高的工薪税率和

不足的养老金水平 (尽管缴费率很高)。乃克忒里奥斯研究了这种自相矛盾的情

况,介绍了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不断努力 (主要通过有限的参数改革措施),测算

了养老金制度财务长期不平衡的未来,并对2010年实施的强制而匆忙的养老金

改革中如何错失一次财务可持续性、代际公平性和透明性的机会进行了讨论,
认为向NDC-FDC混合型模式转变可以恢复希腊人民对国家养老金长期承诺的

信心,因为那是以公开的方式解决财务可持续性和代际公平性问题,同时还可

创造一个旨在可以较好改善行为激励的透明结构。在微观层面,他的这些建议

会增加生命周期平滑消费中个人自我角色的意识。在宏观层面,这些建议会提

高制度的规范性,使降低目前非常高的缴费率成为可能,并可提高整个参保群

体的公平观念。
第九章是法竞希儿博和大卫·A.罗巴林诺撰写的 《智利养老金向DC转型

的财务成本与待遇评估:一个回溯分析》,该文研究了智利如果在1981年引入

的是NDC模式,而不是目前的FDC,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这项探讨对那些

为解决财务可持续性和改善经济刺激而正考虑养老金结构性改革的国家,对那

些正在权衡FDC与NDC的利弊、对下一步改革是FDC还是NDC犹豫不决的

国家,是非常相关的。由于不可能在一个特定的经济和历史环境中同时对两种

制度进行试验和测试,因此,一般情况下,两个制度的养老金提供和转型成本

等在进行比较时都是基于未来的精算模型。这项研究利用独特的机会,依靠

FDC时期积累起来的数据,对NDC下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了模拟。
三个结果显示,第一,FDC计划下的转型成本毫不奇怪,地明显高于NDC

计划下的转型成本,在智利第一个45年里甚至高达GDP的50%左右。但无论

在哪个计划下,继承的遗留成本都很高,因为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缴费率得以

降低。第二,在NDC下,2008年之前的最低养老金保障的成本会更高,因为

其支付的养老金是与参保人工资增长率指数化挂钩的,改革后的第一个20年

里,金融资产回报率高于工资增长率,但分析表明,结果并不总是如此。第三,

NDC的预期替代率未必很低,这是因为,假定随机过程是驱动FDC支付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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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动力,而NDC的经济回报率则不是。

下卷第一部分: NDC改革中的性别问题

性别问题在世界各地养老金改革话语权中获得的关注仍是十分有限的。由

于这个原因,在瑞典大会主办方的鼓励和支持下,第二次NDC会议收到了5篇

专门论述NDC改革中关于性别研究的论文。这些研究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其

结果是把养老金改革中性别问题的重要性推向了会议前沿。如果没有这些专题

研究的投稿,本文集就将缺少养老金政策制订中一个关键环节。
第十章由詹姆斯撰写,标题是 《(N)DC世界中的性别:问题与选择》。詹

姆斯以养老金改革的概念为开篇,对性别问题做了研究,其重点是NDC必须做

出的具有性别含义的关键选择:退休年龄的决策、安全网条款、支付条件、对

寡妇和高龄妇女的安排。除波兰妇女退休年龄较早以外,实施NDC计划的国家

里,几乎没有关于性别的特殊规定,但许多规定仍然对男性和女性产生不同的

微妙影响,甚至同样的政策对两个性别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女性劳动力的

数量更为有限,女性工作的收入较低,而她们的预期寿命更长,并且很可能最

终会变成寡妇,一直孤独生活到垂暮之年。
由于女性寿命比男性长,因此她们晚年可能要面对经济困难的风险。因此,

关于年金化、指数化、遗属待遇以及 “共同养老金”的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就

逐渐形成了她们的生活标准。NDC支柱中的强制性年金和正在使用的生命表,
再加上安全网中最低养老金的支持,所有这些都隐含着有利于女性的分配效应。
但是,退休期间NDC养老金真实价值增长机制缺位,如果安全网的待遇价格走

向指数化,从纯粹定额式养老金转向补差定额式养老金,削减遗属待遇等都会

对女性 (和男性)产生负面影响。女性法定退休年龄早,表面看上去似乎是个

特权,但在现实中,如果女性接受这个特权,正如许多人会接受的那样,在DC
型计划里,退休早就意味着缴费年限少和预期寿命长,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

女性 (和男性)每年收到的养老金要少。
对于每一个设计特征,詹姆斯都勾画出总体分析要点,然后描述现实情况,

以便将NDC计划中的内生选择与任意选择 (因此适合进行微调)区分开来。任

意选择的两个结果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是女性工作的负激励残余因素,它来自

高隐性税,对于那些养老金的权益积累还不足以高出最低养老金水平的女性来

说,就不利于延长缴费年限;第二是DB型和遗属待遇计划,这些制度提供的

结果是确定的,不管女性自己的正式缴费历史有多长。作者指出,有些国家高

龄女性的地位很可能正在恶化,这是因为规章制度不健全,比如,对养老金权

益的分享或对夫妇共同年金权益的分享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性的,养老金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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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价格指数化的还是工资指数化的等。
第十一章是由安娜·克莱比、博·拉尔森和埃德华·帕尔默共同撰写的

《共享还是不共享:这是个问题》。这个论文解决了NDC个人账户是否应该在夫

妻或伴侣之间共享、在多大程度上共享这个棘手问题。本章首先从全球视野探

讨为什么女性的退休金一般比男性低这个结构性原因。除了导致收益差异的结

构性和决定性因素外,作者强调在所有文化中,包括性别平等取得最大进步的

那些国家,女性比男性花费更多的时间从事非正规工作,例如照料孩子和亲属,
这就导致养老金权益分配上的差异,在DC型计划里尤为突出。

在劳动力市场上,即使劳动参与和收入条件男女绝对平等,即使配偶的收

入和养老金完全相同,夫妻中幸存的一方仍将不得不依靠共同收入的一半生活。
但是,由于共同消费产生的规模经济的损失,也许需要约60%的那笔收入才能

维持同样的人均生活水平。作者通过考察瑞典的数据试图探索如果强制瑞典人

签订夫妇共同年金合同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今已根本没有签订NDC夫妇共同

年金的选项)。这些数据显示,即使女性和男性使用同样的效用函数,共同年金

授权为女性增加的效用超过它为男性降低的效用。鉴于瑞典保障和税收制度结

构,类似这样的规定将会减少政府税收,因为有些男性重新分配后将跌入低税

率人群之中,而损失的补偿不是通过增加对女性的税收而完成的。但是,这也

同时减少了政府对保证养老金的支出,因为在伴侣之间重新分配养老金之后,
丈夫去世后其配偶的待遇较高,她们有资格或多或少获得一份NDC的补充保证

津贴。
第十二章由安娜·德阿迪奥撰写,题目是 《育儿妇女的养老金权益:

OECD和欧盟国家养老金制度中积分的作用》。该文从性别政策角度出发,考察

和分析了女性领取养老金最低年龄和非缴费型养老金权益的作用。女性在劳动

力市场之外花一段时间照料子女和其他亲属赚取的养老金待遇权益较低,但是

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养老金制度中会给予花时间照顾子女或有病

亲属的妇女奖励一些记分。德阿迪奥详细研究了中断自己职业去照料子女的母

亲获得记分的情况是如何影响其退休金待遇的。在研究过程中,她对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和部分欧盟国家那些因照料子女和亲属而中断职业所获得的

记分在养老金待遇方面如何抵消那些全职工作的女性所获得养老金待遇方面的

差异,还对养老金制度中影响那些中断职业的母亲获得的养老金权益的影响因

素进行了评论。
结果表明,许多国家都给予离开积极劳动力市场去从事照料子女的妇女优

惠待遇。虽然补偿机制及其影响因养老金计划的规则、资金来源和目标的不同

而产生变化,但是德阿迪奥发现,育儿记分确实能够提高母亲的养老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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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增加的待遇并没有填补中断职业生涯造成的损失。她的结论是,“育儿

记分”现在是、将来仍将是补充育儿妇女较低养老金的一个宝贵工具,并从长

远看有助于降低年龄较大的女性养老金领取者中的贫困率。
第十三章是由爱德华多·法竞希尔博撰写的 《智利的性别政策和养老金》,

该文探讨了第十二章中德阿迪奥探讨的同样主题,但使用的案例来自智利,分

析的重点是DC型计划在中等收入国家影响女性养老金待遇的不同方式。为此,
他使用了智利女性劳动力和缴费的历史数据,模拟了女性养老金的另类制度安

排对女性养老金及其养老金性别差距的影响。使用智利的数据至少因下列三个

原因而变得非常有趣:第一,智利是建立养老金制度历史最长的国家,重要的

是它采取的是FDC制。第二,智利是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其非正规部门

的规模适中,而这一点在分析发达国家时则往往容易被忽略。第三,2008年智

利实施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养老金计划改革,其改革措施包括一

系列激励措施,旨在减少养老金待遇中的性别差异,比如母亲的育儿积分以及

引入一个新的社会养老金。
法竞希尔博在模拟中包括了一些最近的改进,比如在缴费型计划中引入最

低养老金和将女性最低退休年龄由60岁提高到65岁。结果表明,在建立每胎

照料积分制度之后,养老金收入较低的女性养老金得以明显提高。2008年建立

的社会养老金 (团结支柱)对养老金不足的个人,尤其是妇女来说影响很大,
因为她们更有可能具备享受这种待遇的资格。最后,把妇女的退休年龄提高到

65岁对待遇水平的影响很大 (平均增加9%),尤其对那些没有资格享受新的团

结支柱的妇女来说就更是如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FDC计划提供的最低养老

金标准由于受到严格的资格限制,对提高妇女养老金或缩小养老金收入的性别

差距所发挥的作用就十分有限。
第十四章是阿尔瓦罗·福特萨和埃尼纳·罗西撰写的 《断保缴费者的NDC

与NDB》。该文调查了NDC制度对女性收入替代率的影响,因为女性的特点是

较少在正规部门就业,缴费密度比较稀疏。这个分析是建立在乌拉圭实际就业

的历史数据之上的。作者调查的结果与一般公认的观点大不相同:纯粹的DC
或NDC计划难以保障那些缴费记录经常中断的个人抵御老年人的贫困风险,因

为他们不享有任何制度内的再分配。这些数据表明,与NDC相比,NDB计划

中稀疏的缴费历史和薄弱的社会保护 (例如,缺乏育儿积分)的实际情况更为

严重。为此,他们模拟了1995年出生人群的劳动收入、养老金缴费和养老金权

利,假设未来历史模式保持不变,并为两种养老金制度即现有的NDB-FDC制

度和模拟的NDC-FDC制度描述了其养老金权利分配的特征,计算了各自的养

老金成本。他们还考虑了带有最低养老金作为补充的纯NDC计划和带有政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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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育儿积分制作为补充的 NDC计划。作者发现,即使没有最低养老金制,

NDC提供的社会保护要好于NDB,这是因为养老计划的精算公平得到了改进,
进而导致了低收入职工的福利待遇也得到了改善。

下卷第二部分: NDC的政治经济学

尽管NDC的思路对不可持续和没有资金支撑的DB计划的改革来讲既有前

途,又有吸引力,但并不意味着能自然得出结论认为其应用和实施的政治支持

可信手拈来。下卷有三章探讨了NDC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他们从不同角度

提出了注意事项,也提出了支持的理由。
第十五章是 《NDC提供的社会保障安全吗?》,作者铁托·博埃里和文森

佐·格拉索探索了四个NDC试点国家的政治稳定问题,在这些国家,年轻人进

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令人震惊地提高了。20世纪90年代,除了其他原因以外,
意大利、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引入NDC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主要动机是:(1)
确保公共养老金制度长期财务可持续发展,其具体手段是将养老金回报与内部

收益率的某个替代物挂起钩来;(2)减少现行制度中由于巨大的提前退休的激

励而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扭曲;(3)增加制度的代际公平,但在旧制度中,这种

公平由于存在不同的代际回报而遭到破坏;(4)减少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系统

性政治干预,解决与老龄化相关的财政问题,防止对关键参数进行一系列的人

为与随意性的调整。
在NDC引入10多年之后,根据作者的估计,这些试点达到了合理的效果,

实现了预期目标。但对制度运行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干预 (比如在意大利),这

个现象仍在继续,而且出现了令人忧虑的新情况,尤其是,养老金待遇的计算

严重依赖缴费 (因此严重依赖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二元

性使年轻工人工作多年也无法获得退休金的权利,所有这些因素对NDC造成新

的潜在严峻挑战。作者对意大利和瑞典当前没有连续工作历史的这一代青年工

人的未来养老金待遇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除非这一代人比前几代人明显延

长工作时间,否则,其养老金替代率会很低。如果劳动力市场没有明显改善,
这种结果最终将破坏NDC制度的政治稳定。意大利和瑞典为缩小临时工和永久

工的二元性,引入了独特的劳动力市场合同,作者探讨了当前劳动力市场的这

场改革对未来几代退休者的影响。
第十六章安德拉斯·博多和米卡尔·鲁特科夫斯基撰写的 《NDC是通向养

老金改革的政治可行之路》这章探讨了 NDC在构建信息方面诸多的关键特

征。相较于NDB而言,政策制订者可以利用 NDC的这些信息特征来促进和

方便养老金的改革。作者首先回顾了养老金改革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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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改革对当前的范式是个挑战,因为这个范式对代理人的合理性做了假定,
并认为不断恶化的人口抚养比推动的养老金改革无论是通过NDB的参数改革

还是通过NDC的范式改革都同样是可行的 (或不可行的)。作者认为,更为适

当的分析范式应是一个专注于 “故事”的作用和放弃理性假设的范式,这个范

式遵循了卡尼曼 (KahnemanandTversky1979;Kahneman2003a,2003b)在

其开创性著作中提出的观点和阿克洛夫与希勒 (AkerlofandShiller2009)近来

的观点,即正确的 “故事”可成为塑造有限理性行为的驱动力,它使得技术上

可取的改革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
作为对总论点的一个诠释,作者提出一个命题,认为NDC养老金计划的出

现是 “集体智慧”的结果,这是因为,建设性思维产生于国家层面的行为者,
当行为者互动时就形成了集体智慧。他们以波兰的NDC改革作为具体案例,描

述了集体思维的过程,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行为者既要使用显性知识,又要使

用隐性知识,而隐性知识来自于日常的经验,绝非源自于特别的思维公式 (例
如,某个理论概念)。他们认为,波兰背景下形成的NDC范式能够产生 “政治

故事”,它能够把改革的失败者 (比如,具有特权的群体)变成改革的支持者。
实际上,“故事”模式的力量是巨大的,它甚至能够争取到那些在统治理性模式

的平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中间选民。
第十七章是由安妮卡·森登撰写的 《参保者获取 NDC信息面临的挑战》,

该文探讨了信息问题,即解释养老金计划和养老金改革的信息在传递给缴费者

和受益者时出现的问题,并以瑞典采用NDC和做实个人账户之后的经历为主要

分析对象。DC型计划把更多的风险和责任置于参保者的退休规划上,这相当于

是对待遇承诺的再确认,因为参保者必须对预期的待遇水平要有可靠的预测,
必须要懂得待遇是如何随着退休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做实的个人账户享有广

泛的投资选择,这就要求参保者要熟悉投资的基本原则。因此,改革的一项工

具性要件就是信息,他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开发了年度对账单,就是那个 “橙色

信封”。关于信息的这些努力已初见成效,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橙色信封”。自

“橙色信封”诞生以来,养老金制度自我报告的总体情况有所改善,2009年的

数据显示,44%的受访人说他们对制度十分了解。

下卷第三部分: NDC计划的偿付能力、 流动性和稳定性

NDC计划的核心承诺是实现财政可持续性,其回报率必须与具体国家现收

现付基础上的个人账户计划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其实,实现这个目标会遇到

许多障碍。障碍之一是遗留和继承下来的承诺在改革设计中不得不予以承认和

兑现———这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情,即使没有忽略也会成为测算中的困难。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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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障碍是要建立承受系统性风险的年金制度,因为长寿容易低估,由此将产

生不确定性。还有一个障碍是NDC资产的计算或储备水平的估算,他们将用于

管理临时的宏观经济冲击或人口膨胀,以防止缴费收入的名义回报率有可能出

现突然变化。即使所有这些都很容易做到,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建

立起适当的调节机制也仍是必须的。
本部分的六篇论文中,作者从概念到经验对这些挑战分别做了探讨。
第十八章是罗伯特·霍尔茨曼和阿莱恩·尤斯顿撰写的 《应对NDC改革中

的遗留成本:概念、测量和融资》。该文提供了一个从NDB向NDC转型过程中

解决遗留成本问题的政策框架。由于新的缴费率是固定的或是下降的,因此,

NDC制度迄今为止的所有负债都是 “悬空”的,并留下一个融资缺口,这是因

为NDC计划并没有建立起完全对应的资产,不能将这些负债都覆盖进来。识别

这个缺口和解决这个缺口的融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得出如下结论:

• 要使NDC改革具有可信度,其预期结果具有有效性,就须确认制度改

革的遗留成本,不管这些遗留成本如何解决。

• 要使NDB计划向一个缴费率固定且长期可持续的、完全的NDC计划转

变,遗留成本在改革期间就会成为精算赤字 (或融资缺口),但是其数量是有限

的。

• 遗留赤字的来源不同,是可以区分的,例如,有的是改革前的遗留成

本,有的是旧制度下在稳态以上的那部分待遇,有的是改革引发的向较低且可

持续的缴费率转型而产生的新遗留成本问题。

• 在估算遗留成本时,基于精算和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比纯粹的精算研究

更具有优势,因为这些模型较少地依赖单纯的技术参数假设,而这些假设与一

般均衡模型并不一致。

• 分配效应发生在代际和代内两个层面,因为当前和未来人口各年龄组的

待遇水平和承担的改革成本是不一样的。

•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遗留成本进行融资的一个有前途的方式是扩大覆

盖面,它可增加未来现收现付制度的资产价值。

•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理论模式显示,通过诸如增值税 (VAT)等间接

税进行税收融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工具,但由于其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些局限

性,所以,对其现实世界里的有用性进行评估是很困难的。
第十九章是 《NDC的一般性特征:有无NDC债券情况下的均衡、估值和

风险分担》,作者是爱德华·帕尔默,他介绍了 NDC制度的主要特征。由于

NDC是最近的一项创新,因此,NDC一般性的特征此前并没有像在这一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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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前后连贯和条理清晰地探讨。本章提出并分析了NDC计划在人口、经济

和分配等方面的特征。来自于年金测算的剩余 (系统性的)长寿误差所导致的

风险既可通过整体NDC保险集体 (通过支付能力调节机制)加以解决,也可通

过年老的遗属 (通过可变年金)予以解决,还可通过政府 (通过一般税收)来

解决。本章主张创建一种NDC债券,届时,作为弥合制度缺口的金融资产,它

将 “固定”年金中的剩余长寿误差和其他剩余风险转移到政府 (纳税人)身上。
因此,这种 “无须发行”的NDC债券无异于一种非市场化的长寿金融债券,其

回报率的设定等同于覆盖的工资总额。作者认为,许多人倾向于这种方法,否

则,把风险分布在NDC计划集体内显得太狭窄 (而这正是 “偿付比例原则”所

做的事情),因为政府一般税收的税基更接近于 “支付能力原则”。
第二十章是 《NDC中储备基金的经济学:应对冲击的功能、方法和规模》,

作者罗伯特·霍尔茨曼、爱德华·帕尔默和大卫·罗巴里诺对实现NDC改革时

设立储备基金的经济原则及其潜在规模做了深入研究。NDC计划即使在不利的

异常情况下也可对其偿付能力做出承诺,但却不能对其提供流动性做出承诺,
即使在其最需要时也不能这样。为了避免待遇水平受到冲击或受到收入的影响

而产生波动,NDC要求具有可预见性的、透明的流动性机制,以确保预先宣布

的指数化规则符合长期支付能力。不具吸引力的其他方法都是临时性的机制,
例如,政府转移支付或暂时的待遇调整,但这将冒着损害NDC计划和改革信誉

的风险。作者对流动性的政策选择 (借贷、NDC债券和储备基金)和应对宏观

经济与人口冲击所需储备基金的规模等相关问题做了评述,得出的结论认为,

V型宏观经济冲击通过设立储备基金可以并能够得到解决,但是,出于经济和

政治方面的考虑,激烈和持续的经济与人口冲击需对账户和待遇指数予以额外

调整。他们强调,国家的条件对储备基金的规模及其使用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十一章是奥勒·塞特格伦撰写的 《瑞典NDC精算会计的十年:现收现

付制养老金财务状况的量化变化》,主要介绍了现收现付会计中一项关键的但并

不是没有争议的创新。作为1994—1998年NDC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瑞典引

入了特别的会计规则,旨在确保新计划的完全自动财政平衡。新建立的会计方

法是以立法的形式来评估制度累积的养老金债务,即通过积分来检测旨在为养

老金债务融资 (分摊)的缴费资金流的能力。现收现付式公共养老金计划的传

统精算评估是通过对未来养老金支出和缴费收入两个流量的预测来评估制度对

累积的和估计的未来养老金债务予以融资的能力。
塞特格莱恩解释了瑞典NDC养老金制度中使用的会计方法,并以2002年

至2010年九年的收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的实际变化为基础对这个使用方法做了说

明,其测算结果决定了NDC计划的支付比例。根据瑞典NDC的立法,如果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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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能力比例低于平均一致水平 (unity),就会触发旨在减少债务 (权利)增长

的指数化削减机制,直到恢复平衡为止。这种指数化削减在2008—2009年经济

衰退后期和股价下滑期间发挥了作用。作者介绍了其调整过程,并对随之而来

的2010年和2011年养老金待遇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政策回应做了描述。瑞典的

平衡机制经受住了第一次政治压力的测试,其变动非常微小,这就是它的财务

底线。
第二十二章是由尤哈·阿尔霍、乔治·布拉沃和爱德华·帕尔默撰写的

《NDC中的年金与预期寿命》。文中,作者调查了在退休年龄的预期寿命预测中

使用的最先进的预期寿命模型的有效性。所谓退休年龄,根据NDC (和FDC)
计划目前的做法,是指必须提供终身年金的年龄。作者受到罗纳德·李和劳伦

斯·卡特 (RonaldLeeandLawrenceCarter1992)著作的启发,概述了当前建

模理念和预测模型的种类,认为根据这种类型的模型,这组年龄的参保人群存

在一个总趋势,在死亡率下降为特征的环境下,完全低估了其预期寿命,这是

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这个情况在日本早已发生,在芬兰、挪威和瑞典这样的

国家也已发生。作者建议应据此构建更好的模型,但承认不管建模能力有多强,
系统性误差在未来几十年期间仍会发生。

因此,阿尔霍、布拉沃和帕尔默发问是否有可能在设计的年金模型中将剩

余风险在参保者和提供保险者之间进行公平分配。在简单的可变年金模型中,
以连续修改的预期寿命估算为基础,并以每一年和每五年的间隔重新进行预测,
旨在验证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使用这个可变年金模型的准确性,其结果是,可变

年金降低了保险公司的风险,减少了相互保险背景下其他年龄组人群或政府

(纳税人)的风险,但却提高了零岁年龄组人群中年龄较大成员的成本。这个结

果显然并不公平,说明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在估算长寿时误差分布的其他模型,
并正如第十九章帕尔默所讨论的那样,一个可接受的保障是通过NDC债券把系

统估计误差转移给政府 (纳税人)。
第二十三章是 《现收现付式养老金制度中的精算平衡:瑞典NDC模式与美

国DB模式》,作者玛丽亚·德尔卡门·博阿多-佩纳斯和卡洛斯·维达尔梅里亚

探讨了NDC和NDB养老金计划中旨在提高透明度、公信力和偿付能力的精算

平衡的计算和跟踪问题。本章的重点是政府的社会保障部门为现收现付养老金

计划建立精算平衡所使用的两个主要方法,即瑞典和美国使用的方法。作者讨

论了方法论和精算问题,并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此外,他们还简要地

考察了日本的NDB模式,因为该模式包含了上述两种方法的某些特征。这些

考察提出的主要建议有三个:一是强烈建议还没有采用精算平衡的国家要给

予精算平衡报告并做出评估,因为它们可提高透明度,激励对财政不平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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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应对措施,进而提高现收现付制的公信力;二是已经引入精算平衡因素的

国家应予以正规化,提高其使用的频率,建立独立的专家小组,改善其假设

条件和程序;三是社会保障机构和研究人员应该关注那些评估精算平衡的关

键问题,特别是考察基于市场的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包括老年、遗属和伤残

的具体待遇问题。

下卷第四部分: 专家组讨论

第二十四章是最后一章, 《对NDC计划的诸多思考》汇集了来自学术界、
政界和研究界代表在收官阶段小组讨论的报告。

大卫·布莱克在其撰写的 《NDC与FDC:优缺点与复制问题》中考察了

NDC养老金计划的优点和缺点并与FDC计划进行了比较。他将NDC养老金定

义为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都比标准的现收现付制更为明显的现收现付制。计划

成员的回报率与特定经济体的工资增长挂钩,并与每个年龄组群体的现实退休

寿命挂钩。他警告说,NDC计划不能被认为可提供充分多元化的投资,而且,
考虑到经济长远动态效率,根据布莱克的观点,NDC计划无法通过艾伦测试

(Aarontest)(NDC计划提供的回报率并不比实账积累计划的高),因此,与

FDC计划进行比较,其产生的平均养老金较低。
布莱克断言,如果政府在养老金积累阶段发行工资指数化或GDP指数化的

债券,在非积累阶段发行长寿指数化的债券,那么,使用FDC的框架就可复制

NDC的结果。这些债券有助于帮助克服NDC国际便携性较差的问题,但却难

以应对投资风险的国际多元化较差的问题,或说NDC难以通过 “艾伦测试”。
兰斯·博恩伯格在 《NDC计划:优势与劣势》一文从纯粹的经济分析层面

强调了NDC方法的优势和劣势,并主要是从执行的角度来分析的。NDC计划

的优势主要产生于跟传统的非积累性质的DB计划的比较,其劣势来自于诸多

个人经济条件非常合意的福利特征,而不是来自于任何其他可替代的纯粹概念

化的养老金制度,因为这些养老金制度不存在执行的问题。
博文博格特别强调,NDC可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激励,因为它使退休决策更

具有精算公平,并将新养老金权益的积累与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缴费联系起来。
此外,以预期寿命为基础来计算年金将有利于养老金制度的财务稳定性,与工

资挂钩的养老金水平有助于代际之间分担工资风险。然而,作者断言,原则上

讲,所有这些待遇水平都可从其他养老金制度中获得,NDC计划没能解决与现

收现付制度有关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在解决代际风险分担和跨期平滑消费方

面仍有改进设计的空间。确实,NDC制度在某些国家可被视为是完善养老金制

度的道路上一个能够优化分担金融市场风险和跨代人力资本风险的过渡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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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功能齐全的私人和公共机构。但是基于事

前的信息,目前尚未发现获取这种结果的模式。
哈里·弗拉姆在 《NDC储备基金:瑞典10年后的储备基金》一文中,通

过分析瑞典由四只独立的基金管理这些储备的做法,研究了NDC计划中存在一

个以上储备基金的效率问题。他的结论是,拥有单个储备基金比同时拥有多只

储备基金更好。
首先,他注意到,瑞典建立四只基金的主要原因是通过竞争降低管理成本。

到目前为止,四只基金都在为利益回报最大化而采取积极管理的办法。但分析

表明,四只基金积极管理的成本超过了本来由单只消极管理 (基准)的基金所

管理的全部资产的成本,且额外产生的管理成本与外部基准指数相比,是无法

用回报中的微小边际差异所能抵消的。此外,这几只基金属于世界前20大养老

基金,担心其共同主宰瑞典市场是缺乏事实依据的,部分原因是瑞典股票市场

的规模不大,另外,基金投资组合中有大型国际投资成分。弗拉姆注意到瑞典

的投资组合管理始终不受任何政治干预。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特在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引

入NDC的反响》中追溯了埃及2010年立法进行多支柱改革的原因及其结构,
这是更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制度由零支柱、NDC支柱

和FDC支柱构成。马埃特强调埃及政府积极拥抱NDC支柱,因为改革做出的

三个承诺是:支付能力、透明度和激励相容性。
紧紧围绕NDC养老金改革的过程、本土化多支柱结构的发展以及目前从立

法转向执行的斗争,马埃特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了三个重要的经验教训:首

先,作为平滑消费的强制性支柱的核心,NDC加FDC的做法不仅是可行的,
而且如能满足条件,对新兴经济体而言也是有利的。第二,不管改革的理念多

么伟大、多么合适、多么本土化,它需要获得议会多数的广泛政治支持,且需

要有个过程。第三,他从正在实施改革的进程中得出一个教训,即建议改革者

们启动改革的时间越早越好,给予其关注的程度超过你认为需要的程度,做好

延误的思想准备,万事俱备之后再着手实施。

主要政策教训

本著作的两卷内容提供了很多国别经验及其政策教训,讨论了概念与实证

方面的进展,分析了至今尚未认真研讨过的主题。这里对本章讨论的七个主要

经验教训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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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C计划运作情况良好, 但仍有改进余地

意大利、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的NDC计划在第一个10多年里运行良好。
尽管这些国家在过渡时期和稳定实施时期采取了不同的设计方法和实施方法,
但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特征:在缴费与待遇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使用名

义利息为债务建立起指数化关系,根据预期寿命的余命决定初始养老金。在所

有这些国家里,NDC养老金计划度过了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

的经济衰退。但是,无论是拉脱维亚还是波兰,由于改革前曾做出较多承诺,

NDC和FDC的转型成本对公共预算的负担过于沉重,因此不得不紧缩开支。
转型成本产生的负担过重,这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个重要教训。

现有提供的数据表明,改革的结果提高了退休年龄和替代率水平,完全符

合预期,但仍需进一步搜集数据并进一步进行分析。虽然改革计划一般比较成

功,但国别经验的考察和理论分析都表明仍有改进的余地,也有需要进行改进。

尽快转型, 以避免将来出现问题

当离开传统的DB型现收现付制转向NDC计划时,转型期的覆盖面是具有

多重选择的。有三种基本情况:只要求新参保人加入新的计划;只要求旧制度

中年限少于x 年的个人加入新的计划;要求所有人从第一天开始就都加入新计

划。在第三种情况下,旧制度中获得的权利可转换为NDC计划中的初始资本并

计入个人账户。只有拉脱维亚一个国家采用了全面的直接过渡。另一个极端案

例是意大利,它规定缴费年限少于18年的工人强制加入新计划。波兰和瑞典介

于两者之间。
意大利的转型期太长,在很长时间内都很不情愿地从先前的DB型计划中

消除提前退休的机制,重要的是,意大利选择的指数化未能保证其金融稳定。
这种软过渡在向NDC转型15年之后的2011年又开始困扰意大利,因为金融市

场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管理长期债务能力的信心。这种软过渡遇到金融危机时,
有可能导致国家走向灾难,甚至为了应对养老金计划一些重要问题,尤其是所

有人向NDC规则过渡的问题,有可能威胁蒙蒂政府从欧元区撤出。意大利和拉

脱维亚的经历和启示都强烈表明,新的改革应以拉脱维亚为榜样,选择突然戒

毒式的转变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很多技术上的支持,并为养老金的制度运

转和可信度提供很多有利条件。有朝一日,一旦采取这样的改革行动,所有工

人都面对同样的规则与同样的激励,对新旧制度进行比较在政治上就会产生困

难,这样的事情要尽量避免。这种做法不见得肯定会使工人们已获得的养老金

权益更糟,他们的权益将转化为个人资本,进而成为未来的福利待遇,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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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取决于NDC计划中的内部回报率。当然,未经改革的NDB计划下的内部回

报率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从本质上讲,NDB本身既是改革的理由,也是不可效

法的制度。
当出现转型成本时要给予识别并予以解决,因为人们迟早要面对这些问题。
选择NDC而不是FDC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并非所有累积至今的债务都须

显性化或资本化。然而,混合型制度的缴费率要低于旧制度下所需要的筹资水

平,新制度的要求是对已获得的权益所需要的筹资水平做出明确决定。这些都

是继承下来的遗留成本,它们本应该是旧制度所承担的筹资成本。
到目前为止,参加改革的国家都回避了对遗留成本的确认以及对其筹资的

方式。相反,它们都选择了诸如通过缴费来筹资的不透明的机制 (认为对遗留

成本进行补偿时可以降低缴费率),降低了名义回报率以寻求现金盈余,并以乐

观的增长假设为改革后的前途设定各种参数,没有考虑未来任何出现重大冲击

的可能性。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这种做法存在的问题,拉脱维亚和

波兰 (它们采取了NDC-FDC的做法)以及匈牙利 (NDB与FDC相结合)是重

要案例。在这三个国家中,从2008年开始出现经济危机,财政收入有所下降,
导致规模相对较大的FDC开始缩水,这些显示,如果对遗留成本以及对其接受

的政治考虑再现实一些的话,这种后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建立一个显性稳定机制, 以确保偿付能力

NDC的基石是固定的缴费率。通过固定缴费率获得偿付能力,这个方法涉

及名义利率的选择,它是把负债的有限增长与缴费资产的预期增长联系在一起

的一个机制。从理论上讲存在各种各样的机制,包括以下一个或多个步骤:使

用正确的工具测量费基的水平和增长,或测量与名义利率挂钩的现收现付资产

(即允许由于覆盖面扩大以及类似情况而可能进行的调整);为名义利率选择一

个很好的代理;测量整个 NDC的资产和债务,建立资产与债务的偿付能力比

率,为防止出现偏离,确定名义利率对偿付能力进行调整的触发标准 (即平衡

机制);让政府发行NDC债券,其回报率等于覆盖工资基数 (全国工资之和)
的相关变动率;接受一切其他残余风险———具体指基于预期寿命的年金中所承

受的长寿风险。所有这些潜在的稳定机制目前基本都是在正常运行。从理论绘

图板到实际贯彻落实还存在一段距离,到目前为止,还始终没有政治上和技术

上都可行的做法及其长期经验。
到目前为止,只有瑞典建立了平衡机制。瑞典的这个机制是不分配盈余的,

除非向下调整并把债务偿还到初始指数化状态,因为即使没有平衡机制,初始

指数化也是存在的。理想状态下的平衡机制应该是对称的。经济危机引发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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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NDC大量储备金的估值问题和制定应用指数时使用的平滑方法问题。由于先

前强劲的经济增长结果,瑞典的方法将导致养老金潜在上调,同样,如果经济

陷入衰退,缴费率下降,即使经济再次出现增长势头,养老金也是下调的。
拉脱维亚和波兰NDC的制度特征是依赖指数化,即在向FDC和NDC的平

衡状态转型中创造盈余。待遇与工资指数化挂钩,从技术上讲在NDC框架内是

行得通的,但这些国家仍未实现这个目标。意大利的制度仍具有不平衡的特点,
这意味着,他们坚信当所选择的内部收益率被证明不可持续时,政府将买单或

更改法律。这些 “未完成”的做法不利于培养信心和建立信誉。

建立一只储备基金, 旨在应对临时出现的冲击

尽管具有良好稳定机制的NDC制度可以保证偿付能力,但也不能保证总有

资源用于支付所承诺的福利待遇,因为这种制度存在一个流动性的问题。由于

NDC属于未筹资的制度,将当前的缴费用于支付当前的待遇,因此,相对于退

休者的数量来说,如果缴费者的数量暂时下降,或工资下降 (这两点都是经济

衰退的特征),制度收入下行的压力就会要求对待遇的支付、借贷或政府转移支

付进行调整。避免所有这三项临时特别措施的办法就是保有一只可以用来解决

(不可预测的)短期宏观经济冲击和 (可以预测的)短暂人口压力的储备基金。
通过储备基金进行融资的机制可以平滑个人消费和避免削减待遇水平,对个人

来说具有提高福利的效应,对宏观经济来说可以建立一个自动稳定机制,并且

能够提高制度的可信度和增加公众对它的信心。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NDC国家既建立起一只旨在缴费暂时下降时用

于缓冲对养老金支付产生影响的储备基金,同时又建立起一只用于平滑出生率

波动的人口储备基金。瑞典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基金储备,这是从先于 NDC的

NDB那里继承下来的。该基金建立于1960年,是由4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

婴儿潮的缴费建立起来的。它是在过渡到NDC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那只基金的保

留部分,作为用于支付婴儿潮养老金的遗留成本,是一项明智的措施。但是,
由于2008—2009年的经济衰退,当偿付能力比率跌破平均率时,就显然需要一

只短期的应急储备金。这些事件引发了瑞典对指数的 “刹车”,导致了工人账户

价值和养老金支付的减少。
储备基金的原则是提供一个缓冲工具,以备经济衰退和降低养老金的不时

之需,其资金来自经济强劲增长年代拨出的专项资金。需要注意的是,其他

NDC (和NDB)国家也推出了类似的 (但临时特殊的)福利待遇的刹车机制,
以应对收入下降、支出增加和财政状况全面恶化。比方说,瑞典的NDC不同于

其他国家采用的模式,它是内部回报率自动反应的结果,而不是应对危机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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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措施。

建立一个显性机制, 用于分担系统性长寿风险

在正确选择名义利率之后,第二个确保NDC支付能力的主要机制是将正确

(未来)的剩余人群的预期寿命,在其退休和计算初始养老金时应用到他们的个

人账户价值之中。这样做需要一个统计模型,用于正确处理生存率演变过程中

存在的不确定性———但该统计模型并不是唾手可得的。所有已知的做法都低估

了死亡率不断下降的问题,当老年人和世界各国的死亡率下降都在加速时,这

种低估尤其明显。
人们可以设想各种各样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但所有方法都有代际和隔代

的不同风险分担特征,因此政治上有许多不同看法甚至反对意见。例如,一种

方法如果高估了预期寿命的改善 (为了安全保险起见),就意味着支付的待遇

水平太低。另一种方法如果让已退休人群承担风险,就需调整养老金水平,
因为预期寿命的增长超过了用于计算年金的收益。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平衡

机制来纠正对预期寿命的低估,即把纠正值在养老金领取者和工人之间进行

分配。毫无疑问,为了寻求平衡而 “触发”的名义利率下调,将会加重经济

活动人口那代人的负担。另一种更为新颖而且更为公平的方法是通过发行

NDC债券,让政府 (隔代的所有纳税人)承担剩余风险,这与寿命预期的变

化有关。
目前,尚无NDC国家建立起应对长寿风险的显性机制。有些国家,比如意

大利,尽管法律上有明文规定,但还是推迟了定期更新计算初始养老金预期寿

命的政治决策。关于风险分担的不同选项显然还需更为广泛的分析和政治讨论,
并且应更加注意如何更好地使得选择的机制免受临时特殊的政治干扰。

通过分析与政治对话, 关注NDC的性别问题

NDC改革的性别问题迄今尚未被置于分析研究的最前沿,并在政治辩论中

处于非主流地位。NDC模式中固有的性别问题也出现在FDC计划之中,而且

也出现在FDB和NDB之中。使NDC与NDB稍有不同的地方是性别问题及其

再分配的影响更容易识别,其选项可清楚地显示出来。
讨论的关键要素较多,涉及统一死亡率的应用、最低退休年龄的差异、遗

属养老金的设计、离婚时退休金权益的分割、个人年金和夫妻联合年金等。提

出适宜的政策还为时尚早,因为它无论如何都应适合每个国家自己的文化传统。
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研究和讨论都太少了。但现在能够倡导的就是改变现状,
运用更多的资源去更好地了解所面临的挑战,寻求潜在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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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议程

这两卷本的著作紧紧围绕NDC计划的原理、设计和实施等问题提供了理论

和经验分析;关注的领域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NDC的结构和

成果,以改进计划的设计和操作。我们认为,针对优先排序的政策研究日程都

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其集中在四个领域: (1)与养老金制度主要目标相比、
与其他养老金 的 设 计 相 比、特 别 是 与 NDB 计 划 和 FDC 相 比,或 与 MDC
(MatchingDC)相比之后,来考察NDC的绩效; (2)进一步努力工作,测量

NDC的资产与债务,以便支持NDC的引入、调整和可持续性;(3)NDC (作
为老年平滑消费的中心支柱)与其他支柱和福利待遇的互动;(4)NDC计划在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应用和实施问题。

评估NDC计划的绩效

根据规则手册设计的NDC计划的吸引力在于它以一致和综合的方式对公共

养老金计划主要目标所作出的承诺。养老金制度首先应能确保为老年人提供一

个充足、可支付得起、可持续和稳定的收入 (HolzmannandHinz2005)。
理论上讲,NDC计划根据本身的设计特征能够满足这些标准。首先,在设

计层面,养老金的主要目标能够确保实现,因为其缴费率和待遇水平之间是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首先要做的是将缴费率确定在一个可以支付得起的水平,
这就使得待遇水平成为内生变量。在决定缴费率水平时,决策者须对如下因素

进行评估:该缴费率所产生的平均待遇水平、预期名义利率、预期 (或目标)
工作年限与缴费年限、退休的年限。鉴于这些原则,待遇水平的充足性取决于

个人的工作历史和个人选择的退休时机 (在公布最低退休年龄之后),而后者又

取决于个人可独立提供的资源。由于个人账户价值与可持续的内部收益率是指

数化挂钩的,初始养老金与退休时点的预期寿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偿付

能力是有保障的。充足的储备基金,加之制度设计成熟和运作良好,当重大经

济和人口冲击到来时可以提供流动性和稳健性。
一个关键的假设是个人劳动力供给的正确决策能力与国家提供工作机会的

能力。如果个人有意愿并有能力根据假定的跨期社会福利最优化来调整提供他

们的劳动供给和退休年龄,一切事情都将水到渠成。但是,这一切正在发生吗?
主要目标正在实现吗? 我们对此并不真正了解,因为几个正在运行的NDC时间

还不够长,不能提供充分的实证数据。本卷第二章评估的意大利、拉脱维亚、
波兰和瑞典实施的NDC的表现大体符合目标,但并不能成为证据。一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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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应该是开发一个评价各种养老金改革的综合性分析框

架,这应是一般养老金研究、特别是NDC研究的重点。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

织在这方面可以通过搜集、组织并分析国别数据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研究机构也应该并有能力开展相关研究。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是个人劳

动供给对NDC设计特征的反应,包括提前退休或推迟退休的 “准精算”递减和

递增,根据预期寿命计算初始养老金等。个人对这些设计特点做出的反应与预

期相吻合吗? 个人行为对NDC国家采用的信息与沟通机制有反应吗? 个人有能

力运用这些信息、其运用结果与个人所需要的福利最优化完全一致吗? 对制度

设计进行试验是不现实的,因此,人们如何才能模仿并分析劳动力供给对引入

NDC计划的反应呢? 对此,这里很容易列出更长的问题清单。

评估NDC的资产和债务

NDC计划的引入、平衡、可持续以及流动性的关键是正确评估新制度与所

继承制度的资产与债务。这看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或许是已经完成的任务,但

正如本卷若干章所论述的那样,还有许多领域需要探索:遗留成本、储备基金、
代际公平、精算平衡、NDC基本原则等问题,这些任务还很艰巨,涉及使用一

个不仅概念清晰,而且操作可行的设计方法。
具体研究中遇到的一些挑战归纳如下:
债务:NDC计划的债务即使不完全清楚,大体上也是知道的,它取决于一

个国家搜集和整理信息的认真程度。这些债务是参保人口的账户价值,这些信

息足以考察一个制度的稳态情况。然而,如果将一个前NDB系统折叠并纳入到

一个NDC方案之中,折叠的NDB的遗留成本将需要确定,因为这将要求单独

进行融资。识别和测量成本的最佳方法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事实上,这

种方法因情而异。

NDC的债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待遇发放时的现值,而这又完全取决于预

期寿命的余命。测定最后一项变量须正确预测并应用该退休人群计算养老金时

的预期寿命的余命。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法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尚不清楚。但

考虑到目前的技术,结果很可能是近似的。
资产:NDC计划的资产原则上由未来缴费构成。此外,也可以再建立一只

储备基金。此时此刻,摆在面前的评估离散时间资产的办法只有两种可供选择,
且每一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问题。瑞典的方法在稳态下是很好的,但在2008—

2009年经济危机冲击下显示出它的局限性。有一个理论上可供选择的方法

(RobalinoandBodor2009),在纸面上读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在仿生模型上则

无法反映操作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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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法在定义离散时间的资产价值时使用的是当年缴费 (新负债)与养

老金支出的结构。帕尔默在下卷第十九章中表示,这个方法不能为特定的稳态

缴费资金流提供独特的资产定义。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帕尔默建议采用NDC债

券作为NDC的 “资产”,其内部收益率建立在缴费工资基数的增长率上。这个

拟议中的资产是政府的长寿债券,由政府负责支付剩余的长寿风险,承担由于

微观设计缺陷而必然产生的其他费用。
既然测量资产和债务的研究议程在NDC改革中富有挑战性,人们可能倾向

于认为传统的NDB改革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更好或至少更容易的选择。真实的情

况是,这些替代性制度或改革方法在偿付能力和流动性上充满着同样的、甚至

更糟的理论和操作性问题。这些问题尚未明确出现,因为 NDB计划更加不透

明,往往更具欺骗性。

NDC与其他养老金津贴和其他支柱的互动

NDC计划的关键目标是为大部分老年人但不是全部老年人口提供充足的消

费平滑。如果决策者有兴趣把经济因素与财政回报的因素混合在养老金组合里,
就有可能将NDC的覆盖范围限制在一个合意的水平上,甚至还可以包括一个

FDC组件。此外,对最低的收入群体而言,他们的收入生涯短暂或经常中断,
需要采取特殊措施,以支持他们的平滑消费和避免贫困。此外,NDC注重老年

收入,这就提出了一些诸如养老金计划如何与残疾养老金配合、遗属津贴如何

设计等问题。对有些交叉配合来说,目前尚无好的现成答案。
有两个问题需要着重研究。
老年低收入应该如何解决? 有些NDC参保人的终生缴费密度比较低,或许

低工资加剧了缴费密度的恶化趋势,因此,他们的待遇很低———即使推迟退休。
有些人也许从未向正式养老金计划进行过缴费。这两个群体有机会获得最低退

休收入吗? 例如,以家计调查型的社会养老金的形式为他们提供最低养老金,
这是与养老金、收入或资产的不同之处。或者用事前转移代替这些事后转移,
至少部分地代替这些事后转移,并且为低工资参保人匹配缴费额,不是更好吗

(PalaciosandRobalino2009;Holzmannetal.即将出版的论文)? 这种选择可

以通过为正规参保者提供比其他方法更多的物质激励来减少政府支出的现值。
但这种配比缴费应该如何筹资呢? 是全部通过预算资源由外部筹资,还是由内

部筹资即把一定百分点的平均费基分配给所有账户? 这些调整的目的是什么?
其结果应如何估算?

在NDC世界里应如何提供残障津贴? 在传统的NDB计划中,老年津贴和

残障津贴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老年养老金最初是一种广义的残障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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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很少有人能活着领取它。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残障风险和老年风险逐渐

分开,为了提高效率,这两种风险能够而且也应该独立建立并单独定价。这种

分离并不是NDB计划的特征,但在一些新的FDC计划中,比如在智利的FDC
计划中,这种分离就非常成功。NDC计划提供了同样的机遇,但除瑞典之外,
目前尚未使用,而且我们缺乏最佳实践的理论和经验指导。

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NDC计划

目前来看,NDC计划仅限于在高收入国家实施。一些中等收入国家 (比如

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蒙古和俄罗斯联邦)也采纳了具有某些NDC
特征的政策,但系统信息和绩效评估十分少见。在中等收入国家的环境里实施

NDC注定会产生一系列新的理论与操作性的问题,对此,我们了解的十分有

限,成熟的知识甚至更少。一旦我们在知识议程中能够取得进展,我们就能首

先评估这种做法在低收入国家能否进行和如何进行。
执行的关键因素是行政管理能力,它对于高效征收缴费、登记缴费和创建

个人账户都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退休时当估算预期寿命和计算初始养老金时

会出现数据问题。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缺乏可靠的数据,而可靠的数据正是这

些重要测算的依据。而且,在长达10年的扩大覆盖面和人均工资增长超过金融

利率的背景下,当确定可持续的名义利率时有可能出现概念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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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波NDC改革浪潮:
来自意大利、 拉脱维亚、
波兰及瑞典的经验

阿格尼斯卡·克洛恩-多明扎克

丹尼尔·佛朗哥 爱德华·帕尔默*

本章主要介绍名义账户制 (NDC)在意大利、拉脱维亚、波兰以及瑞

典四国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情况,并进一步评估上述四国引入 NDC计划

10~15年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主要对四国的不同改革路径、具体改革

方案、改革实施进程及其结果进行了回顾和分析。
本章着重分析了养老金制度的充足性和宏观财务可持续性。分析表明,

在上述四国,对于赚取平均收入的全职劳动者,其养老金毛收入替代率能

达到65%左右;而那些非全职劳动者则面临着老年生活水平降低的风险。
对于那些晚年丧偶的女性劳动者而言,她们提前退休,因抚养子女或照顾

家人而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时没能获得充分补偿,加上退休时缺少联合年

金等因素,增加了她们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在这方面瑞典做出了典范,
为生育的女性提供了很好的政策支持,避免了女性因为生育而导致养老金

待遇下降或者替代率降低。然而,上述四国的制度设计都存在一个共同缺

陷:缺乏在夫妻之间对养老金权益进行再分配的机制设计。
财务可持续性是NDC养老金计划的一个必要条件。通过使用简单的仿

真模型,本研究检验了意大利和瑞典的NDC计划在面对劳动生产率持续下

降、退休余命不断增加以及年轻劳动力数量日益减少三大冲击时的表现。
结果表明,瑞典的平衡机制虽然在发挥作用时偶有时滞,但总体上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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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财务稳定性;然而,意大利的制度设计却因两三个负面因素导致制度出

现了长期财务赤字。在意大利、拉脱维亚和波兰,因为养老金待遇只依照物价

变动进行指数化调整,所以养老金制度在工资总额正增长时会有盈余 (即使没

有明显的积累机制),但在名义工资总额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时会出现赤字。
因此,上述三国需要重新考虑指数化问题和财务平衡问题。意大利是唯一一个

随着预期寿命增长而自动调整退休年龄的国家。
本研究对四国如何设计NDC养老金计划、如何讨论有关问题进行了描述。

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促使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开展了一场关于养老金改革

的公共讨论。在拉脱维亚和波兰,经济危机使养老金改革融资不足的问题成为

讨论的焦点,改革措施包括在 NDC计划之外建立一个实账积累制 (FDC)计

划,这导致总体养老金制度中的FDC成分减少。此外,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
意大利改革由于转型期长的问题和政治原因,导致新制度下的年金待遇未与预

期寿命关联,而这是NDC的核心要素问题。总之,改革教训再次表明,改革伊

始的制度设计极为重要。虽然存在一些政治干扰,四国最初的NDC计划还是保

留了下来,而且,意大利在经济危机之后的制度设计也更加完善了。
而今,NDC已经成为各国改革公共养老金制度时的可选制度安排之一

(HolzmannandHinz,2005)①。由于NDC还是一个新兴概念,所以非常有必

要弄清楚各种方案设计的优缺点。

第一节 NDC作为养老金改革的一种可选方案

1994年首个 NDC养老金制度在瑞典通过立法 “之前” (Palmer2000,

2002;Könberg,Palmer,andSundén2006),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可持续的

DC型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是不能实现的。然而十年之后,世界上已有好几个

国家引入了NDC。受瑞典模式的启发,拉脱维亚制定并通过了NDC改革立法

(FoxandPalmer1999;Vanovska2004,2006;Palmeretal.2006),并 于

1996年1月1日实施。1995年,意大利也引入了NDC (Franco2002;Franco
andSartor2006;Gronchi&Nisticò2006)。吉尔吉斯斯坦在借鉴瑞典1994年

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也于1996年引入了NDC,但其制度实施对象仅限于养老

金制度的新加入者 (Palmer2006a,2007)。1999年,波兰和瑞典一样,都实施

了 NDC 改 革 (Chłoń,Gor,and Rutkowski1999;Góra2001;Chło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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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挪威在进行养老金改革时都将NDC作为其改革方案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
埃及部分见 MaaitandDemarco撰写的本卷第五章;挪威部分见Christensen等撰写的本卷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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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ńczak2002;Chłoń-DomińczakandGóra2006)。然而,瑞典实施NDC改

革的时间推迟了,比1992年首次向公众推出NDC概念晚了7年,比1994年首

次通过改革立法晚了5年。在最近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同样可以发现NDC的

设计因素,例如,2002年俄罗斯联邦引入的养老金制度 (Hauner2008)①。

NDC是现收现付制融资模式和个人生命周期账户制度的一种组合,个人账

户的养老金额度取决于个人职业生涯中的缴费。政府针对雇佣收入或者自雇收

入设定一个缴费率,原则上,这个缴费率在不同代人之间是固定不变的,缴费

由雇主或个人支付。养老金以生命年金的形式发放,具体数额依据个人账户余

额和退休时点同龄群组的预期寿命计算②。根据制度的基本经济原理,制度的

内部收益率可以确保制度实现长期财务的可持续,并且缴费率在长期内不发生

变动。再加上计算年金时所使用的预期寿命,就能保证制度在缴费率不变的情

况下,实现制度的长期财务可持续。

NDC计划下待遇与缴费直接关联,也就意味着个人每多缴纳一个单位都会

增加自己退休时的养老金待遇,从而保证了制度的横向公平,这也是NDC实现

其所谓公平的根基所在。由于缴费的增加对应着参保者养老金权益的提高,

NDC避免了DB型现收现付制 (NDB)计划所固有的缴费负激励机制。NDC与

FDC计划一样,缺少再分配特征③。然而,它却因引入了一种明确的收入再分

配因素,从而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制度框架,那就是政府创立了与个人缴费

无关的 “非缴费性权利”。例如,所有实施NDC的国家都将照看儿童视为一种

非缴费性权利,允许女性在生育子女的一段时间内享有这种权利。然而,此类

权利必须有额外的融资来源,因为NDC计划在财务上是自我平衡的。NDC的

基本逻辑是,每一单位的养老金债务都有其对应的筹资来源 (缴费要么源自收

入所得,要么源自政府补贴)。当制度设计完全遵循这一原则时,制度就会保持

长期财务可持续。

NDC应当设定最低保障养老金,为领取较少养老金的人或者根本没有养老

金收入的人提供担保,以作为制度的一个必要补充。最低保障养老金可以采取

普惠性定额养老金的形式 (作为基本养老金的一部分),如俄罗斯;也可以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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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章没有讨论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的NDC计划。Hauner(2008)指出,俄罗斯的制度设计有

很多缺陷,包括低估了既得养老金权益,从而导致未来养老金待遇过低。还包括预期寿命固定不变,从

而导致新制度下的年金待遇没能反映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
有关NDC设计原则更加通俗的表述,见Palmer(2006b;2012,第十九章)。
认为NDC完全没有再分配特征是不完全准确的。例如,计算养老金时使用性别平均预期寿命会

产生从男性向女性的再分配效应,因为女性的预期寿命往往高于男性。此外,如果不同人群之间的平均

预期寿命差异反映了一种系统性选择 (如人力资本较低的人群往往集中在低收入部门或职业),那么再分

配效应也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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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计调查型养老金的形式 (只与NDC养老金或其他公共养老金待遇相关),如

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或者与任何收入都无关,如意大利。
鉴于NDC计划下待遇与缴费之间存在的精算关系,该制度没必要像DB型

现收现付制计划一样,再设定领取待遇资格的到期日或者固定的退休年龄。

NDC赋予个人自由选择退休年龄的权利,但也规定了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
主要目的是预防个人因为短视而过早离开劳动力市场 (该行为容易导致参保者

退休后年金待遇过低,或者丧偶后陷入老年贫困)。
在一个亟须对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时代 (WorldBank1994;Dis-

ney1996),NDC范式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对传统制度进行结构式改革的备选方

案;否则,若仅仅对传统制度进行参数式改革,各国将不得不面对不公平的收

入再分配规则和制度不可持续等问题,因为参数式改革只是将养老金制度的成

本推向了未来。然而,NDC要想实现预期目标也并非易事,还需要完善的制度

设计和精准的制度实施。
总之,NDC包含了如下特点:①较好的个人经济激励;②弹性的退休决

策;③透明的收入再分配;④有保证的财务平衡机制。本章讨论了上述四点特

征是如何在意大利、拉脱维亚等四国实现的。最终结论是,正如四国实践所显

示的,NDC在财务上是可持续的,而且向普通职业劳动者提供了充足的养老金

待遇。但是,尚有几个制度设计问题需重点讨论。
接下来,本章将首先介绍NDC在四国的演变历史。然后,再回顾各国的制

度实施与设计选择,分析制度对职业劳动者的影响以及制度的长期财务可持续

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各国出现的特殊问题。最后给出结论。

第二节 NDC在四国的演变历史

在意大利等四国的NDC改革过程中,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是,改革的顺利实

施无论是在技术层面上还是在政治层面上都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此外,
与公众进行良好沟通,搭建便捷高效的经办管理平台,对改革的成功也非常重

要。但是,没有哪种改革方式是最好的,条条大路通罗马。

一、 四种改革路径

四国所选择的改革路径反映了各国实施改革时的整体经济社会大背景。意

大利和瑞典是西欧国家,面临着控制社会支出水平上升的压力,压力主要源自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以及未来经济增速放缓。拉脱维亚和波兰属于苏联集团

(又称东方集团)成员国,1990年都面临着如何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养老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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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难题,而且当时两国的劳动力市场都处于极端混乱阶段。
上述四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人口老龄化以及如何根除养老金制度中的负激励

因素,或者说,最好能够引入一种有助于提高正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机制。
提高正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对于拉脱维亚和波兰而言尤为重要,已经提上两国

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同样,意大利和瑞典也很重视提高正规劳动力市场参与

率的问题,随着两国外来移民的增多,两国的服务业迅速发展,与之伴生的是

服务业中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日益扩大。

1.意大利和瑞典

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和瑞典的DB型养老金制度亟须改革。从

长期看,两国的养老金制度在财务上都不可持续。在瑞典,按照原有的养老金

待遇计发办法,参保者需要缴费30年才能领取全额养老金 (根据收入最高15
年的平均收入计算),这对职业生涯长的人来说极为不利,尤其是那些蓝领工人

(Ståhlberg1990)。单是因为这一点,瑞典的养老金制度就需要改革。然而,瑞

典和意大利公众所讨论的焦点问题在于制度难以承受未来支出成本不断增加的

压力 (Palmer2000;Franco2002;FrancoandSartor2006;Könberg,Palm-
er,andSundén2006)。

1992年,瑞典的养老金工作组给出了一个 NDC改革整体框架;两年后,
瑞典改革方案以立法形式确定。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NDC的内部收益率

是按照工资总额增长率计算还是按照平均工资增长率计算。最终,养老金工作

组选择了后者。这就需要考虑制度的偿付能力,或者说需要设计一种平衡机制,
以应对劳动者数量下降对制度财务平衡所带来的挑战。因为在NDC的设计原则

中,制度的指数化水平不仅与平均收入相关,而且与如何定义缴费资产相关。
由于政治环境方面的原因,瑞典的 NDC改革一直推迟到1999年才实施。

当时执政的中右翼联盟代表、养老金工作组内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以及议会中的

社会民主党成员都支持这项改革。不仅如此,多数工会组织、雇主联合会以及

养老金领取者机构同样支持这项改革。然而,由于社会民主党中的一支重要力

量对改革持反对态度,最终导致改革于1994年秋 (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后)出

现了暂时被 “搁置”的情况。期间,社会民主党领袖与党内反对派就改革方案

展开辩论。“搁置”导致改革方案被暂停实施,直到1996年社会民主党举行全

国年度会议时,才投票通过了改革方案。
改革伊始,瑞典就开始对名义账户记账,依据为1960年以来个人收入额

(电脑登记数据)的18%。把缴费率定为18%是由当时制度参数下所需的融资

水平而定。对每个儿童的育儿积分 (childcarecredit)按4年计算,其他非缴费

性积分根据估算得出,使用数据仍为个人登记数据。与此同时,瑞典还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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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养老金税收、最低保障养老金以及针对养老金领取者提供家计调查型津贴

的附属立法,并且还对整个养老金制度的经办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更新。此外,
五大政党间的政治共识成为瑞典养老金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并且一直如此),

1994—2000年这五大政党占到了议会全部席位的80%以上。根据协议,此后每

项养老金立法都必须经五大政党通过。

20世纪90年代早期,意大利和瑞典两国都饱受经济衰退和汇率危机的摧

残。在严重衰退的经济和高企的政府债务下,还要兑现过度扩张的福利承诺。
这就传达出一个信号,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结构平衡,两国的养老金制度亟须

改革。不仅如此,两国要想加入欧盟并最终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也需要降低本

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①。引入NDC养老金计划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且

能够确保养老金制度实现代际平衡和财务稳定。不仅如此,还能增加信贷价值,
并控制主权债务成本。

意大利和瑞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养老金改革。瑞典的改革是一步到

位,但意大利的改革却分几个阶段实施。意大利的一系列改革始于1992年的阿玛

托改革,当时意大利政府引入了一系列参数式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

就已经对这些参数式改革方案进行了讨论) (见Franco2002;FrancoandSartor
2006)。1992年的养老金改革有助于尽快恢复民众对公共财政的信心。经过这次改

革,意大利的养老金债务降低了大约25% (Beltrametti1996;Rostagno1996),标

准退休年龄延长了5岁,养老金待遇的指数化调整也由参照工资变动改为参照物

价变动。而且,改革最终确定了养老金待遇与终身收入挂钩,而非仅与职业生涯

最后几年工资挂钩的原则 (之前,意大利私人部门雇员的养老金待遇是与最后5
年的平均工资挂钩,中央政府雇员是与最后一年工资挂钩)。虽然改革之后意大利

的养老金待遇计发基数确定为终身收入,但是待遇确定型的计发办法仍未改变。

除此之外,参保者领取高龄养老金的资格条件也有所调整,私人部门雇员仍然为

缴费满35年,公务员由原来的缴费满20年调整为缴费满35年②。
意大利1995年的改革一步到位地引入了NDC账户,参保者退休时的账户

价值根据转换系数 (也称 “年金系数”)转换成年金待遇发放,年金系数的确

定依据的是预期寿命预测值。改革规定,年金系数自2005年起,每10年调整

一次,以反映预期寿命的变化。但事实上,在2010年之前意大利一直未调整年

金系数。而且,最终新规则的实施是渐进式的,只适用于劳动力市场的新加入

者。这种倒退造成了意大利NDC改革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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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虽然瑞典已经实现了降低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的目标,但它仍然未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
高龄养老金允许个人提前退休,但前提条件是要满足规定的缴费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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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年,意大利又引入了其他改革措施。1997年的改革对 NDC改革之

前的旧规则进行了调整。2004年的改革规定,高龄养老金的领取资格更加严格

(该改革措施原拟于2008年1月实施,但是2007年又出现了一些倒退)①。2007
年,调整年金系数的时间间隔缩短为3年,并于2010年1月第一次对年金系数

进行了调整。2009年,议会投票决定将最低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并于

2015年开始实施。但2011年意大利决定将实施时间提前至2013年。最终,意

大利的年金系数和退休年龄都将随着预期寿命的变化而变化。

2011年底,在主权债务市场不断增压的情况下,意大利又引入了新的改革

措施:自2012年1月起,NDC账户对此前未覆盖的 “老人”开放。除私人部

门女性劳动者外,所有参保者的法定退休年龄从2012年起一律调整为66岁

(但从2018年起,私人部门的女性劳动者也将适用这一规定)。同时,保留了高

龄养老金政策,但是领取资格的条件更加严格。

1995年,意大利快速引入NDC是养老金政策领域的一个显著进步。新的

制度规则旨在增强养老金制度的激励机制,并根据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自

动调整养老金待遇。但是,改革前的准备工作并不充分,公众对改革信息知之

甚少 (GronchiandAprile1998)。关于改革对公共财政、劳动力市场以及待遇

领取者的未来经济状况所产生的影响,也没有任何研究报告予以分析和公布。
事实上,连NDC养老金待遇的计发公式 (包括年金系数)也未能及时公布。

意大利没有在1992年经济困难时期进行广泛的社会讨论,这尚且可以理

解。但到了1995年时情况已有所改变,当时政策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单单限于如

何控制成本支出这一问题。未能进行公开且广泛的讨论不仅对技术层面产生了

负面影响 (例如1995年引入的自我平衡机制是不完整和不及时的),而且对政

治层面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由于对改革原则认识不统一,政府后续引入

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与最初的改革方案出入很大。例如,取消男性劳动者灵活退

休待遇,推迟采用新的年金系数来计发养老金待遇,最为典型的是制度保留了

高龄养老金待遇。而且,实际缴费率与计发养老金待遇时使用的缴费率不吻合,
这一现象持续了数年 (计发养老金待遇所使用的缴费率更高),这一状况对自雇

者尤其严重。再加上没有向公众大力宣传改革方案,所有上述因素共同导致意

大利民众对改革信息的知晓度大打折扣。不仅如此,短期的政治考虑导致制度

转型非常缓慢,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养老金替代率的急剧下降,但却是

以推迟节省开支作为代价的。2012年,为应对金融市场对意大利主权债务带来

的压力,上述状况终于结束,但距离意大利实施第一轮养老金改革的时点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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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了20年之久。

2.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的NDC改革方案源于瑞典1994年的立法。1994年底,瑞典立法第

一次呈现在拉脱维亚政府官员面前。1995年,拉脱维亚政府制定并通过了该国版

本的NDC方案,并于1996年1月起正式实施。拉脱维亚实施养老金改革的原因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养老金制度面临

财务不可持续的问题;二是拉脱维亚需要实行一种新的养老金制度以适应新兴市

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实施之前,拉脱维亚展开了相关讨论,讨论的主题之一是如

何增强劳动者的缴费激励。在1995年的改革讨论中,据估计,约有30%~40%的

个人收入记录是缺失的 (FoxandPalmer1999)。按照新的NDC改革方案,自

1996年开始,新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直接与个人缴费记录挂钩。
拉脱维亚养老金改革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将苏联时期直至1995年12月的

个人工作记录转换到NDC账户中,1996年1月后,个人在申请养老金待遇时

这些记录便转换成养老金待遇的一部分。个人工作记录的测算依据的是1996—

1999年的收入数据。然而,自从苏联经济崩溃之后,拉脱维亚的劳动力市场陷

入混乱,这就导致一些人的既得养老金权益过低,这些人主要是在20世纪90
年代中期就业不稳定时期的参保者。为了纠正这种偏差,政府对于那些在1996
年之前工作满30年的参保者实行最低保障养老金政策,该政策一直实施到

2011年①。拉脱维亚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提高了养老金的最低领取年龄,
自1994年起,女性和男性分别由原来的55岁和60岁统一提高到62岁。

正如上文指出的,在拉脱维亚展开的NDC讨论中,一个主要的政策宣传点

是,新制度有望通过建立缴费与养老金待遇之间的正向关系,提高劳动力市场

的正规性。最初,普遍蔓延的悲观情绪让普通大众难以理解NDC计划的精髓所

在 (Vanovska2006)。然而,到了2004年,事实已经证明改革取得了预期效果

(Palmeretal.2006)。但是,这还远不能证明NDC或者DC型计划的成功,因

为拉丁美洲的覆盖率数据表明,DC型计划还不是解决劳动力市场非正规性问题

的一剂灵丹妙药 (Forteza,Lucchetti,andPallares-Miralles,2009);拉丁美

洲虽然普遍实行了DC型计划,但是仍然面临着制度覆盖率极低的问题。
在拉脱维亚改革的最初几年中,有关提高退休年龄的政治斗争从未间断。

政治家主张保留提前退休特权。事实上,这一特权也确实存续了几年。这就延

缓了转型速度,使新制度下根据退休年龄调整养老金待遇的精算原则难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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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参保者个人的月平均缴费工资低于1996年1月至1999年12月间全国参保职工的平均缴费

工资,那么名义账户缴费工资基数将按照后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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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很难接受为了获取更高待遇而延迟退休的做法,雇主也很难接受雇员延

长工作年限的想法。最初,多数女性在达到最低退休年龄时 (56岁),就申领

了养老金待遇 (但事实上,对个人而言,这些人若工作到60岁甚至更长是明智

的选择,因为可以按照精算平衡原则获得更高的养老金待遇)。换句话说,这些

女性宁可相信提前退休是一种 “额外”待遇 (但实际上,她们选择了一条更易

引致老年贫困的道路)。我们在后续的分析中也会看到,改革初期参保者的实际

退休年龄过低,是导致这些人此后十几年内养老金待遇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3.波兰

作为另一个极端例子,波兰直到2009年才延长了实际退休年龄。拉脱维亚

和波兰的教训告诉我们,一旦一项政策支持或者鼓励提前退休,就很难再终止

它。而且,虽然这样做能够满足短期利益,但是长期来看后患无穷。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波兰出现了由向市场经济转轨带来的劳动力市

场混乱。这就意味着,收费和征税的基础以及公众的缴费意愿 (或称 “税收道

德”)垮掉了。由高失业率和非正规就业增加所导致的政治压力持续存在,那

些在苏联模式下工作过的养老金待遇领取者指控政府给付的当前养老金待遇过

低,然后政府不得不对其予以补偿。毫无疑问,这种补偿增加了养老金制度的

财务赤字。针对制度支出增长的压力,政府采取了应对措施,包括调低养老金

待遇计发公式中的工资基数。这一做法遭到了宪法法庭的反对,但由此带来的

后果是,截至1997年,波兰的社会保障缴费率高达工资总额的45% (Chłoń-
Domińczak2002)。很明显,为了实现制度的长期财务稳定,波兰需要进行一场

全面且系统的改革。改革的必要性源自未来制度的财务赤字,这是人口结构老

化和过度提前退休 (因制度允许慷慨的提前退休特权存在)所导致的结果

(GóraandRutkowski1998)。需要建立一种激励机制来鼓励劳动者延长工作年

限,恰巧NDC的设计原则符合政治家的这一需求。而且,波兰的养老金制度需

要通过一场改革来重建人们对制度的信任。
波兰的改革准备工作始于1996年。1997年初,波兰就给出了养老金制度

改革提案,包括将现有制度转型为NDC-FDC型的混合制度。改革所传递出的

将待遇与缴费、待遇与预期寿命相关联的简明信息深受波兰人民的欢迎。整个

改革将养老金制度分为NDC和FDC两部分,改革所需成本由国家私有化收入

承担。
从一开始,波兰政界就对养老金改革的框架达成了广泛共识。1997年开展

的FDC立法工作和1998年开展的NDC立法工作,并未因政府和议会的重组而

受到影响。1999年,新的养老金制度开始实施,自此以后,各界政府都对改革

持 赞 同 和 支 持 态 度 (Chłoń-Domińczak2002;Chłoń-Domińczakand Góra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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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波兰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广泛的共识,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这与波兰

政府在改革之前进行了广泛讨论密切相关。
和拉脱维亚一样,波兰养老金制度中的 “特殊权利”是非常典型的,同样

波兰政府也面临着如何铲除这些特权的压力。这些特权源自旧的养老金制度。
在旧制度下,在特殊行业工作的参保者不满55岁就可提前退休。单单因为某些

特殊群体的游说能力较强就赋予他们特殊权利,这显然不符合 NDC的设计原

则。在拉脱维亚,制度的转型规则很 “慷慨”,所以旧制度下的特殊权利毫无保

留地转换到了NDC账户中 (FoxandPalmer1999;Vanovska2004)。波兰与拉

脱维亚不同,没有采用这种转型模式。

在波兰,改革者也想把旧制度下的特殊权利转换到NDC账户下,但是遭到

工会组织的极力反对。为了摆脱这一僵局,波兰政府不得不提出建立过渡养老

金的方案 (但直到2008年底才通过相关立法)。与此同时,2005年,波兰议会

决定将矿工这一特殊职业群体从NDC计划中独立出来,重新加入旧的DB型现

收现付制计划中,使得这些人仍可以享受慷慨的提前退休权利,这显然背离了

普享性原则。事实上,这些人的特权可以通过为其建立补充职业年金计划的方

式来体现。自2009年起,波兰实施了过渡养老金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提高了

参保者的实际退休年龄 (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波兰养老金制度的实际退休

年龄就一直徘徊在女性55岁、男性不满60岁的水平,20年来从未改变)。

4.四国的转型方式

在逐步实施NDC的过程中,转型方式极为重要。事实上,四国的转型方式

相差很大,本章后续部分会进一步介绍。在这部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拉脱

维亚在制度实施的第一年也即1996年,就开始按照NDC的设计原则发放养老

金待遇。瑞典则于制度实施后的第3年也就是2001年,开始按比例发放旧制度

和新制度下的养老金待遇。波兰最早按照新制度发放养老金待遇的时间是在

2009年,当时1949年出生的女性到了最低退休年龄60岁 (波兰男性首次领取

NDC待遇的时间是在2014年,届时1949年出生的男性满65岁)。意大利的

NDC改革只是覆盖了年轻劳动力群体,因此意大利的NDC养老金待遇额占比

还很低,这些待遇主要支付给那些在1995年改革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职

业者①。正如前文指出的,直到2012年意大利才将所有缴费者都覆盖到 NDC
计划中来。

四国实行NDC改革的共同之处是改革的实施背景相同,都处于经济衰退阶

·04·

① 2009年,意大利NDC养老金待遇额只占新计算待遇总额的5%,占实发待遇总额的1%。大约

4/5的新待遇流完全是按照NDC改革前的待遇公式计发的。



第二章 第一波NDC改革浪潮:来自意大利、拉脱维亚、波兰及瑞典的经验  
 DIYIBONDCGAIGELANGCHAO:LAIZIYIDALI、LATUOWEIYA、BOLANJIRUIDIANDEJINGYAN

段。拉脱维亚和波兰在放弃计划经济后,经济和社会陷入混乱之中,劳动力市

场中的低技能、大龄劳动者供大于求。尤其是在波兰,社会保障制度 (特别是

提前退休养老金和伤残年金)的待遇领取条件非常宽松,很明显,这是导致制

度财务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波兰超过80%的年金待遇领取者在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选择了提前退休 (波兰女性和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

为55岁和60岁)。然而,这种转型期终归要结束,因为改变允许提前退休的规

则对于遏制赡养率上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拉脱维亚和波兰引入NDC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是,该制度能够激励年轻劳动者更多地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
改革对于非正规就业的快速增长有抑制作用。

二、 退休年龄

意大利、拉脱维亚和波兰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本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和实

际退休年龄都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开启了各自的改革进程。改革前,上述三国

的法定退休年龄为女性55岁,男性60岁。但是,由于拉脱维亚和波兰的养老

金制度普遍存在特殊权利,导致制度的实际退休年龄要远低于平均值57.5岁。

例如,制度规定,在有害环境下工作的劳动者自40岁起就可以申领养老金。意

大利的高龄养老金政策允许参保者在达到标准退休年龄之前提前退休,这一规

定尤其适用于男性参保者。如果再将因工伤退休的因素考虑进来,意大利的平

均退休年龄将会更低。相比之下,瑞典改革前的最低退休年龄为60岁;20世

纪90年代中期,瑞典的养老保险参保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为62岁

(该统计数据包含了以其他形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例如因工伤退出,

PalmeandSvensson1999)①。
在瑞典,自从引入NDC计划后,参保者的实际退休年龄趋于上升,但是并

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事实上,提前退休和延迟退休都

有可能,从而使得实际退休年龄沿着平均值呈散点分布。2009年,即引入NDC
后的第十年,瑞典的实际退休年龄接近63岁,当时参保者申领NDC待遇的最

低年龄为61岁 (SSIA2009)。有关调整退休年龄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将退休

年龄提高到所有瑞典人都能继续工作的水平 (比方说,由原来的67岁提高到

69岁或者70岁),从而使得那些能够且愿意工作到这一年龄的人如愿以偿。而

且,瑞典的NDC计划规定,劳动者在达到最低养老金领取年龄后,可以选择一

边工作一边领取养老金,所领养老金的数额可以是全额待遇的25%、50%、

·14·

① 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改革前的公共DB型制度也有精算扣减因子,参保者如果没有达到最

低退休年龄就退休,其养老金待遇额也将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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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或者100%。这一规定轻松实现了部分退休和非全日制工作的结合。
在意大利,1992年的改革将正常退休年龄从女性55岁、男性60岁分别提

高至女性60岁、男性65岁。但是,高龄养老金的存在稀释了这一改革效果。

1995年意大利引入NDC计划后,在制度实施初期,规定领取NDC待遇的参保

者可以选择在57~65岁之间退休。2004年,意大利将NDC的最低退休年龄调

整为男性65岁且固定不变;女性60岁,但可延长至65岁。这样一来,新规定

就能与改革前的旧规定相一致。2004年,随着DB型计划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旧制度下领取高龄养老金的现象也渐渐消失,但是这一现象很快转移到了新的

NDC计划下。在NDC计划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只要缴费满40年都可随时

退休,抑或缴费满36年可以选择在61岁退休 (对自雇者而言是62岁)。

2011年12月,意大利又引入新的改革方案。自2012年起,对于 “中人”
而言 (那些1996年之前参加工作的参保者,其部分养老金待遇按照改革前的待

遇计算公式计发),如果是在公共部门工作,无论性别所有雇员的法定退休年龄

一律提高到66岁。如果是在私人部门工作,女性的退休年龄为62岁 (到2018
年逐步延长至66岁),男性仍然为66岁。但如果女性参保者的缴费年限满41
年零1个月,就可以提前退休并领取高龄养老金。对于男性而言,要想享受此

待遇需要缴费满42年零1个月。虽然如此,如果参保者退休时年龄不满62岁,
那么其养老金待遇要适当扣减。从2013年起,这些年龄标准都将随着人口预期

寿命延长而自动上调。第一次上调的幅度为3个月,也就是说,2013年意大利

的法定退休年龄将调整为66岁零3个月。对于 “新人”而言 (1996年后开始

参保缴费者),退休年龄将为63岁,他们的养老金待遇额至少是福利养老金数

额 (发放给贫困老年人的)的2.8倍。同样,这一退休年龄也要随着预期寿命

的延长而上调。上述 “中人”和 “新人”的最低缴费年限都是20年。
在1994年通过NDC立法之前,拉脱维亚就将女性的最低退休年龄从55岁

逐步调整到60岁,当时男性的最低退休年龄也为60岁。随着1995年NDC改

革方案的实施,改革背后暗含的激励机制更加引人注目。因为采取DC型的设

计原则,再加上年金待遇要根据参保者退休时点的预期寿命来确定,也就意味

着退休年龄越低,所面临的老年贫困风险越大。当女性退休年龄仅为55岁时,
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对于丧偶女性而言更是如此。改革实施后,拉脱维亚政

府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着手解决。自2010年起,拉脱维亚将男性和女性的最低

退休年龄都提高至62岁。
波兰的养老金制度改革者并没有成功地将女性的最低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

以上。1997年的改革方案提出,男性和女性的最低退休年龄都将提高到62岁。
但是,这一方案并没有获得政治上的支持,最终通过的改革立法仍然保持女性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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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男性65岁的最低退休年龄不变。另一次尝试是在2004年提出的豪斯内

尔计划 (theHausnerProgram)中,该计划以副总理的名字命名,他提出了一

系列结构式改革方案来控制社会支出,但是,最终该计划由于政治分歧也未能

通过 (更多详细内容参见Chłoń-DomińczakandGóra2006)①。

2008年,波兰政府有观察员声称,男女实行差别退休年龄违背了宪法规定

的权利平等和非歧视等原则。但宪法法庭并不这样认为,而且于2010年7月裁

定差别化的退休年龄符合宪法精神 (但3名女性法官对此持反对意见)。然而,
宪法法庭也意识到了男女实行同一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并责成议会尽快制定立

法来处理此事。
在改革中,波兰政府成功地取消了普遍存在的提前退休特权,这也包括那

些原来缴费满30年即可在55岁提前退休的女性参保者。但是,男女实行同一

退休年龄的改革仍未进行,我们稍后再关注这一问题。
图2.1由欧盟老龄工作组的专家绘制,该图预测了NDC改革对参保者退出

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注意到,意大利和波兰的起始年龄

非常低,但是改革让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提高并逐

步接近瑞典水平 (但波兰女性除外,除非退休年龄调整)。要进行长期预测是很

难的,尤其是要预测人们在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下如何反应,以及他们在NDC
计划下如何决定自己的退休年龄都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总趋势非常明显:退

休年龄将会延长,而且各国之间将趋于一致。

图2.1 养老金改革对劳动力退出劳动市场的平均年龄所产生的影响 (预测值为2060年)
资料来源:EuropeanCommissionandEconomicPolicyCommittee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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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耶日·豪斯内尔提出了该计划,他是波兰政府1997年养老金改革小组的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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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办管理与宣传问题

在上述四国的改革中,新的立法都要求各国引入新的信息技术,对工作人

员进行培训,并且要制定宣传策略以便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新制度的设计原则。

1.经办管理

NDC要求记录下每一个参保者的缴费信息,即个人账户积累额。新的经办

管理系统尤其要将个人的缴费信息流与现金流对应起来。
意大利和瑞典在改革之前就建立起了相应的经办管理系统以收集和处理所

需信息。但拉脱维亚和波兰缺少这样的系统,因而难以将个人的缴费信息流与

现金流对应起来。此外,从历史传统看,两国政府的经办服务质量一直不高,
但是NDC要求经办管理机构将有关信息反馈给参保群体。

1995年,当拉脱维亚设计名义账户制时,它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系统是苏

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没有现代的记账方式、信息技术以及客户服务,甚至没有

一个总部来统领改革的实施。改革实施后,拉脱维亚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成

立国家社会保险局,统一领导全国各地的社会保险办事处,并且制定了相关规

定来明晰政府机构与新成立的社会保险局之间的关系。保费收缴功能原来隶属

于 “老的”社会保险局,现在移交至税务部门,而且经办管理系统也被重新整

合,以适应新的法律环境。自1996年1月起,用于收集个人缴费信息的新系统

正式运行。与此同时, “初始资本”的转换工作 (将之前的工作记录转换到

NDC账户下)也开始进行,拉脱维亚最早处理的是那些即将申领养老金待遇的

人。
在波兰,保费征收工作仍然由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机构进行,但自1999年1

月起,保费的征收程序改变了,在原来的系统中是由雇主支付总缴费额,而在

新系统中保费支付与每个雇员的信息流保持一致。1999年之前的工作记录在个

人申请为其计算初始资本额时填报。在改革准备阶段,政府机构与社会保险经

办管理机构之间的沟通不充分。所以,当1999年1月波兰实施改革时,经办管

理机构的信息系统还不够完善,无法将个人信息与雇主缴费信息有效匹配。事

实上,波兰在改革最初的两年内,一直在处理这些错误信息。由此,公众关注

的焦点从改革内容转移到了经办管理系统的缺陷 (Chłoń-Domińczak2002)。而

且,一旦错误酿成,纠正养老金账户错误信息的过程将非常漫长。
最终,为了提高信息质量,法律要求雇主 (微型企业雇主和自雇者除外)

以电邮的方式将信息传送给社保经办机构。经过日复一日的辛勤工作,2004年

波兰的缴费信息记录终于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是直到10年后,改革头两年

(1999年和2000年)所形成的错误记录也一直没能完全纠正过来。波兰的教训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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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考虑实施NDC制度的国家而言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实施之前,政策制

定设计和经办管理建设必须配套进行。

2.公众宣传

以下有关NDC的基本原理和重要信息是需要告知公众的:个人的养老金待

遇额由三大因素决定,即缴费额、基于经济增长测算的收益率、个人退休时同

龄群组的预期寿命。如前文所述,各国引入NDC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向公众传递

一个信息,那就是个人养老金待遇额将与个人缴费额以及同龄群组的预期寿命

紧密相关。NDC的这一特征会鼓励人们更多地选择正规就业,而非非正规就

业。同样,这也会激励人们在职业生涯即将结束时延长就业年限,因为就业时

间越长、退休越晚,退休后得到的养老金待遇越高。
改革要想实现增加正规就业,并在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下尽可能延迟

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就要准确无误地将 NDC的设计原理传达给公

众。因此,从这一角度看,信息的传达与沟通是各国成功实现NDC改革的重要

因素。拉脱维亚、波兰以及瑞典在改革过程中都与公众进行了良好沟通,从而

让公众了解了改革的逻辑原理。相比之下,意大利在1995年改革时并没有与公

众进行充分沟通 (见FrancoandSartor2006)。
拉脱维亚的改革宣传最初是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介进行的,尤其是大众媒

体对议会的有关辩论进行了及时报道。改革实施初期,拉脱维亚政府和新成立

的国家社会保险局付出许多努力,尽力让公众了解改革的内容,并开发了一套

现代化的、客户导向的经办管理系统。1997—2006年,拉脱维亚国家社会保险

局每年向参保者寄送一份缴费明细单,告知参保者个人的缴费情况。从2007年

起,缴费明细单不再每年发放,而是应参保者的要求而下发。拉脱维亚改革的

不足之处在于,政府没有调集足够的资源来整理个人的历史工作记录 (这些记

录从1996年之前算起,直到参保者退休为止)。这就意味着,计算参保者退休

后养老金待遇额的信息记录是不完整的。但是,参保者可以联系当地的社会保

险办事处,让其根据个人之前的工作记录、转换公式以及1996年后的缴费记录

计算出本人退休后应得的养老金待遇额。
在瑞典,早在政府1992年提出NDC改革框架时,就与工会、养老金机构、

其他利益机构以及社会公众进行了充分沟通 (Könberg,Palmer,andSundén
2006)。瑞典在实施NDC计划的同时,也向参保者提供了翔实的个人信息记录。
因此,与其他三国相比,瑞典在这方面堪称典范。自1999年改革伊始,瑞典就

每年向所有参保者寄送一个黄色信封,里面详细记录每个人的参保信息。此外,
自2001年起,瑞典每年都发布一个养老金报告,被称为 “橙色报告”(Orange
Report)。而且,瑞典人通过网络也可以查询到有关个人账户的详细信息。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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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到的信息,结合标准的未来收入增长假设或者个人提供的一些额外详细信

息,参保者就能大致知道在选定的年龄退休自己所能获得的养老金待遇。
在媒体的帮助下,波兰的改革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借此波兰民众关于

DC型计划的讨论不断升温,并触及了改革的核心原理。因此,当1999年波兰

实施改革时,社会大众对此非常熟知,民意测验显示人民普遍支持 NDC和

FDC的设计原则。正如前文指出的,由于改革初期信息系统存在问题,并直接

导致参保者个人信息的寄送出现延迟,因此直到2002年,波兰才第一次向参保

者寄送了个人参保信息,但是这也仅仅包含了参保者最近几年的 NDC缴费记

录。从2006年起,波兰寄送的参保信息中包含了个人最初几年的NDC账户积

累额,以及过去几年的缴费记录。从2008年起,所寄送的个人信息已经非常详

细,包括NDC账户积累额、初始资本额 (根据1999年之前的既得权益计算得

出)、NDC和FDC的缴费记录、预估的养老金数额 (根据个人账户积累额及未

来缴费额计算,在这里未来缴费额假定与历史缴费额一致)。
作为另一个极端,意大利在向公众提供个人信息方面做得远远不够,而且

在改革实施之前也没有对改革进行广泛讨论。直到2010年,意大利国家社会保

障局 (NationalSocialSecurityInstitute)才正式向公众公开了个人历史缴费信

息,但公布的信息中并未对未来的养老金待遇额进行预测。此外,意大利公众

可以知晓养老金制度长期总待遇支出额的预测结果,但是具体NDC计划的支出

额是多少,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在意大利的案例中,因为有相当多的劳动者与NDC改革无关,所以这就意

味着很难开发一套适用于所有参保者的信息系统。此外,人们一致认为意大利

的改革是不彻底的,这从当前开展的有关进一步改革的讨论,以及1995年后意

大利对新引入的NDC制度所做的一系列调整中可以看出。那些改革的利益相关

者 (也就是年轻劳动者)或许感受到了这种不确定因素。最后要说的是,截至

笔者撰写本章之时,意大利还没有正式向公众讲解新制度的逻辑原理与框架结

构。
总之,每个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都遇到了各自的困难,不管是政治分歧,还

是经办管理窘境,抑或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型中的困难。而且,并不存在一个

放之四海皆准的改革模式,四国在改革进程中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前进道路。但

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四国的改革框架都符合NDC的设计原则。

第三节 NDC在四国的运行状况

意大利、拉脱维亚、波兰以及瑞典四国的NDC制度设计既有共同点,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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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处。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参保者未来的待遇水平,并影响到未来整个制度

的运行效果。这一节中,我们将讨论各国制度的覆盖水平和制度设计方案。

一、 覆盖面

拉脱维亚和瑞典的NDC计划是普享性的,覆盖了全部劳动力群体。全覆盖

是拉脱维亚和瑞典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特点,两国在实施NDC计划之前就是如

此,因此,可以说 NDC计划的实施延续了这一历史传统。相比之下,波兰的

NDC计划只覆盖了部分劳动力群体。而意大利改革的覆盖状况是不均等的,原

因是改革之前的养老金制度就呈现碎片化,再加上政治家无能或不情愿消除这

种碎片化 (虽然改革本身提供了一次改变路径依赖的机会),所以导致了这一结

果。
表2.1列出了意大利和波兰的 “改革例外者”。在意大利,这些例外者是

一些自雇者群体,他们的养老金计划是实行准私有化管理的。在波兰,例外

者是农民、矿工和部分公共部门雇员。在四国的改革中,对普享性原则违背

最明显的当属波兰农民,他们占到该国劳动力人口的20%。波兰的多数农业

投资规模很小,或者说太小了,事实上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只是为了生存。特

殊状况让农民可以免于缴费,但这也违背了NDC制度的普享性原则,为其他

部门劳动者树立了坏榜样。此外,目前波兰农民所缴纳的保险费只占农民养

老保险制度成本支出的5%左右,但是他们领取的养老金待遇却比最低养老

金担保高出20% (波兰的最低养老金担保由公共财政出资,每个人都可以申

请)。

表2.1 四国NDC计划覆盖情况

改革实施

年份

意大利 拉脱维亚 波兰 瑞典

1995 1996 1999 1999

覆盖人群 雇员和自雇者 全覆盖 雇员和自雇者 全覆盖

例外者

一些独立养老金计划

的参保者,主要是

专业技术人员

没有例外

农民 (1999)

法官和检察官 (1999)

军人 (2001)

警察 (2001)

监狱工作人员 (2001)

边防战士 (2001)

矿工 (2005)

没有例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国立法以及从立法专家处获得的信息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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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波兰的NDC计划也覆盖了军人、警察等武装力量,但2001年政府

决定将这一群体退回到原来的非缴费型计划中,在该计划下他们只需服务满15
年即可领取养老金待遇。2005年,在波兰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之前,波兰矿工

在华沙各街道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退回到原来的较为慷慨的DB型现收现付

制计划下,这样他们只要在矿井下工作满25年即可申请退休。最终,政府满足

了他们的要求。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人们最初对改革的支持程度下降了,尤

其是那些在波兰历史上曾经享有过特殊待遇的劳动力群体。这就印证了那句老

话:一旦某个群体获得了特殊权利 (在波兰是农民),这扇大门也就对其他群体

打开了。事实上,即使某些劳动者群体确实有必要享受特殊权利,也应该通过

市场机制解决,例如可通过私人养老金制度或者职业年金制度来赋予他们特殊

待遇。以矿工为例,他们因工作条件艰苦而应享受特殊权利,但不应该通过政

府赋予其养老金特权体现,而是应该反映在矿业产品的价格上,包括增加改善

矿工工作环境的成本支出。

二、 与其他支柱的关系

在4个国家中,NDC养老金是参保者未来养老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却不

是唯一来源。在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强制实施的NDC计划由一个同样强制

实施的FDC计划作为补充 (见表2.2)。但是,至于缴费如何在NDC和FDC计

划之间分配,三国的做法不尽相同。瑞典是将全部缴费额的86.5%划分给了

NDC计划,该比例在三国之间是最高的。拉脱维亚最初的计划是到2010年将

20%的缴费率在两者之间平分。

表2.2 各国的养老金缴费率 (缴费占工资额的比率)

意大利 拉脱维亚 波兰① 瑞典

退休储蓄的

总缴费率

33% (雇员)

20% (自雇者)

24% (非正式用工)
20% 19.5% 18.5%

NDC缴费

33% (雇员)

20% (自雇者)

24% (非正式用工)

14%
(从2012年起)

12.2% 16.0%

FDC缴费 自愿性计划
6%

(从2012年起)②
7.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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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意大利 拉脱维亚 波兰① 瑞典

职业年金或

自愿性养老金

计划

有,最初很低但此

后逐步提高 (2008

年覆盖了20%的劳动者)

有,但覆盖率

很低

有,但覆盖率

很低
有,覆盖率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国数据整理而成。

注:所给缴费率是根据各国立法整理得出。各国的工资基数可能不同,有的包含了雇员的部分缴费。

①生于1949—1968年间的参保者可以选择将其全部缴费 (19.52%)都放入NDC账户中,也可

以选择分别放入NDC和FDC两个账户中。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全部缴费要记录在账户中。从

2011年4月起,分配给FDC账户的缴费率调整为2.3%,并且这一比例到2018年将逐步调至

3.5%。

②自2009年起,划入FDC计划的缴费率由原来的8%调整为2%;按照原计划,到2011年1月

将FDC缴费率调至4%,再到2012年1月起调至6%,但事实上,拉脱维亚的FDC缴费率一直

保持在2%不变。预计到2013年有望提高到6%,然后保持不变。

③例如,2013年波兰将FDC的缴费率调至2.8%。有关波兰缴费率的详细数据参见波兰社会保

险局网站资料:SocialInsuranceinPoland,p.25,http://www.zus.pl/files/social_insurance.

pdf———译者注。

非常明显,从一开始拉脱维亚就难以在不提高总缴费率的前提下将FDC的

缴费率提高到6%以上 (总缴费率是用来支付旧制度和NDC制度的养老金待遇

的,见Palmeretal.2006),何况它还额外有一个10%的缴费率为预筹式FDC
计划融资。始于2008年秋的经济危机让所有养老金承诺显得过于慷慨,政府于

是在2009年通过一项立法,重新划分二者之间的缴费率。从2012年起,拉脱

维亚NDC计划的缴费率为14%,FDC的缴费率为6%。这就意味着,总缴费

率的70%要进入NDC账户。在波兰,总缴费率的约63%进入NDC账户,37%
进入FDC账户。

意大利的FDC计划是自愿性的,建立在为离职待遇缴费的基础上。1993
年,意大利颁布了相关立法,此后几年,意大利的补充养老金计划不断发展。
意大利政府曾试图取消离职待遇缴费 (该缴费占到了职工工资总额的6.9%)。
离职待遇是当雇佣合同终止时雇主发给雇员的一份待遇,通常雇员可以选择是

继续持有该离职待遇,还是用其加入一个养老金计划 (默认选项是加入DC型

职业年金计划)。雇员也可以额外增加缴费,只要达成相关协议即可。2010年,
意大利约有20%的劳动者加入了自愿性补充养老金计划。

三、 转型方式

考虑到新制度下的大部分缴费者已经在旧制度下工作了很长时间,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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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C计划的国家需要找到一种将缴费者在旧制度下的既得养老金权益转换到

NDC账户中的方法,并且要制定相应的转型养老金待遇。转型规则包含两方

面:一是新制度应覆盖哪些劳动力群体;二是把过去累积的养老金权益直接转

移至新制度下,或将既得养老金权益转换成NDC账户价值。每个国家的转型规

则各不相同 (见表2.3)。拉脱维亚、波兰以及瑞典的转型速度很快,其中拉脱

维亚的转型速度最快,其次是瑞典,而意大利的转型速度是最慢的。

表2.3 NDC计划的覆盖人群

意大利 拉脱维亚 波兰 瑞典

 覆盖政策

 从2012年起,所有参

保者的缴费都进入新制

度。那些缴费年限超过

18年的参保者可以选择

加入新制度。而对那些

1995年之前参加工作的

人,养老金待遇实行混

合待遇

 自 1996

年 起, 所

有 缴 费 者

都 参 加 新

制度

 1999年 不 满

50岁的人都必

须加入新制度,

但那 些 按 旧 制

度规 定 可 以 在

2009年 之 前 退

休的人除外

 1938 年 之 后

(含)出生的人都加

入新制度

 最 早 一 批 加 入

NDC 计 划 的 出 生

群组

 强制性NDC:1960 1941 1949

 1938年出生的人

部 分 加 入 NDC 计

划,1954 年 之 后

(含)出生的人完全

加入新制度,介于

两者之间的人按比

例过渡

 最 早 在 NDC 制

度下完全根据实际

缴费记录计发养老

金待遇的出生群组

1978 1981 1981 198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国数据整理而成。

从表2.3的第二行和第三行可以清晰地看出,意大利的转型规则同拉脱维

亚、波兰和瑞典三国比较起来,区别很大。在拉脱维亚和瑞典,转型对所有人

而言都是强制性的。在拉脱维亚,1941年后出生的人完全加入NDC计划。在

瑞典,1938年出生的人部分加入旧制度,部分加入新制度,1954年后出生的人

必须完全加入新制度。在波兰,1949年后出生的人要加入NDC制度,这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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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直到 NDC制度引入10年后,也就是2009年,波兰才会有第一批领取

NDC养老金待遇的人①。
在意大利,1978年后出生的人必须加入NDC计划。如果1978年出生者的

退休年龄为65岁,那么这代人将在2043年退休。如果参保者在1995年改革实

施之前的累计缴费年限少于18年,他们也必须加入NDC制度。因此,对意大

利而言,很大一部分劳动者是允许继续留在1995年之前的制度中的。此外,意

大利的NDC计划只适用于1996年之后的保险缴费,而1996年之前的既得养老

金权益仍然按照旧制度计算。也就是说,意大利并未同拉脱维亚、波兰以及瑞

典一样,将旧制度下的既得养老金权益转换成新制度下的个人初始资本。因此,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意大利人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将包含两部分,一

部分是按照旧制度计算的养老金待遇,另一部分是按照NDC制度计算的养老金

待遇。这主要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而做出的政治选择,但这一选择使改革的成

本削减效应大打折扣。这就成为2008年经济危机导致意大利政府面临财政压力

的又一重要因素。
直到2012年修订立法前,意大利的改革道路均回避了 NDC的核心原则

(由保险缴费决定养老金待遇额度)。2010年,也就是引入NDC后的第15年,
无论是从养老金待遇的存量还是流量来看,采用NDC改革之前的待遇计发方式

仍然是意大利养老金待遇发放方式的主流。难怪意大利专家都将转型速度缓慢

视为意大利NDC改革的致命弱点 (FrancoandSartor2006)。正如上文所指,
这一重要缺陷终于在2011年立法中得到纠正,并从2012年开始实施。

在瑞典,名义资本 (或称 “个人账户”)积累额的测算依据的是现有的

1960年后的个人电子收入记录以及18%的缴费率水平②。在瑞典的转型公式中,
生于1938—1953年间的人需要计算两种养老金待遇,分别是旧制度下的待遇额

和新制度下的待遇额。出生于1938年的人,其养老金待遇中有20%源自NDC
计划,80%源自旧制度。每晚出生一年,从旧制度下获得的养老金待遇减少

5%,直到1954年出生者的养老金待遇完全从新制度中领取为止。相应地,如

果将转型期缩短为5~10年,瑞典也能获得同样的 “平滑”效果③。
在拉脱维亚,个人账户初始资本额的计算依据始于苏联时期的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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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波兰,如果加入新制度的人在2008年底之前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养老金权益,他们还可以再转

入旧制度中。但由于大选前的政治决定,2008年这一最后期限又向后推迟了两年。
这里之所以选择18%的缴费率而非16%,是因为瑞典1995年引入强制性FDC计划后,需要一

个额外的2.5%的缴费率来为其筹资。而且,测算数据显示,在旧制度的工资水平下,要想获得与初始

资本额相等的既得养老金权益 (在总额测算的基础上),需要18%的缴费率。初始资本中也包含了非缴

费型的儿童看护权利。
瑞典旧的DB型制度也根据精算原则来调整待遇,在这方面,它与新的NDC制度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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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1996—1999年的个人工资水平进行衡量。原则上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计

算方法,但事实上,由于拉脱维亚转型时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很差并导致大量灵

活就业产生,其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很多人的工资收入急剧下降。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拉脱维亚对那些拥有30年以上工作经历的人实行特殊担保政策。这一

政策是从以下两个数值中选取一个较高值作为最低待遇水平额度:或者是根据

退休时点个人初始资本额 (依个人1996—1999年的工资水平来衡量的过去缴费

价值额)计算的养老金待遇,或者为衡量期内平均工资的40%。该政策一直实

施到2010年。
波兰和拉脱维亚一样,将过去的养老金权益转换成初始资本。在波兰,初

始资本额等于参保者个人1998年底应从旧制度下获得的养老金待遇额,这一数

额是基于个人工作历史记录得出的。波兰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主要是因为改

革之前缺乏完整的个人信息记录,当时波兰的个人记录主要是有关待遇申请方

面。由于个人在1980年之前的很多信息没有以任何方式保留下来,要像瑞典那

样依据个人的历史收入来创立NDC账户价值,对波兰来讲是不可能的。
在计算NDC初始资本额的过程中,选取G值 (也就是年金除数)时将退

休年龄假定为62岁。但是,如果计算G值的年龄分别选择为60岁和65岁,那

么对于拥有相同工作历史记录的同代人而言,女性将比男性的初始资本额高出

30%,因为在旧制度下女性领取养老金待遇的时间要长得多。但上述做法在政

治上是行不通的,所以波兰将所有人的G值都选择为退休时点为62岁时的预期

寿命。如果假定女性的退休年龄低于男性,也就是假定她们申领养老金时的年

龄低于男性,这就容易导致在新制度下女性的养老金待遇更低,因为她们在转

型中利益受损了。为了防止女性待遇水平的急剧下降,波兰针对2009—2013年

间退休的女性实行了另一个转型办法。在这几年中,女性养老金待遇的计发公

式是混合型的,既有按新制度的计发办法获得的养老金待遇,又有按旧制度的

计发办法获得的养老金待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NDC养老金待遇在总待遇额

中所占比重会越来越高,从2009年的20%上升至2013年的80%。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意大利和波兰的转型方式存在一些问题。在意大

利,年轻劳动者群体既能选择参加旧制度 (对于那些缴费年限高于18年的人),
又能选择参加新制度,这样一来,对于缴费年限较短的参保者而言,其待遇水

平就要降低了。在波兰,断点出现在刚加入新制度的49岁群组和仍留在旧制度

下的50岁群组之间,虽然上文提及的转型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该问题,但

问题仍然存在。显然,这种不连续性引发了公平问题。
将改革前的既得养老金权益转换成初始资本 (如拉脱维亚和波兰)或者名

义资本 (如瑞典),这就意味着在新制度引入后,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也会使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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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者在改革前的既得养老金权益额降低。事实上,通过这种方式,上述3个国

家的转型成本降低了。但对意大利来讲,情况就不一样了。意大利的NDC计划

只适用于1996年后的缴费,因此,一直到2020年,大部分的新发养老金待遇

都按照引入NDC改革前的计发办法发放。转折点将发生在2035年,2035年以

后,大部分的新发待遇都将采用NDC的计发办法。在上述四国中,参保者个人

可以通过延迟退休来减少待遇率的下降幅度。

四、 个人账户

除了缴费率,影响个人NDC账户价值的因素还包括如下三个:一是非缴费

性权利积分所得和一般财政预算对重要社会政策权利的支持;二是积累期内死

亡参保者的账户继承所得;三是指数化水平。

1.劳动力市场以外的积分

实施NDC计划的四个国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当参保者处于劳动力市场之外

的某些特定时期时,通过额外缴费 (通常是通过一般财政转移支付)为其在名

义账户中予以积分记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社会或者一般政策角度看,这些

特定时期非常重要 (见表2.4)。

表2.4 积累期内个人账户构成

意大利 拉脱维亚 波兰 瑞典

 名义收益率  GDP增长率
 缴费工资总额

增长率

 缴费工资总额

增长率

 平均工资增长

率

 继承所得  增加制度储备  增加制度储备  增加制度储备

 分配给同龄群

组中活着的 参 保

者,分 配 依 据 是

按照存活者 的 养

老金资产占 该 同

龄群组账户 总 资

产的比重

名义账户的额外积分

 失业期间

 有,根 据 参 保

者的历史工资 为

其缴 费,最 多 缴

费5年

 有

 有,根 据 失 业

保险待遇为参 保

者缴 费,只 在 领

取待遇期间缴 费

(大约12个月)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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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意大利 拉脱维亚 波兰 瑞典

 产 假 与 育 儿 假 期

间

 产假期间有积

分;母 亲 可 以 享

受更高的年金 系

数

有 有 有

 看 护 残 疾 子 女 期

间
— 有

 有,但 须 经 收

入调查
有

 服兵役期间 有 — 有 有

 因 疾 病 丧 失 收 入

期间
— 有 — 有

 享 受 公 共 伤 残 保

险期间
— 有 — 有

 享 受 公 共 职 业 伤

害 保 险 或 者 职 业 病

保险期间

— 有 — 有

 照 看 重 病 亲 属 期

间
— — — 有

 大学教育期间 — — — 有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国数据整理而成。

注:“—”表示没有给予积分。

上述4个国家都将失业时期以及产假和育儿假时期包含进来,这些时期都

在社会保险计划的覆盖范围内。在意大利,产假和育儿假的计算是通过更高的

年金系数 (计算养老金待遇时使用)来体现的。除了拉脱维亚,其他3个国家

都将服兵役期纳入进来。波兰、拉脱维亚以及瑞典三国将看护残疾子女期也包

含进来,但在波兰,享受此待遇需要接受收入调查。拉脱维亚和瑞典还将患病、
职业伤害以及伤残时期等被社会保险覆盖阶段也纳入进来。此外,瑞典还将大

学教育、在家照看患病子女及重病亲属期包含进来,这些阶段也都在瑞典社会

保险计划的覆盖范围内。
瑞典赋予了伤残待遇领取者领取老龄养老金的权利,方式为对参保者伤

残期间给予视同缴费记录并缴付给养老金制度。每年,瑞典国库都从一般财

政收入中拨款支付这些待遇,这些支出都算作瑞典伤残保险制度的运行成本,
从而构成国家财政收入向NDC养老基金转移支付的一部分。伤残待遇在参保

者65岁时,就转换成老龄年金待遇。在拉脱维亚,社会权利的筹资来源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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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险预算内的转移支付,这就意味着这部分收入源自社会保险缴费,但缴

费并非只源自NDC。在伤残者达到最低退休年龄时,其伤残待遇转换为老龄

年金待遇。

意大利和波兰并没有为参保者在伤残期间进行积分积累。在意大利,伤残

年金待遇的计算依据是参保者发生伤残时其名义资本额积累的多少,同时综合

考虑个人领取年金时的实际年龄与60岁这一参考年龄之间的差距。从制度融资

角度看,如果政府用一般财政收入来支付制度的额外成本,制度给予参保者比

精算待遇更高的待遇水平是完全合理的。但格隆基和尼斯蒂科 (2006)指出,
当意大利赋予伤残待遇领取者领取老龄年金的权利时,参保者的伤残待遇和老

龄年金待遇之间并没有确立转换关系。这也意味着,意大利的NDC计划是融资

不足的。
在波兰,上述两项社会保险之间缺乏明确关系的情况比意大利更甚。当伤

残待遇领取者达到退休年龄时,参保者的伤残年金即转换为老龄年金。如果其

伤残年金数额高于老龄年金数额,那么老龄年金数额将自动上浮至与伤残年金

数额一样的水平。这样,波兰同意大利一样也创造了一个没有筹资来源的权利。

但如果某人领取伤残年金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参加工作,那么当他从工作岗位上

退休时,其原来领取过伤残年金待遇的历史将不考虑在内,这就容易使那些身

患长期残疾的人面临退休后待遇水平下降的风险。此外,波兰的伤残年金计发

公式与旧的DB型养老金待遇公式很相似,这就意味着那些即将达到退休年龄

者的伤残年金可能往往高于老龄年金,这些人按照伤残年金的水平领取待遇的

可能性更大。
瑞典是唯一对其在NDC制度下赋予的所有社会权利进行实际转移支付的国

家,并且有明确的法律框架加以规范①。意大利所采取的对特殊群体 (如上文

提到的母亲,此外还有自雇者)使用更高年金系数的方式明显带有旧的DB型

制度的痕迹。在这点上,意大利与波兰很相似。也就是说,权利的赋予并没有

明确的筹资来源与其相对应。显然,这是与NDC的潜在规则相违背的。在拉脱

维亚,情况也大致如此。因此,意大利、拉脱维亚和波兰三国对社会权利的融

资靠的是国家高举的 “隐性合同”,当权利需要兑现的时候,国家财政将不得不

进行兜底。这种 “缺失的”融资也可以通过社会保险池内的收入再分配予以兑

现,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制定相应规则,这样一来就会产生分配效应。总

之,这些国家对社会权利并没有规定明确的融资渠道 (而这些社会权利又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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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瑞典制度违背了资产必须高于负债的融资原则并由此导致账户资产额下降,所有账户价值

都应相应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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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个人缴费收入进行融资),这是与NDC的设计原则 (每一分债务都要有相应

的资产对应)相冲突的。

2.继承收益的分配

预筹式FDC计划与 NDC计划的一个区别在于,对于积累期内死亡者的

资本账户 (也称 “继承所得”)的处理方式不同。这一区别大概源自在不同

情况下人们对 “权益”的内涵有不同理解。也就是说,强制性预筹积累计划

的设计理念是,死亡参保者的资产应该由参保者遗属继承;但对于强制性的

公共NDC计划而言 (这是现收现付制计划),其逻辑原理是死亡参保者的资

产应当分配给制度内的存活者。具体可采取的方式有,将资产在死者的同龄

群组内进行分配,每个存活者可得的资产数额由存活者账户资产占该同龄群

组内账户资产总额的比重决定,比重越高者所分配到的资产额越高。瑞典就

采用了这种分配方式。
其他3个国家并没有采取同瑞典一样的分配方式,而是暗自将死者的资产

额变成一般公共收入的一部分。在波兰和拉脱维亚,这些收入用于支付那些没

有明确收入来源的社会保险待遇,例如旧制度的遗留成本。还有一种更容易被

众人接受的处理方式,那就是用继承所得支付遗属津贴,用于给死者妻儿发放

待遇,但是上述国家都没有采取这种方式。
在意大利,1995年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以前对遗属待遇的相关规定。死者配

偶领取的年金待遇额相当于死者待遇额的60%。如果死者的遗属只剩一名子

女,那么其领取的年金待遇额将提高至70%。如果死者有多个遗属,每个遗属

可获得的年金待遇将根据遗属数量确定,但有最高封顶限制,待遇总额不能超

过死者生前可获待遇总额的100%。计算年金系数时,往往假设参保者有一名

配偶,从而慷慨地将参保者个人的养老金权益转换成夫妻双方的共同权益。虽

然这一做法在DB型制度中非常普遍,但是并非没有争议。

3.积累期账户资产的指数化

对于NDC计划而言,积累期内名义账户资产的指数化问题和参保者退休后

年金待遇的指数化问题,直接关系到制度运行的成败。为了保持制度财务平衡,
名义利率 (或称内部收益率)应等于缴费工资总额增长率,从而既反映出平均

工资的增长状况,又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变动情况。这一收益率适用于所有养

老金债务,也即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账户资产和所有待遇领取者的年金待遇。
因此,养老金制度的收入 (缴费资产)增速和债务增速处于同一水平 (Palmer
1999,2012;Valdés-Prieto2000)。有关积累期内账户资产的指数化水平,4个

国家的做法相差很大。下文我们将分析这4个国家是如何进行指数化的,以及

他们各自的结果如何。这里首先介绍拉脱维亚和波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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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脱维亚和波兰,账户资产是用缴费工资总额增长率进行指数化的。在

这种方式下,经济增长会反映在养老金权益的增长上。同样的,经济衰退也会

反映到养老金权益的缩减上,当然,后种情况并不多见。例如,在拉脱维亚,

1997—2003年在积累期内劳动者账户资产的年实际收益率为6.6%,2004—

2008年的收益率为14.6%。此后,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下,2009年账户

资产的指数化水平降低了7.2个百分点。根据拉脱维亚福利部的统计,其NDC
账户资产额增长部分的80%源自平均工资增长率,剩下20%则源自参保劳动者

数量的增加。经济衰退之所以导致指数化水平的下降,主要原因是就业水平急

剧下降。
最初,波兰的名义账户指数化水平为通货膨胀率加上75%的实际工资增长

率。由于未来待遇给付的充足性是新养老金制度关注的一个重大政治和社会问

题,指数化水平又调整为100%的工资总额增长率,但是不能低于物价增长水

平。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新规则,从1999年起,波兰又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对

指数化政策进行了调整。最初,账户的指数化水平并不高,主要是由于21世纪

第一个5年里,波兰的工资增长水平和就业增长水平都很低。2006—2007年,
波兰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发生了改变,就业人口和工资水平都出现大幅上涨,其

中,波兰就业人口的增长是欧盟各国中最快的。与拉脱维亚经历的情况相似,
波兰名义账户资本的指数化水平也达到了顶峰。2008—2009年,当大多数国家

正经历经济负增长时,波兰经济保持了正向增长,由此其NDC的收益率也为正

值。
波兰养老金改革的指导原则是通过多样化求得安全。如图2.2所示,对比

NDC和FDC的收益率,在养老金改革的第一个十年里,波兰设定的改革目标

实现了,也就是说,当金融市场的收益率高时,NDC的指数化水平是低的,反

之亦然。因此,依赖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总体状况的总和收益率保持了相对

稳定。

4.瑞典的平衡机制

瑞典对以下两种指数化方案的优点和缺点进行了综合分析,一种方案是综

合考虑平均缴费工资增长率和参保劳动者增长率两个因素,另一种方案是只将

平均工资增长率作为内部收益率 (Palmer2000)。政治家们倾向于采用平均工

资增长率作为调整指数,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讲,这样能够保证平均待遇水平变

动不大。由此,瑞典基于偿付能力比率 (缴费资产与养老金债务的比率)设计

了一套平衡机制 (SettergrenandMikula2006)①,以预防劳动力数量下降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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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专家也将偿付能力译为 “余额率”或者 “平衡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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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风险。在NDC计划下,养老金债务是由制度缴费者和养老金领取者的账户

资产额共同决定的,显然这一数值是确定的。但相比之下,包含了未来缴费收

入的养老金资产在当下却是无法预知的。因此,我们需要对缴费资产进行定义。
瑞典模式将预计的缴费资产额定义为制度支付养老金待遇之前的缴费数额,用

每一缴费单元的时间价值来衡量,所用数据为离预测期最近的数据 (SSIA
2009)。

图2.2 波兰的GDP和工资增长率以及NDC和FDC收益率 (2000—2009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波兰的统计资料整理而成。

瑞典每年都对缴费资产进行预测,目的是生成一个新的偿债能力比率。如

果偿债能力比率低于1,那么瑞典将启用平衡指数以降低养老金负债 (劳动者

账户和待遇领取者的待遇)从而使偿债能力比率恢复为1。上述调整机制是不

对称的,没有上调设计,除了下调后平均工资指数又回到未进行负平衡时的水

平①。因此,瑞典的平衡机制是一个回转仪,让瑞典的养老金制度自动趋于财

务平衡。
我们注意到,虽然没有国家引入一个对称的平衡机制,但原则上我们是可

以这样做的。而且,现有文献资料也没有对这一可选方案进行相关分析 (Auer-
bachandLee2011)。对称平衡机制的好处是,制度无须建立不必要的基金积

累,以免当前参保者蒙受福利损失。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偿付能力比率

周围定义一个范围,当偿付能力比率超出这一范围时,就启动平衡机制,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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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做法在 《瑞典养老金制度年报》的附录中有详细解释 (SSIA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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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包含引入缓冲基金来应对经济和人口结构的突然变动 (Holzmann,Palm-
er,andRobalino2012)。

5.用GDP增长指数代替工资增长率

意大利的名义账户是用GDP增长率来进行指数调整的,所用指数为3年内

GDP的平均增长率。至于这种指数化水平能否保持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平衡,结

果尚未可知。答案将取决于GDP增长率与工资总额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GDP增速与缴费工资总额增长率的关系,因为这才是NDC
制度下的真正内部收益率。从长期看,工资总额和GDP大致呈现同步增长,但

历史数据显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者是有显著差异的。风险就在于,GDP增速

可能明显高于内部收益率,从而导致养老金权益与养老保险缴费和制度内部收

益率出现不一致,并由此导致制度长期内出现财务赤字。而通常情况下,财务

赤字需要政府用一般财政收入弥补。这是在有关意大利NDC改革的讨论中,又

一个没有明确给予解决的问题。

五、 待遇计发方式

原则上,NDC年金待遇的计发方式很简单:用参保者退休时的个人账户资

产额除以转换系数 (这是意大利的叫法,瑞典称其为转换因子,波兰则用G值

这一称呼,以下则通称 “年金系数”)即可。在拉脱维亚和波兰,年金系数就

是参保者退休时点其所在同龄群组的预期寿命 (见表2.5)。在意大利和瑞典,
该系数包含了假定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在意大利为1.5%,在瑞典为1.6%①。
这些数据是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上,即国家将长期保持近似水平的增长速度。
意大利和瑞典的前置型待遇计发模式把退休者的资金从退休后期向退休前期转

移②。这就符合所谓的消费者时间偏好理论:与未来消费相比,人们往往更倾

向于当下消费。与此同时,将参保者一生的既定缴费收入全部转化成待遇领取

者退休初期的年金待遇,会增加老年人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同样,这也会在

参保者同龄群组内产生再分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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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历年的瑞典养老金管理局年报 (如SSIA2009),瑞典养老金管理局也就

是以前的瑞典社会保险局。
在瑞典和意大利,完全或部分按照工资变动来对年金待遇进行指数化调整 (这就意味着初期的

待遇额比较低)的做法,有悖于一个政策目标:对于那些满足一定缴费年限的参保者,在特定年龄退休

时,要保证他们退休后的待遇替代率同改革前一致。在意大利,规定的缴费年限是37年,退休年龄为

62岁。在瑞典,最初政府规定缴费年限满40年且在65岁退休的参保者,其养老金替代率为60%,但随

着年轻一代人预期寿命的延长,该政策需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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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养老金待遇计发公式

意大利 拉脱维亚 波兰 瑞典

 分母

 预 期 寿 命,用

1.5%的固定收益

率调整

 退 休 时 的 预 期 寿 命

(不分性别)
 退休时的预期寿

命 (不分性别)

 预 期 寿 命, 用

1.6%的固定收益率

调整

 退休后

的指数化
 物价指数

 自2011年起用物价

指数 (之前使用混合的

工资-物价指数)

 混 合 的 工 资-物

价指数 (工资指数

部分至少为上年度

工 资 增 长 率 的

20%)

 物价指数,同时每

年结合实际平均工资

增长率与1.6%这一

收益率 (平均工资增

长率)的差额进行调

整;而且,当偿债能

力比率低于1时启动

平衡机制

 退休年

龄 (男性/

女性)

 65/60 (女性有

选择空间);缴费

满36年者可以在

61岁退休

 66/66 (男 性 缴 费 满

42年零1个月、女性缴

费满41年零1个月可提

前退休;从1996年起,

只要养老金待遇额至少

达到福利养老金待遇的

2.8倍,所有新缴费者

都可以提前至63岁退

休;所有年龄都随预期

寿命延长而相应调整)

 65/60
 65/60,但最低退

休年龄为61

 最低缴

费年限
 20年  10年

 无,但领取最低

保障养老金的资格

条件是男性缴费满

25 年,女 性 缴 费

满20年

 至 少 在 工 资 收 入

高于 个 人 所 得 税 起

付线 的 情 况 下 缴 费

满1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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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意大利 拉脱维亚 波兰 瑞典

 最低保障养老金

 最低待

遇水平

 社 会 救 助 养 老

金 (约 为 税 后 平

均收 入 的25%),

从65岁起开始支

付

 超过最低缴费年限后

按照缴费年限的长短计

算;否则,支付国家最

低社 会 待 遇 (每 月45

拉脱维亚拉特)

 2009 年,每 月

675 波 兰 兹 罗 提

(大约 相 当 于 平 均

工资的20%),与

其他年金待遇一样

实行指数化调整

 对于单身待遇领取

者 而 言 为 基 准 额 的

2.13倍;对 于 已 婚

者而言,每人的待遇

额为 基 准 额 的1.90

倍 (2009 年,每 一

基准额相当于44000

瑞典克朗,约相当于

平均工资的15%)

 筹资来

源

 一 般 财 政 预 算

收入

 一般财政预算收入,

但 不 能 超 过 NDC 和

FDC待遇总和

 一般财政预算收

入,但 不 能 超 过

NDC和 FDC待遇

总和

 一 般 财 政 预 算 收

入, 但 不 能 超 过

NDC和FDC待遇总

和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国资料整理而成。

在确定养老金待遇时,年金系数是根据NDC立法中规定的既定年龄来确定

的。在瑞典,领取养老金待遇的最低年龄是61岁,但是对于一个在65岁之前

退休的人而言,他的待遇额可以用65岁者的新预期寿命进行调整,到那时其年

金待遇也就是一个确定值了。当然,至于为什么将预期寿命确定在65岁这样的

一个较早的退休年龄,原因不得而知。众所周知,要准确预测预期寿命是相当

困难的,在确定最终年金系数时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找到与真实结果相近的

预测值。这非常重要,因为低估预期寿命往往容易导致制度财务失衡。

待遇领取者分担长寿风险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整个年金计划的设计:年金待

遇是完全没有指数化,还是根据物价水平进行指数化,抑或根据一定的工资变

动或者工资总额增长率进行指数化? 通常,待遇指数化的预期正向效果能够抵

消因修 改 预 期 寿 命 预 测 值 而 带 来 的 负 面 影 响 (Alho,Bravo,andPalmer
2012)。我们还应注意,让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承受生命后期的长寿风险是不合理

的。更一般地,分担这种风险的方式之一是发行NDC债券,将该风险转移给广

大纳税者 (Palmer2012)。最后,国家在建立NDC计划时,就应当明确到底应

该由谁来承受个人生命后期的长寿风险,但迄今为止很多国家都没有这样做。

1.养老金待遇的指数化调整

在意大利和拉脱维亚,养老金待遇是根据物价水平进行指数化调整。在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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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也是如此。但瑞典每年都对指数化水平进行更新,除去物价水平外,瑞典

还根据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与标准值1.6%的差额,上下调整养老金待遇。而

且,如果瑞典由于经济衰退或者金融资产贬值而启动平衡机制,也会对整个指

数化水平产生负面影响。意大利除了根据物价水平进行指数化之外,还没有其

他指数化形式,这就意味着养老金制度很有可能因为参保劳动者覆盖人数的持

续下降而引发财务赤字。我们将在本章后面部分对此进行分析求证。
过去10年间,波兰使用过多种方式对养老金待遇进行指数化调整。从

1999年初开始 (当时还没有NDC养老金待遇发放),指数化水平为未来给定年

份的通货膨胀率预测值和实际工资增长率预测值。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该种指数

化方式过于慷慨,因为人们往往高估物价指数和工资增长率。因此,波兰平均

养老金待遇占平均工资的比重,从2000年的52.7%上升至2004年的57.6%。

2005年,波兰对养老金待遇的指数化水平进行了调整,将根据未来年份的通胀

率调整为依据过去年份的通胀率。2005—2007年,养老金待遇的调整只与物价

水平挂钩,而且只有当物价水平上升到至少高于上一年度指标5%时才启动指

数化调整。因此,在2005年和2007年,波兰根本就没有对养老金待遇进行指

数化调整。从2008年起,波兰启用了新的指数化水平,改为混合的工资-物价

指数,其中工资部分至少为上年度工资增长率的20%。这种经常变动指数化水

平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因为NDC计划实际上是对所有代人实行相同合同条款的

代际合约。
拉脱维亚多数时候是使用物价指数来进行指数化调整。1996—1999年,当

拉脱维亚的实际经济增速放缓时,养老金待遇领取者通过额外的调整指数分享

了经济发展成果,这一点上文未提及。最初,拉脱维亚的改革策略是先实行混

合的工资-物价指数化政策,然后随着旧制度历史遗留成本的降低,逐步向全工

资指数化过渡 (Palmeretal.2006)。21世纪的最初几年,第一步改革策略实

施,但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导致所有的指数化调整在2009—2010年失效,拉

脱维亚开始转向全物价指数调整。

2.工资指数化的替代方式

原则上,NDC计划可以根据缴费工资总额增长率进行指数化调整。在一个

人口结构变动不大的国家,根据平均缴费工资增长率进行指数化调整,也可获

得相同效果。而且,根据后者进行指数化调整有一个好处是可以保持平均养老

金待遇与平均工资的比值不变。当然,直接根据名义平均工资增长率 (等于实

际平均工资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进行指数化调整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其

忽视了劳动力市场变动 (包含工资基数变动)对养老金待遇所产生的影响。瑞

典通过非对称的下调平衡机制解决了该问题,该国就选择了平均工资增长率作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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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整指数。其他选择平均工资指数的国家同样需要考虑如何规避劳动力数量

下降带来的风险。在近年的NDC改革中,挪威选择用一般财政收入来分散此风

险 (见本卷第四章克里斯坦森等人的分析)。
使用物价指数作为唯一 (在意大利和拉脱维亚)或主要 (在波兰和瑞典)

的待遇调整指数,会导致平均养老金待遇与平均工资之比持续下降。物价指

数保证了养老金待遇的购买力,但容易导致贫困老年人陷入相对贫困,尤其

对单身女性而言更是如此。鉴于此,为何实行NDC制度的国家不转而根据工

资指数调整待遇呢? 主要原因在于,在引入NDC计划之前各国是通过物价指

数来调整待遇的,而且,各国也难以承受由直接采用全工资指数作为调整系

数所带来的制度成本的增加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会逐步考虑引入工

资指数,以减少待遇领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 (这种

可能性很大)。

六、 最低收入保障

养老金制度的一个基本目标是预防老年贫困的发生,但NDC计划待遇计发

公式中并未体现代际收入再分配。因此,与传统的DB型待遇相比,在NDC计

划下将有更多人以低于个人可接受的最低标准领取养老金待遇。与FDC计划一

样,NDC计划必须辅以最低收入保障,其形式可以是最低养老金待遇,也可以

是最低收入。前者的行政管理成本更低,因为不需要对待遇领取者的所有收入

进行调查,而只需对公共养老金待遇进行调查即可。
在拉脱维亚和波兰,待遇最低领取年龄也是申领最低收入保障的年龄。但

在瑞典并非如此,该国规定申领NDC待遇的最低年龄为61岁,但是申领最低

收入保障的年龄却是65岁。瑞典和波兰的最低收入保障不能超过NDC和FDC
待遇总额,而且由一般财政预算融资。这就使得这一政策的收入再分配特征更

加突出,从而允许政府使用其他收入 (如一般税收收入而非社会保障缴费收入)
来为最低保障融资。

在拉脱维亚,参保者的缴费记录满10年才能领取最低保障待遇,成本由社

会保险缴费收入负担。缴费年限分别为11~20年、21~30年、31~40年及41
年以上的参保者,将分别领取1.1倍、1.3倍、1.5倍或者1.7倍于基础社会养

老金的最低待遇额。对于那些缴费年限不满10年的参保者,他们将领取由一般

税收收入融资的社会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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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脱维亚和波兰两国对实行工资指数化和在转型期内为第二支柱FDC计划融资进行了利弊权

衡,与实行工资指数化相比,FDC计划包含对养老金待遇征税。有关拉脱维亚的分析和讨论参见帕尔

默等人2006年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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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传统的DB型计划包含了最低保障的设计,尤其是对那些工作

记录比较差的劳动者和领取伤残及遗属待遇的参保者而言。新的NDC计划没有

提供任何担保。这就意味着,事实上的最低保障就是支付给那些65岁及以上贫

困者的社会救助养老金。该养老金的待遇额低于DB型制度下的最低养老金数

额。至于NDC养老金与社会救助养老金之间的关系,意大利政府也没有给予清

晰的界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一些参保者的NDC待遇很低,制度设计也应

当激励这些人更多地缴费。

第四节 对参保者个人的影响

DC型计划的一个潜在特征是,缴费与养老金待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

里,我们使用OECD建立的养老金模型以及模型中的数据来分析NDC计划对

参保者个人造成的影响。该研究方法和所用数据与OECD出版的 《2009年养老

金概览》(PensionsataGlance,OECD2009)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 《养老金概

论》(PensionsPanorama,Whitehouse2007)所用方法和数据相同①。使用这

一模型的好处是,分析结果依据的是相同的计算方法和同一研究假设,假设条

件包括进入年龄、退出年龄、工资增长、FDC计划收益率等。通过对上述4个

国家使用相同的研究假设,我们可以检验和比较各国制度的潜在特征。

一、 标准劳动者的养老金待遇

在图2.3中,纵轴给出了相对养老金水平,即给定计算假设条件的情况下,
个人养老金待遇与全体平均收入的比值。横轴给出的是个人收入与平均收入的

比值。因此,该图描述了养老金待遇与个人退休前收入的关系。其中,养老金

待遇为税前待遇,而且,各国数据都包含了表2.5中所列的特征。
图2.3给出了各国所有强制性养老金计划的潜在特征。通常情况下,对所

有参保者而言都相等的定额待遇,将在图中呈现一条水平线。从原点开始 (且
从零开始)的45度线代表个人收入 (在NDC下是缴费收入)与养老金待遇之

间是1∶1的关系,也即账户收益率等于平均工资增长率。一条更陡的线表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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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要感谢OECD提供这些数据,尤其要感谢怀特豪斯和雷利两位。模型基本假设为:实际收

入增长率为2.0%,个人收入增长率假定与整体经济收入相同,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为2.5%,FDC实际收

益率为3.5%,贴现率 为2%,死 亡 率 使 用 的 是 世 界 银 行 和 联 合 国 的 人 口 数 据 (Whitehouse2007,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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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收益率高于平均工资增长率,线越陡说明二者之间的差别越大①。最后,由

于各国对养老金待遇采取的指数化政策不同,所以总体的年均收益也有所不同。
此外,在瑞典,准强制性的职业年金超过了公共NDC和FDC计划的缴费上限。
在OECD测算中,瑞典的斜率最高,主要原因是该国针对私人部门白领劳动者

制定了FDC计划 (该计划的假定收益率为3.5%,而NDC的收益率仅为2%),
使得全体参保者的收入越高,领取的养老金待遇也越高。职业年金计划为公共

NDC和FDC计划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补充,这就是图中代表瑞典的那条线位置

最高的原因。

图2.3 终身收入与养老金待遇的关系

资料来源:OECD养老金模型。

图中,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的曲线在开始部分都比较平缓,这部分代表

的是最低保障待遇。在瑞典,随着最低保障待遇逐步向全额养老金待遇过渡,

曲线开始变得陡峭。正如我们期望的,4个国家的制度都表现出了待遇与收入

之间的强正向关系。从图中,我们还能发现各国制度的独特之处。第一,我们

看到波兰的养老金待遇在个人收入达到平均收入的2.5倍后不再增加;第二,
瑞典曲线在平均工资收入处有一个转折点 (此处的斜率为1),表明最低保障待

遇在这点完全消失;第三,意大利曲线自原点处起就呈一条直线,这是因为在

意大利的NDC设计中没有包含最低保障待遇 (虽然意大利有家计调查型的社会

救助养老金作为最低保障,但是图中没有包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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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OECD模型中,NDC部分的实际收益率为2.0%,FDC的收益率为3.5%。值得注意的是,
所用假设均假定就业增长率为零,这就意味着在计算中平均工资增长率等于缴费工资总额增长率。该假

定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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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6所示,四国的养老金组合状况相差很大。但正如我们所预期的,

对于挣取平均收入的待遇领取者而言,各国所提供的养老金替代率差别不大。

表2.6 新计发待遇的替代率

国家及与平均

收入的比例
最低保障 NDC FDC FDC (OP)①

总和

毛替代率 净替代率

意大利

0.30 0.00 0.68 0.00 0.00 0.68 0.99

0.50 0.00 0.68 0.00 0.00 0.68 0.75

0.75 0.00 0.68 0.00 0.00 0.68 0.75

1.00 0.00 0.68 0.00 0.00 0.68 0.75

1.50 0.00 0.68 0.00 0.00 0.68 0.77

2.50 0.00 0.68 0.00 0.00 0.68 0.78

拉脱维亚

0.30 0.24 0.22 0.38 0.00 0.84 1.08

0.50 0.00 0.22 0.38 0.00 0.60 0.80

0.75 0.00 0.22 0.38 0.00 0.60 0.80

1.00 0.00 0.22 0.38 0.00 0.60 0.77

1.50 0.00 0.22 0.38 0.00 0.60 0.73

2.50 0.00 0.22 0.38 0.00 0.60 0.70

波兰

0.30 0.20 0.30 0.31 0.00 0.82 0.96

0.50 0.00 0.30 0.31 0.00 0.61 0.74

0.75 0.00 0.30 0.31 0.00 0.61 0.75

1.00 0.00 0.30 0.31 0.00 0.61 0.75

1.50 0.00 0.30 0.31 0.00 0.61 0.75

2.50 0.00 0.30 0.31 0.00 0.61 0.77

瑞典

0.30 0.43 0.38 0.09 0.15 1.05 1.04

0.50 0.15 0.38 0.09 0.15 0.77 0.79

0.75 0.03 0.38 0.09 0.15 0.65 0.67

1.00② 0.00 0.38 0.09 0.15 0.62 0.64

1.50 0.00 0.28 0.07 0.41 0.76 0.81

2.50 0.00 0.17 0.04 0.64 0.85 0.88

  资料来源:OECD养老金模型。

注:①OP为职业年金。

②合格收入上限为平均收入的1.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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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定假设条件下,意大利的NDC养老金替代率为68%,该替代率对于

不同收入水平的劳动者而言都是如此①。在拉脱维亚,只要超过最低保障标准,

NDC和FDC计划 (缴费收入七三分)向参保者提供的总和替代率为60% (税
前)。与拉脱维亚类似,波兰在超过最低保障标准后,制度的替代率都为61%。

瑞典有4个主要的准强制性职业年金计划,该类计划在不超过公共NDC和

FDC计划缴费上限的情况下,为公共养老金制度提供了小幅补充;不仅如此,

该类计划还对收入高于最低限额 (平均收入的1.1倍)者的所有年金待遇提供

了补充。职业年金计划对于计划所覆盖部门或职业内的所有劳动者都是强制实

施的,而且全部缴费由雇主承担。自从引入公共NDC和FDC计划后,瑞典所

有的职业年金计划都转换成预筹式DC型计划,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私人部

门蓝领工人首先实行了此类计划。在OECD测算中,我们已经注意到,职业年

金计划的代表性群体是私人部门白领劳动者,他们的缴费率为最高收入限额

(有资格申请公共待遇)以下部分的4.5%。瑞典公共的强制性FDC计划的缴费

率为2.5%。因此,此处一个瑞典人在两个预筹积累制计划下的总缴费率为

7%,NDC计划下的最高缴费率为16%。

按照上述规定,OECD模型下一个65岁退休的瑞典典型劳动者,在 NDC
计划下获得的收入替代率为38% (这里的收入为最高限额收入),再加上强制

性FDC计划和职业年金计划所提供的年金待遇,其可得的总替代率为62%。劳

动者收入超过最高限额后,职业年金待遇成为退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公共

强制性计划在总待遇额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由于OECD的养老金模型假定预筹

积累计划的收益率更高一些,因此在图2.3中,当所有待遇都变为预筹式养老

金后 (即收入最高限额点),瑞典曲线的斜率开始增加。此外,最低保障待遇的

逐步减少,也是瑞典养老金制度的另一个突出特征 (表2.6)。

意大利虽然没有强制性最低保障,但是有家计调查型的社会救助养老金作

为最低保障 (拉脱维亚、波兰以及瑞典也有家计调查型社会救助养老金,并以

此作为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最低保障的作用之一是,避免低收入养老金待遇

领取者申领家计调查型待遇。因为家计调查型待遇是有目标群体的,为了保证

待遇发放效率,它需要对申请者的所有收入 (至少也是部分财富)进行全面调

查。最慷慨的救助往往是最低效的,因为它缺乏鼓励低收入者为获得高额待遇

而增加工作时间的正向激励。
在2009年的税收制度下,一个挣取平均收入的劳动者在意大利、拉脱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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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意大利的NDC计划对年缴费额有最高限制。2009年,个人收入高于91500欧元的部分无须缴

费,这一上限比意大利雇员的平均毛收入高出三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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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波兰的税后养老金替代率要高于税前 (税后替代率大约为75%,税前替代率

大约为65%)。在瑞典,税后替代率与税前替代率相差不大。在拉脱维亚和波

兰,养老金待遇的主要收入源自FDC计划。根据 OECD测算,拉脱维亚和波

兰的FDC计划是高效的,因为与意大利和瑞典两国相比,拉脱维亚和波兰两国

的缴费率低而待遇水平更高。当然,这是在没有考虑金融市场投资回报率大幅

波动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根据 OECD测算,由于有了FDC职业年金计划作

为补充,瑞典向平均收入劳动者提供的替代率相对高一些。相比之下,意大利

所提供的替代率也不低,但它主要是通过高缴费率来实现的 (意大利的缴费率

为33%,远高于波兰和拉脱维亚约20%的缴费率)。值得注意的是,拉脱维亚

和波兰的预期寿命与意大利和瑞典相比要低得多,这就使得在各国之间退休年

龄相近的情况下,尽管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缴费水平低,也可以获得与意大利、
瑞典相近的收入替代率。

二、 NDC与女性

1.提前退休

女性在波兰仍然享有特殊待遇,相比男性而言,波兰女性的最低退休年龄

仅为60岁 (而男性为65岁)。提前退休被视为一种权利,但这是DB型养老金

制度的人为产物。如果在DC型计划下女性继续享有这种权利,那么女性的养

老金待遇就会受到影响,因为在NDC计划下,提前退休意味着账户积累期的缩

短和退休后余命的延长,并由此造成养老金待遇支付额的下降。正如前文所强

调的,享有这种权利容易使女性丧偶者陷入相对老年贫困。
通过计算劳动力市场新进入者的理论替代率,我们可以看出提前退休对养

老金待遇水平有显著影响 (见表2.7)①。在意大利和波兰,如果女性60岁退

休,其养老金替代率会分别降低17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 (除退休年龄外,
其他假定条件都不变)。

表2.7 劳动力市场新进入者退休时的理论替代率

意大利 拉脱维亚 波兰 瑞典

基准:65岁退休 75% 77% 75% 64%

女性60岁退休 58% n.a. 55% n.a.

  资料来源:OECD养老金模型。

注:n.a.表示数据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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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替代率反映了一国的缴费率水平,意大利的缴费率高而瑞典的缴费率低。但在瑞典,几乎所有

劳动者都加入了职业补充年金计划,从而使得收入在缴费收入上限以下的参保者的养老金替代率提高了

1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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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虽然夫妻双方可以依靠两人的养老金共同生活得很好,但如果

丈夫去世,女性单依靠个人的养老金生活,将失去夫妻共同生活时的规模经济。
如果此时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持续增长,而养老金待遇指数采用的是物价指数,
就会增加老年女性的相对贫困风险。如此一来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否应当在

NDC框架下,允许 (或强制)夫妻双方签订联合年金协议? 但意大利等四国都

未曾考虑这一问题①。
直到2008年底,根据旧养老金制度的相关规定,波兰女性如果已经参加工

作满30年,就可以在55岁之前退休。很多女性都选择了提前退休,因此当时

波兰女性的实际退休年龄不足55岁,远低于法律当前规定的最低退休年龄60
岁。从2009年1月起,波兰才取消了提前退休特权。但反对者利用这一规定,
反对政府提出的男女实行同一退休年龄且退休年龄都提高到60岁以上的主张。
然而,为了保证女性退休时能够领取足额的养老金待遇,延长退休年龄势在必

行。如果女性退休年龄不提高,再加上女性工作年限短且工资收入低,未来波

兰女性中将有高达40%的人领取的养老金待遇低于最低保障养老金 (这里假定

最低保障额为平均工资的20%)(Chłoń-DomińczakandStrzelecki2010)。
在意大利,根据旧制度的规定,女性在选择退休年龄方面较男性有更大灵

活性,女性可以选择在60~65岁之间退休并开始领取养老金待遇。意大利之所

以这样规定,是因为男性更容易在65岁之前获得领取高龄养老金的权利。正如

前文所述,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从2012年起,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女性实

行与男性一样的退休年龄,而在私人部门工作的女性自2018年起也将向公共部

门的女性看齐。

2.因照看儿童而中断就业

为照看儿童而中断就业,会对养老金待遇产生影响,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另一个重要性别特征。如前文所述,每个国家都采取措施来补偿参保者因生育

子女而丧失的养老金权利。表2.8给出了就业中断对养老金待遇水平所产生的

影响。瑞典NDC计划中规定了慷慨的儿童照看养老金权利,这是几国中最接近

中性的规定。在拉脱维亚,因照看儿童而损失的养老金待遇额是最大的。在波

兰,由于女性退休年龄低,且可能因照看儿童而中断就业,两个因素合在一起

就降低了女性的养老金替代率,并增加了退休后的低收入风险。

·96·

① 有关国家如何在 NDC框架下降低女性老年贫困风险的讨论,见James(2012)以及 Klerby,

Larsson,andPalme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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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因育儿中断就业对未来净替代率的影响 (%)

1年 2年 3年

意大利 -1.4 -2.8 -4.2

拉脱维亚 -1.8 -3.6 -4.2

波兰 -0.8 -1.7 -2.5

瑞典 -0.3 -0.5 -0.8

  资料来源:OECD养老金模型。

为了弥补养老金权利损失,各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补偿措施,主要通过

为参保者在育儿期间进行额外缴费 (缴费源自一般社会保险缴费或者税收收

入)这一转移支付方式实现。图2.4描述了就业中断所造成的养老金待遇损

失,以及产假期间公共转移支付对该损失所做的补偿。意大利和拉脱维亚对

养老金损失 的 补 偿 程 度 较 小,瑞 典 是 四 国 中 最 慷 慨 的 国 家,几 乎 给 予 了

100%的补偿。

图2.4 公共缴费对育儿期间养老金待遇净损失的补偿情况 (%)
资料来源:OECD养老金模型。               

在意大利,补偿并未根据照看子女的年限而有所变动,这就表明在该国的

养老金制度中缺少鼓励女性育儿以及生育更多子女的激励机制。
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往往因工作年限短或者保险缴费额少,而面临更大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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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老金收入微薄的风险,原因是女性将更多的劳动时间花费在非正规劳动

力市场上,包括照看儿童及其亲属。这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都拥有

的结构性特征,只是各国程度不同而已。这一现象是由历史文化因素决定的。
除了参与正规劳动力市场程度不同外,女性较男性而言更倾向于参加非全日

制工作,而且她们经常选择在女性劳动者占主导的部门工作,而这些部门的

工资水平往往低于男性劳动者占主导地位的部门。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有理

由说,各国至少应当赋予夫妻双方自由选择共享NDC账户的权利,或者在退

休时为他们创建联合年金。这就涉及了资源从男性向女性的转移支付问题,
更确切地说是在家庭内部进行转移支付,而并未给保险池内的其他参保者带

来任何外部性,而且还会增加老年遗属的收入水平 (通常情况下是女性)。这

种选择在NDC个人账户框架内是非常容易实现的,值得引入 NDC计划的国

家认真考虑。

第五节 长期财务稳定性

在NDC计划下,个人缴费与养老金待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一点是效仿

了完全积累制计划的设计思路,并且能够保证横向公平。在宏观经济层面,代

际公平和长期财务可持续性的实现,有赖于制度设计方案以及面对经济和人口

结构变动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但问题是,目前各国实施的NDC计划在多大程度

上实现了保持财务长期稳定的承诺?
一般来说,在现收现付制下,当下以及未来的财务失衡可通过临时调整待

遇水平、受益资格或调整缴费比率,抑或通过自动调整机制来实现财务平衡。
第二种调整措施见效更快,因为可以使各国避免在削减待遇时可能遇到的各种

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为自身利益

游说的开端,而这也正是各国实施NDC计划意在消除的现象。
求助于内置的稳定机制并非NDC计划的独有特征,但确实是NDC计划的

一个重要特征。下面给出了引入NDC计划的一些主要原因。
(1)NDC计划是在各国普遍对传统的现收现付制进行参数式改革大约10

年之后引入的。之所以会出现NDC且其受关注度不断提高,原因是人们意识到

该制度在面对巨大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动时,参保者的待遇和受益资格状况应

符合 “经济逻辑”。为长远打算,养老金债务的增长速度必须在未来缴费可承受

能力范围之内。
(2)NDC下的待遇资格是透明的,调整机制也是事前确定的。有了固定

不变的制度规则,与传统的现收现付计划相比,在NDC计划下人们对待遇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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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认同程度更高,因为前者容易出现一系列的临时调整措施,而这些措施

是人们无法预知的。与积累制计划一样,个人对自己的已缴 “财富”额是清

楚的,而且参保者被告知个人养老金待遇完全与自己退休时的账户积累额

(财富值)成正相关关系,这种设计逻辑被公认为是公平的。相比之下,DB
型制度经常采用的临时调整措施常被视为国家对合同条款的一种违背;而在

NDC制度下,合同条款明确包括了既定的 (法定的)调整程序,且调整结果

相对确定。
内置稳定机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各国成功实施 NDC改革的最重要因素之

一。但问题是,四国的制度设计到底效果如何呢? 本节分四个部分回答这一问

题。第一,首先简要介绍了四国养老金制度的当前财务状况。第二,考察NDC
设计原则能否预防制度财务失衡的发生。第三,检验了当财务失衡出现时,应

使用何种调整机制进行矫正。第四,描述了四国在应对冲击时存在时滞的基本

原理。

一、 当前财务状况

根据欧盟老龄工作组的预测,2007—2060年四国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

重都有望下降 (见表2.9)①。相比之下,欧盟的平均水平是养老金支出占GDP
比重将大幅提升。这便是引入 NDC计划的四国可实现长期财务稳定的最好证

据。

表2.9 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的变化 (2007—2060年) (%)

国家/组 2007—2020 2020—2030 2030—2040 2040—2050 2050—2060 2007—2060

意大利 0.1 0.7 0.8 -0.8 -1.1 -0.4

拉脱维亚 -0.3 0.7 0.3 -0.3 -0.7 -0.4

波兰 -1.8 -0.3 -0.2 -0.1 -0.3 -2.8

瑞典 -0.1 0.1 -0.1 -0.3 0.3 -0.1

欧盟27国 0.4 0.9 0.7 0.2 0.2 2.4

  资料来源:EuropeanCommissionandEconomicPolicyCommittee2009。

注:欧盟27国指欧盟当时的27个成员国。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国情况差异很大。在瑞典,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基

本保持不变。在意大利和拉脱维亚,一直到2040年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基

本上呈上升趋势 (意大利从较高支出水平开始上升,而拉脱维亚从较低支出水

·27·

① 预测结果由各国专家提供,所用假设由欧盟老龄工作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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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开始上升),此后开始下降。在波兰,2007—2060年间养老金支出占比一直

趋于下降。期间,上述四国遇到的一个共同挑战是,未来制度赡养率将大幅提

升。这一挑战主要通过大幅降低待遇率 (给定退休年龄时的人均待遇水平)和

延长退休年龄来大幅降低覆盖率 (见表2.10)。我们的直觉认为表2.9中的数

据说明了NDC改革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已经将养老金支出控制在一定

范围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表2.10 不同因素对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的贡献 (2007—2060年)(GDP%)

国家/组 2007年占比 赡养率 覆盖率 就业影响 待遇率 相互影响 2060年占比

意大利 14.0 10.4 -3.2 -1.1 -5.5 -1.0 13.6

拉脱维亚 5.4 5.7 -1.6 -0.2 -3.9 -0.4 5.1

波兰 11.6 13.4 -6.3 -1.0 -7.1 -1.8 8.8

瑞典 9.5 5.6 -0.4 -0.4 -4.3 -0.6 9.4

欧盟27国 10.1 8.7 -2.6 -0.7 -2.5 -0.6 12.5

  资料来源:EuropeanCommissionandEconomicPolicyCommittee2009。

注:欧盟27国指欧盟当时的27个成员国。

在现有规则下,养老金支出保持不变或出现下滑的现象表明,制度在财务

上是可持续的。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制度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也是可持续

的。根据欧盟老龄工作组的预测,到2060年,波兰、意大利、瑞典和拉脱维亚

四国的公共养老金待遇率分别降低了30个、21个、19个和11个百分点。这就

意味着待遇领取者的相对贫困风险显著增加。
那些面临更高贫困风险的待遇领取者,主要是生活在养老金待遇仅仅

(或主要)根据物价指数进行调整的国家。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些人的养老金

待遇占平均工资的比重将不断降低。该特征在本研究中将重复出现。一个先

进的工业化社会是不能接受普遍的老年贫困的,而且随着老年人选举影响力

的增加,这一态度将进一步明确。因此,未来要求提高养老金待遇的压力会

不断增加。
鉴于上述考虑,表2.11引发了各国对未来养老金政策的深刻思考。表中所

呈现的低替代率水平反映了计算中所使用的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劳动者

将继续按照当前最低退休年龄退休,尽管未来50年他们的预期寿命将增加。这

一假设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实际。第二个假设是,各国将继续根据物价水平进

行指数化调整。这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但截至本文成文,各国仍未对指数

化问题进行讨论。

·37·



 养老金世界变化中的名义账户制 上卷: 进展、 教训与实施
YANGLAOJINSHIJIEBIANHUAZHONGDEMINGYIZHANGHUZHI SHANGJUAN:JINZHAN、JIAOXUNYUSHISHI

表2.11 平均养老金待遇与平均工资的比例 (2007年和2060年) (%)

国家
公共养老金 公共养老金和职业养老金

2007 2060 2007 2060

意大利 68 47 —① —①

拉脱维亚 24 13 24 25

波兰 56 26 58 31

瑞典② 49 30 64 46

  资料来源:EuropeanCommissionandEconomicPolicyCommittee2009。

注:①意大利没有职业年金。

②瑞典设定了缴费基数上限。对于所有部门雇员而言,收入高于这一上限后,养老金待遇将主

要源自职业年金待遇而非公共养老金待遇。为了整体把握平均待遇占平均工资的比重,就必

须要将职业年金待遇覆盖进来,下文分析将不再包含职业年金。假定的退休年龄将影响所有

国家的分析结果。

拉脱维亚、波兰以及瑞典通过调高最低保障养老金的方式帮助低收入待遇

领取者,但是这种调整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养老金待遇占实际工资的比重

随领取者年龄增长而不断下降的趋势。理论上讲,在NDC制度框架下,拉脱维

亚和波兰有将待遇指数化水平调整为工资指数的空间和可能性,这样一来,待

遇水平低的问题将得到极大改善。该方法对意大利和瑞典而言不太可能,因为

两国的待遇计发遵循前松后紧的原则,从而使得待遇指数的调整困难重重。
数字背后所隐含的预期寿命延长的趋势表明,各国很有必要不断延长实际

退休年龄。例如,上述测算假定,未来50年拉脱维亚将继续实行62岁这一最

低退休年龄,事实上,假定参保者领取养老金的正常年龄超过65岁会更加合

理。同样地,测算假定波兰女性将继续在60岁离开劳动力市场。事实上,在意

大利和瑞典 (两国的人口预期寿命、健康状况和幸福指数在世界排名中名列前

茅),假定未来40年内两国正常退休年龄将逼近69岁甚至更高并非不合理。如

果朝着这一方向修订假设的话,表2.11中的替代率将大大增加。

2007年拉脱维亚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很低,至少反映了该国的改革存在两个

问题 (上文已经讨论)。第一个问题是,拉脱维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允许女性

满56岁即可提前退休,而养老金待遇直接与预期寿命相关,难免会导致待遇水

平的下降。事实上,很多女性都选择了提前退休,从而导致了低待遇。第二个

问题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震荡,再加上整个国家关停了苏维埃工业,
让很多人 (尤其是年长的男性劳动力)在剩余的职业生涯中很难再次进入正规

劳动力市场就业,甚至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这一状况持续了十年以上,让很多

新退休的参保者只能领取最低保障养老金,数额大概只相当于平均工资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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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意大利已经在朝着延长工作年限的方向努力,为应对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

自2013年起意大利将自动延长退休年龄①。很明显,其他3个国家也应效仿意

大利。瑞典目前正在讨论给予雇员延长工作年限的权利 (允许雇员一直工作到

69岁或者70岁),从而使得雇员在超出目前规定的67岁这一享有工作权的年

龄后,仍然可以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中。但是,单这一项政策还不足以达到延

长最低退休年龄的目的 (以应对预期寿命增加)。不仅如此,即使最低退休年龄

保持不变,个人也可以通过延迟退休来避免待遇水平的下降。上述测算已经暗

含了这种情况,这就说明单单靠自愿提高退休年龄还远远不够。最后,实际退

休年龄提高到何种程度,将取决于劳动权利立法以及雇主和雇员的态度。值得

注意的是,申领公共养老金的最低年龄对雇主和雇员来说都是一个重要信息。

二、 财务失衡的预防措施

要评价NDC的制度设计是否能够预防未来的财务失衡,以下3个特征非常

重要:①劳动者所积累名义资本的收益率;②账户资产额转换成养老金待遇所

使用的转换系数 (年金系数);③养老金待遇的调整指数 (见表2.12)。

表2.12 影响财务平衡的重要因素

意大利 拉脱维亚 波兰 瑞典

影响财务失衡概率的因素

积累期的收益率 GDP 缴费基数 缴费基数① 平均工资

年金转换系数

人口假设 历史数据 预测数据 历史数据 历史数据

计算年金待遇时

的假定收益率

假定的实际工资

增长率 (1.5%)
无 无

假定的实际工资

增长率 (1.6%)

待遇指数化 (除

物价指数以外)
无 无

部分 (工资

增长率的20%)

平均工资增长率

减去1.6%

促进长期财务平衡的机制

账户名义收益率

的自动调整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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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9年,意大利创造性地引入了自动延长退休年龄机制,而欧盟老龄工作组的预测并没有考虑

这一点。然而,该机制在减少待遇领取者人数的同时,会引致人均待遇额的增加,因此,总体上看其对

养老金总支出的影响可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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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意大利 拉脱维亚 波兰 瑞典

退休年龄的

自动调整
有 无 无 无

偿债能力比率

低于1时的自动

平衡机制

无 无 无 有

年金系数调整

同龄群组预期

寿命调整
有 有 有 有

调整频率 每三年 每年 每年 每年

是否自动调整 是 是 是 是

年金待遇是否

自动调整
无 无 无 是

储备金② 无 无 无 有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国数据整理。

注:①实际收益率不能为负。

②只投资于政府债券的储备金除外。

在瑞典,名义账户收益率采用的是平均工资增长率;在拉脱维亚和波兰,
账户收益率为缴费基数增长率;而意大利使用的是GDP增长率。前文已经指

出,瑞典模式是有问题的,因为从长远来看,平均工资增长率与实际进入养老

金制度的缴费增长率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而后者才能保证一国的NDC制度实现

财务平衡。当劳动者数量减少时,就会出现财务失衡。这种潜在的财务失衡影

响因子 (再加上其他因素),在瑞典制度中是通过自动平衡机制来纠正的,这一

点下文将讨论到。
至于计算年金待遇时所使用的系数 (年金系数),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一

个是预期寿命的选取方式,再一个就是退休后年金财富的收益率。在意大利、
波兰和瑞典,年金系数使用的是历史数据,而拉脱维亚使用的是预测数据。使

用历史数据可以避免由预测预期寿命变动而带来的麻烦,因为它只是简单地反

映了当下的数据。但由于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增长,采用这种方法会导致长期财

务失衡。因为,历史数据意味着对一个当下的65岁退休者所使用的预期寿命,
实际上是当下已经66岁或者更老之人的预期寿命。但此时年龄为66岁或者更

老的人则属于另一代人,他们的预期寿命比现在退休者的预期寿命要短。只有

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使用历史数据的方法才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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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的例子中,在计算年金系数时并没有考虑伤残年金和遗属年金支

出。尤其是,计算方法没有考虑到伤残劳动者的待遇支出超出缴费所得①。遗

属年金待遇在这里也没有考虑进来。为了实现财务平衡,意大利政府必须通过

转移支付向制度注入更多资金来支付这些待遇。换句话说,政府已经通过财政

预算筹资的方式,将这些年金待遇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很不幸,这种做法是以

隐性方式进行的,缺乏透明度。
个人账户余额在参保者的整个退休期内应支付完毕。和预筹式计划一样,

账户剩余资产的收益率应该等于制度的内部收益率。具体方式有三种:
方式一,在计算年金系数时对收益率进行预测并将其考虑进来,而非当实

际收益率与年金系数所包含的收益率不同时再进行事后调整 (如意大利)。
方式二,和方式一相似,但如果实际收益率果真与年金系数所含收益率不

同,年金待遇将进行相应调整 (如瑞典)。
方式三,在计算初始年金待遇时没有使用收益率,但事后年金待遇将根据

制度的内部收益率进行指数化调整。截至目前,波兰和拉脱维亚都是根据物价

指数来进行指数化,而且拉脱维亚已考虑向工资指数化水平过渡。
方式二和方式三是等价的。如果采用的是实际内部收益率,年金待遇的净

现值将与制度实际收益率相一致。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还是存在分配性差异

的。方式一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如果制度收益率与年金系数隐含收益率 (在意

大利固定为1.5%)之间的差异不是随机的,那么制度的收支不平衡将永远存

在。

三、 财务失衡矫正

原则上,如果制度收益率设计得当且预期寿命预测误差随机,那么NDC将

在长期内保持财务平衡。反之,引起制度长期财务失衡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对

劳动者账户积累额和年金待遇进行指数化调整时所使用的内部收益率设计存在

缺陷;二是计算年金待遇时所使用的预期寿命值存在系统性误差 (Alho,

Bravo,andPalmer2012;Palmer2012)。
既然缴费率固定,那么缴费收入将取决于工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状况这两

个外在因素。因此,要想保持制度财务平衡,可采取的措施只能定位于调整参

保者的缴费账户或年金待遇,或者两者都调整。引致财务失衡的因素会影响制

度的整体支付能力,如低生育率现象的持续存在会导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

动者数量减少,这种 “干扰”因素会影响制度当前和未来支付养老金待遇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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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Gronchi(1998)的测算,伤残年金支出约占工资收入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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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必须通过指数化来调低年金待遇以及劳动者账户资产额,并以此实

现制度财务平衡。但是,如果破坏平衡的一系列事件是随机发生的,彼此之间

的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相互抵消,这样整体的影响结果就会为零,制度的长

期财务平衡也将实现。霍尔茨曼,帕尔默和罗巴里诺 (2012)对这一点进行了

论证。事实上,这也是人们对应否创立储备基金 (来平滑不利影响,如短期经

济下滑)存有争议的原因所在。最后,一个潜在的引致失衡因素,在于指数指

标如何构建,例如,根据 (平均)历史数据构建的指标会导致调整滞后。
四国NDC计划的设计原则是,积累期内账户资产额的指数化调整将随着内

部收益率变动而自动进行。在记账阶段,只有瑞典根据内部收益率来调整年金

待遇。如果所用收益率等于缴费基数增长率,就会实现稳态的基金预算平衡。
如果养老金待遇不进行调整,那么实现财务平衡的过程将会非常漫长,甚至财

务平衡永远不会发生。这就是现在意大利、拉脱维亚和波兰所面临的状况,这

3个国家的养老金待遇只是根据物价水平进行指数化 (在波兰根据工资指数化

的成分很小)。这一点,从三国的阶段缴费率 (在任何一个时期为了支付年金待

遇所需的缴费)等于年金待遇与缴费额之比可以看出。
四国都定期对年金系数进行调整,除意大利外,其他三国都是每年调整一

次,意大利三年调整一次。通过对新退休的同龄群组实行新的预期寿命转换系

数,如果预期寿命增加,会降低新计发的养老金待遇。但如果出现对预期寿命

的系统性低估,持续降低的死亡率不会降低已经计算出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只

有瑞典同时在两个阶段 (账户积累阶段和待遇发放阶段)建立了自动调整机制,
确保在待遇支付时养老金的资产和负债能保持实时平衡。

四、 NDC应对冲击时的模拟

正如上文指出的,一个设计得当的NDC计划能够保证制度在长期内实现收

支平衡,即使面对人口结构和宏观经济变动也同样如此。但是,经过巨大变动

之后,要恢复制度预算平衡需要一定时日。
为了用一个更加量化的概念来阐述这一观点,我们对意大利和瑞典的养老

金制度做了一个简单测算①。我们假定,劳动者在20岁时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工

作45年。此后,他们的退休期为15~20年。事实上,死亡的确切时点是不确

定的。为简化问题,我们假设死亡时点呈均匀分布,因此待遇领取者的预期寿

命为82.5岁。这里与欧洲最新的预测假设保持一致 (EuropeanCommission
andEconomicPolicyCommittee2009),我们假定劳动者的流入量是恒定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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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感谢托马西诺为这一测算所做出的贡献。



第二章 第一波NDC改革浪潮:来自意大利、拉脱维亚、波兰及瑞典的经验  
 DIYIBONDCGAIGELANGCHAO:LAIZIYIDALI、LATUOWEIYA、BOLANJIRUIDIANDEJINGYAN

劳动生产率以年均1.7%的水平增长。

1.虚拟NDC (“Textbook”NDC)
在该经济体中,我们使用最简单的NDC计划:为了保持制度财务平衡,将

劳动者的名义账户收益率假定为缴费基数增长率。退休时,名义资产按照精算

公平原则转化为年金待遇,并且使用当时可得的最精确的预期寿命预测值。参

保者退休后的年金待遇也根据缴费基数进行指数化调整。
我们假定,缴费率为工资额的25%,且任何时候都固定不变。在一个稳态

经济下,这就意味着年金待遇支出和制度缴费收入占 GDP的比重都大约为

16%①。
我们考虑三种 (持久)冲击实验:
实验一,劳动生产率增速减缓,从1.7%降至1.0%。这种冲击一发生就立

即对制度产生影响:年金待遇和名义资产的增长率均立即降至与劳动生产率增

长率、GDP增长率相同的水平。养老金制度仍然保持预算平衡,而且年金待遇

支出占GDP的比重保持不变。
实验二,预期寿命冲击,退休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1岁。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的虚拟NDC养老金制度在短期和中期内都将面临财务失衡。事实上,
即使我们对刚退休的参保者使用最新的年金系数,以保证在预期寿命增加的情

况下制度仍然保持精算平衡,也仍会存在一些按照旧的年金系数领取养老金待

遇的参保者。这就意味着,从冲击开始的那年起,直到这种 “已经存在的”养

老金领取者全部去世,制度支出将一直超过制度收入。我们经济体的过渡期为

15年,冲击之后,待遇支出占 GDP的比重增加到17%,财务赤字从零增至

GDP的1%。此后,支出又降至冲击前的水平,财务赤字又回到零。
实验三,劳动者流入出现负增长。我们不再假设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

代人在数量上恰巧等于已有一代人的数量,而是假设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

动者数量以每年0.5%的速度下降。一般来讲,这将对制度预算产生两个方

向相反的影响:一方面,缴费者数量减少导致制度收入也减少;另一方面,
因为年金待遇指数化水平降低 (而且当年新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随之减少),
制度支出也出现了下降。至于哪种影响因素占主导地位,取决于具体的养老

金规则以及经济体的各个参数。在我们的简单经济体中,这种影响是非常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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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假设的结果,根据欧盟老龄工作组预测,劳动力要素在 GDP中贡献的份额为65%,因此

GDP等于工资总额除以0.65。同缴费率的情况一样,这一假设也与制度是否包含动态调整机制、调整时

间和调整幅度无关;我们只是对这些变化以及我们感兴趣的变量增加一定的现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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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而且会出现短暂盈余①。盈余水平大约每年相当于GDP总量的0.1%~
0.2%,并一直持续到那些在冲击发生时已经参加工作的所有参保者都退休为止

(大约需要45年)。

上述实验让我们看到了冲击所具有的不同特征,以下几点非常重要:冲击

是否对所有各代人都产生同等影响 (不管是冲击发生时正在工作的,还是冲击

发生后参加工作的);冲击是否只对最年轻的劳动者群体和冲击发生后新进入劳

动力市场的群体产生影响,而不对冲击发生时已经参加工作的劳动者产生影响;

再者,冲击是以随机形式、循环形式还是以没有任何规律的方式产生影响? 最

后,冲击的影响过程是永久性的还是阶段性的? 在实验一中,从冲击发生的时

刻起,劳动生产率增速的降低影响了所有各代人的工资水平。在实验三中,劳

动力市场规模的缩减发生在最年轻的劳动者身上,后续劳动者群体也将面临同

样问题,而且只有在下调所有各代人的待遇水平后才会出现完全调整。

2.意大利NDC
与虚拟版的NDC研究相比,现实世界中的NDC计划在面对冲击时表现得

更脆弱一些。以意大利的制度为例,它与虚拟模型有两方面不同:一是年金系

数的更新是存在时滞的 (目前是3年1次),二是整个退休阶段的年金待遇是固

定的。这就表明,即使是在稳态经济中,要想使待遇支出等于缴费收入,除非

年金系数所隐含的技术收益率恰巧等于GDP的实际增长率。在意大利,该技术

收益率为1.5%,从一开始就被植入到新计发的年金待遇中了。当年金系数更

新时,该技术收益率不会自动更新,而且意大利也没有设定任何有关每年都对

其进行调整的程序 (就像瑞典一样,通过制定自动平衡机制,每年都对偏离

“正常值”的情况进行调整)。

首先,和我们的基准模型一样,如果GDP的增长率由1.7%降至1.0%,

制度将会持续出现相当于GDP总额0.3%的财务赤字。类似地,超过1.5%的

整体增长将使制度产生永久盈余。

其次,预期寿命的意外延长所导致的结果可以由两个矫正机制抵消:修正

年金系数和延长退休年龄。这种通过延迟退休 (以降低新待遇领取者的年金待

遇)来抵消预期寿命延长和年金待遇领取者增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做法,将

会不断被采用。

最后,生育率的不利冲击将会对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平衡产生持久的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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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瓦尔德斯-普列托 (2000)的模型中,假定劳动生产率没有增长且最初的劳动力流入增长率为

正,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布雷耶 (2004)和瓦尔德斯-普列托 (2004)都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模型假定

劳动生产率增长为正,且劳动力流入增长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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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在新稳态经济中,财务赤字为GDP的0.2%)。原因是,生育率的持续下

降将在长期内降低经济增长率和工资总额增长率,而这正好是制度的内部收益

率。但是,意大利的年金系数未将其考虑进来,而是将1.5%的收益率内置于

年金系数中。

3.瑞典NDC
瑞典的NDC计划与虚拟模型有两方面不同:一是缴费资产的指数化调整依

据的是平均工资增长率而非工资总额增长率;二是引入了自动平衡机制。该平

衡机制发挥作用的原理是:每个时期都会对制度负债和资产进行计算。负债等

于所有当前劳动者以及所有当前待遇领取者的应得养老金权益的现值 (当前劳

动者的应得权益根据个人账户资产额确定,当前待遇领取者的应得权益根据其

当前及未来待遇的现值计算)①。制度资产则用每年的缴费资产额乘以 “周转

期”得出,周转期是制度内平均缴费年限与平均退休年限的加权平均②。当偿

债能力比率 (资产与负债的比率)低于1时,平衡机制启动,积累期的账户资

产和养老金待遇的指数化水平相应降低。此时的指数化水平不再等于平均工资

增长率,而是等于平均工资增长率乘以偿债能力。调整机制 (自动平衡机制)
加快了制度应对冲击后恢复财务平衡的速度。接下来,我们描述简化版的瑞典

NDC计划在面对上述3种冲击时的反应③。
冲击一:劳动生产率增速下滑立即被制度吸收,自动平衡机制不会启动④。
冲击二:在预期寿命延长的冲击下,如果没有自动平衡机制进行调整,制

度将持续面临15年的财务赤字,赤字水平最初为GDP总额的1.4%,此后便开

始下降。但事实上,预期寿命延长会激活平衡机制,因为养老金债务将超过养

老金资产 (即使周转期变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积累期的账户指数化水

平和当前待遇的指数化水平都将从1.7%开始出现下滑,最终水平仅略高于零。
这将降低财务赤字的水平,财务赤字占GDP的比重将从1.4%降至接近1.0%
的水平,而且所需时间将从15年降至10年。在这10年中,制度的偿债能力不

断增强,最终又回到1的水平,而且积累期和待遇发放期的指数化水平也逐步

恢复至原来的1.7%。
冲击三:在面对生育率下降的冲击时,自动平衡机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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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贴现率为平均工资增长率 (死亡率也考虑进来)。
在虚拟经济中,在冲击发生前的稳态情况下,周转期大约为36年。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对积累期账户资产的指数化水平进行了简化处理。按照瑞典的制度设计,

积累期的指数化水平为过去和现在工资增长率的平均值,但在我们的模型中,该指数假定为现在的工资

增长率。
在现实世界中,冲击被吸收的速度要稍微慢一些,因为指数调整依据的是工资增长率的移动平

均值,而非当前的工资增长率。但是,自动平衡机制也会启用,该过程与我们此处的描述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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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意味着制度给予参保者的收益率 (平均工资增长率)将永远高于稳态情况

下制度实际能够负担的收益率 (工资总额增长率)。如果没有自动平衡机制,制

度赤字将不断增加,在新稳态情况下,赤字将以每年占GDP0.5%的水平增加。
但是,冲击意味着制度未来的偿债能力比率将低于1,此时平衡机制将启动,
并会一直降低参保者的收益率,直至其与制度内部收益率相等为止。

第六节 面对经济危机

NDC的支持者声称,通过将制度参数锁定在维持制度长期财务稳定的范围

内,NDC制度能避免DB型现收现付制所固有的政治风险。在2008年经济危机

时,该言论第一次面对现实的检验。
在意大利和拉脱维亚,养老金待遇只是根据物价指数进行调整,波兰有小

额的工资调整成分。经济负增长降低了当下缴费者的未来养老金权益,但是并

没有减少目前待遇领取者的养老金数额。然而,养老金待遇是根据物价指数调

整的,而且,原则上负通胀意味着待遇指数将出现下降。在上述三国,拉脱维

亚在2009年出现了负通胀,但是该国政府不愿调低养老金待遇,只是为待遇调

整指数设定了零通胀率这一底线。
在拉脱维亚和波兰,2008年经济危机引发了一场政治讨论,讨论的议题

为FDC缴费增加财政负担的合理性。在拉脱维亚,该讨论最终导致有关降低

强制性FDC计划缴费份额的法律获得通过,FDC缴费率从原定的10%降至

6%。之前有分析称在不降低总费率的情况下FDC6%的缴费率也是可以负担

的 (Palmeretal.2006),该过程可以被视为是对一开始就有争议的决定的纠

正。
波兰是在2008—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保持了经济正增长的少数几个国家之

一。然而,波兰的经济增速下降了,公共财政状况也出现了恶化。社会保险制

度的缴费收入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制度出现赤字,这就意味着制度需要额外筹

资。波兰社会保险基金不得不向商业银行借款50亿波兰兹罗提。于是,有建议

称要降低FDC缴费率。最终,波兰政府于2010年底接受了该建议,将FDC的

费率先降至工资的2.3%,再逐步提高到3.5%。剩下5.0%的缴费率 (后来为

3.8%)将转至现收现付制度下,但这部分缴费要记录在混合个人账户上,并随

GDP增速进行指数化调整,而且,万一参保者死亡,该部分遗产可继承。该建

议引发了一场关于养老金制度实际效果的激烈讨论,多数专家和社会公众都对

这种任意改动制度规则的行为持反对态度。尽管存在争论,但政府还是通过了

立法,并于2011年5月付诸实施。这次改动不仅改变了缴费在NDC和FDC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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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分配比例,而且创建了两个并行的NDC账户,两个账户实行不同的指数化

政策和遗产继承政策。这就削弱了制度分散风险的能力,而且使得制度的透明

度降低。
在拉脱维亚,养老金提前退休待遇占正常退休待遇的比重从80%降至

50%。而且,截至2012年1月1日,提前退休政策被取消。2009年12月21
日,宪法法庭宣布,政府削减养老金待遇的行为是违宪的。继而削减养老金待

遇的决定被撤回,削减的待遇额于2010年4月被退回给待遇领取者。上述一系

列事件表明,拉脱维亚的NDC承诺是可信的,即使面临巨大预算压力,政府也

没有充分理由来缩减养老金待遇。
上述对何谓 “基金”的理解同样适用于瑞典的NDC计划。但与其他3个国

家不同,瑞典建立了明确的NDC储备基金。储备基金的资产价值为储备基金额

与未来缴费估值的函数,未来缴费的估值是基于每一克朗停留在制度内的加权

时间,平均而言是从缴费征收直至待遇给付的时间。2008年,随着全球股票市

场出现下跌,瑞典的储备基金价值也降低了。与此同时,工资增长接近于零。
经济衰退的总体影响是制度的平衡指数降到1以下,从2008年的0.9672降至

2009年的0.9570 (SSIA2009)。
每年的12月31日,瑞典都对储备基金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了应对经

济危机,瑞典议会将评估原则改为按3年移动平均值评估的方式,从而使得制

度偿债能力比率仅降至2008年的0.9826和2009年的0.9570,避免了制度偿

债能力比率在危机后出现大幅下降。然而,积累期的账户资产和退休期的养老

金待遇都依此进行了下调。虽然在经济危机时,根据制度规则出现了养老金待

遇的下降,但是,随着储备基金价值恢复正常增速和经济重新开始高速增长,
上述损失将随着新调整指数 (恢复到最初的经济指数水平)的启用而得以弥补。
有一个问题,瑞典为什么没有建立意外储备以应对养老金资产的临时贬值对待

遇支付所产生的影响呢? 2008年经济危机是瑞典第一次对调整指数采取 “急刹

车”。经过一番公开讨论后,公众普遍接受了根据制度规则来调整 NDC债务

(包括缴费者和待遇领取者的债务)的做法。
总之,在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依规则行事的NDC计划经受住了经济衰

退带来的强压力的考验。在意大利,还没有专门针对NDC的讨论,因为制度支

付的NDC待遇额还非常少。但是意大利引入了随着预期寿命增长而延长退休年

龄的做法,这可以被视为是减缓经济危机给制度预算和个人养老金待遇所带来

压力的一种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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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结  论

综上所述,本章讨论了意大利等四个欧盟国家引入NDC的背景,并对四国

NDC制度设计的优劣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改革路径不同,但是各国引

入NDC的政治进程还算顺利。如果说四国在引入NDC的过程中真有些坎坷的

话,那就出现在意大利。意大利几乎没有就改革内容和改革目标与公众进行良

好的沟通,而且该国的转型过程非常缓慢,以至于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改革的

存在。这些问题有碍于意大利改革目标的实现。
改革的特殊问题涉及兑现或彻底废除特殊权利方面。瑞典从一开始就没有

特权群体。拉脱维亚从苏联体制下继承了很多特权,但该国在改革之初通过将

既得权益转换成个人账户初始资本的方式成功解决了该问题。波兰直到2008年

才开始正视这一问题,通过立法为旧制度下的特权群体建立了过渡养老金。拉

脱维亚和瑞典对男女实行相同的退休年龄,但波兰在多次政治压力下,仍然实

行差别退休年龄 (男性65岁,女性60岁)。意大利赋予私人部门女性更多的自

由选择权利,相对于私人部门男性和公共部门女性劳动者而言,私人部门女性

享有满一定缴费年限就可提前退休的特权。瑞典是唯一在引入 NDC计划前的

DB型公共养老金计划中没有设定特殊权利的国家。2010年瑞典男女劳动者退

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超过63岁,当时申请 NDC待遇的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

(人们最早可在61岁申请待遇),瑞典还将继续提高最低退休年龄。拉脱维亚将

最低退休年龄提高到62岁,这一政策已经发挥了作用,该国劳动者退出劳动力

市场的实际年龄已有所上升。
我们已经强调,如果对养老金待遇根据物价水平进行指数化调整,那么随

着退休者年龄的增长,其养老金待遇占缴费者平均工资的比重将会不断下降。
问题在于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在长期内是否能被接受。有关指数化的第一个结

论是,直接根据工资总额指数来调整养老金待遇的方式是值得考虑的;第二个

结论是,由于意大利和瑞典在计算初始年金待遇时考虑了可得的实际工资增长

率,未来消费的贴现值可以比理想值更高。拉脱维亚和波兰在计发年金待遇时

没有考虑未来可得的实际盈余,相反,两国隐性地将这一盈余使用在其他方面,
如增加制度的长期财务可持续性 (过去几年两国在遭遇严重经济危机时,制度

就面临财务不可持续问题)。全面分析显示,拉脱维亚的NDC计划将大量盈余

用于创建FDC计划 (见Palmeretal.2006对拉脱维亚的分析)。这就将原本可

以用来增加NDC待遇的养老保险缴费再分配给了劳动者的FDC储蓄,但并不

是所有劳动者都享受到了这一转移支付,那些当前的养老金待遇领取者就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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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内 (他们没有领取这部分待遇),当然,这部分人仅占劳动者的少数。该策

略成功与否,将取决于NDC和FDC的收益率如何。此外,该策略是以牺牲老

一代参保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他们没能完全参加FDC计划,甚至根本没有

参加该计划。波兰也适用于这一结论。

NDC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财务稳定。本章运用简单的仿真模型,检验了意

大利和瑞典的制度设计在面临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退休余命不断延长以及

年轻劳动者数量持续减少这3种冲击时的反应。瑞典的自动平衡机制保证了

制度的财务稳定,虽然有时有些滞后。然而意大利的设计使得养老金制度在

两大负面冲击下出现了长期财务赤字。拉脱维亚和波兰在养老金待遇支付阶

段只是根据物价水平进行指数化调整,两国的NDC计划在工资总额增长率为

正时,制度将出现盈余 (虽然没有直接的筹资机制),但在名义工资总额增长

率低于通货膨胀率时,制度将出现赤字。在这些国家,明确建立储备基金是

非常必要的。意大利、拉脱维亚和波兰三国都需要重新考虑本国养老金计划

的财务平衡问题。
严谨的制度设计可以避免NDC计划出现大规模、长时期的财务失衡。一旦

出现财务失衡,可以通过内置的稳定机制来补救 (如瑞典制度中引入的稳定因

子),也可以通过不完全分配制度内部收益来弥补 (如拉脱维亚和波兰),抑或

通过定期采取调整措施来解决问题 (意大利将不得不这样做)。某些情况下,在

后面3个国家,政府预算将作为缓冲基金。无论国家经济状况如何,只要政府

持有一个账户或者虚拟基金 (在经济状况好时减少债务,在经济状况差时增加

债务),该措施就将奏效。当然,该逻辑只有在不利情况和有利情况交替出现时

才会成立,而在劳动者数量持续减少的环境下,这一逻辑就会失效。这种风险

的存在就要求明确建立自动平衡机制。
在NDC计划下,由制定更加严格的养老金规则所带来的传统政治困境,将

被一种心理困境所取代。这种心理困境源自缴费者的错误认知,即认为养老金

制度总体上会一直保持平衡,因为截至目前,个人的养老金待遇直接与个人的

历史缴费相关。如果这种错误认识一直存在,公众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遇到突

发人口结构和宏观经济冲击时要削减养老金待遇。这就是要在制度中设计内置

稳定机制的重要原因。
现在,四国还没有成功地向公众说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NDC的收益率是

由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收益率。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养老金待遇也会

变动,虽然这种变动经常是以正增长出现,但偶尔也会出现负增长,例如在严

重的经济衰退期,因为经济衰退会导致缴费收入下降。
当出现负增长时,可以调整年金系数,正如2008—2009年多数国家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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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一样。但这违背了NDC的设计原则,而且会降低公众对NDC的信任。一

个更加有吸引力的方案是在经济状况良好时不完全分配制度的内部收益,而是

特意留到经济状况差时再分配这些收益。这些收益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在遇到

危机时用以增加养老金制度的筹资额 (危机期间,根据NDC的基本原理,养老

金待遇需要下调,如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期间)。这种解决方案当然要求

对何为好时期、何为坏时期进行界定。在建立储备基金时,很多问题必须解决。
包括储备基金的规模应该多大、基金一开始如何建立、如何进行投资管理以及

如何进行基金分配等问题。
在4个国家中,NDC计划是基础的、收入关联型的养老金计划。分析

显示,虽然各国的强制性制度设计有所不同,但四国的强制性制度为普通

全职劳动者提供的毛收入替代率为60%~65%,净收入替代率大约为75%
(净收入替代率的数据只适用于意大利、拉脱维亚和波兰三国)。瑞典的普

通劳动者获得的净收入替代率与毛收入替代率相差不大。意大利的制度效

率是相对较低的,原因是为了获得与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三国水平相似

的税后待遇,意大利的养老金制度所需的缴费率更高。这是因为拉脱维亚

等三国的养老金制度中包含有很大份额的FDC成分,而FDC计划的长期收

益率更高一些。
在四国中,只有瑞典成功地对女性因生育子女而暂时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期

间予以了充分补偿。此外,其他三国也没有在立法上规定,夫妻双方可以共享

NDC账户或者创立联合年金,这对女性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在意大利和波兰,
允许女性提前退休的政策是导致女性退休后易陷入老年贫困的又一推手。这些

设计原则都是相对容易改变的。事实上,制度可以为育龄父母提供慷慨的政策

待遇,也可以通过非缴费性养老金设计来激励人们生育,从而促进劳动者数量

的增长。
表面看,NDC计划似乎经受住了2008—2009年经济衰退的考验。意大

利、拉脱维亚和波兰三国通过制度的内在调整来应对缴费收入的下降,并没

有引起大的政治波动。虽然拉脱维亚政府官员对物价指数的总体影响设定了

上限,并缩减了FDC计划的规模,但仍有言论认为初始规模确实太高。波兰

对FDC和NDC的缴费比率也重新进行了划分。在瑞典,调整是在 NDC计划

内部进行的,主要是通过下调积累期的账户资产价值和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

来实现的。

2011年,意大利为了应对金融市场压力,降低了该国的主权债务,主要方

式为加速向全NDC计划转型。具体措施包括:提高领取高龄养老金的资格,为

当前未被NDC计划覆盖者 (1996年之前的缴费者)创建 NDC账户;从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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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所有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6岁 (私人部门女性推迟到2018年

适用该规定);从2013年起,法定退休年龄 (以及领取高龄养老金的最低缴费

年限)将自动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延长。但是,意大利的NDC计划仍然缺乏

一些旨在保证制度长期财务可持续的设计特征,例如内部收益率构成、应对财

务赤字与盈余的相关规则等。但在应对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对制度产生的不利影

响时,意大利有两个矫正机制可以同时发挥作用:根据预期寿命变动而调整退

休年龄和年金系数。这是意大利制度设计中的特色之处。经过漫长的改革,意

大利最后终于拥有了一个公平、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 (并向参保者提供正向经

济激励)。但更为可取的做法是,从一开始就对所有劳动者和所有代人实行完全

的NDC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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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殊途同归: 发达国家的
NDC和养老金改革方向

爱德华·怀特豪斯*

很多国家都实施了非积累制或名义的DC型养老金制度 (即名义账户

制,NDC),来取代其原有的DB型公共养老金制度。OECD成员国中意大

利、挪威、波兰和瑞典四国已经这样做了,此外还有拉脱维亚 (非 OECD
成员国,但属于欧盟成员国)也实施了这一改革。其他国家对这种养老金

改革路径也显示出很大的兴趣。
这些国家实行NDC改革的动机各异。政治经济因素无疑是最明显的动

机之一:政府希望改变其养老金制度,而不仅仅是对制度参数和规则进行

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此外,与其他形式的待遇削减相比,把未来养老金

水平与预期寿命变化挂钩的削减方式更容易被选民接受。
本章要强调的是与这些变化相关联的经济问题。养老金制度有四个主

要维度值得我们关注:(1)待遇水平应该与终身的工资收入水平挂钩,而

不是基于 “最高”或 “最后”几年的工资收入水平;(2)每增加一年缴费,
待遇水平应随之上升,对计发养老金待遇的缴费年数不应设限;(3)提前

退休者领取待遇的年数往往较长,因此对其待遇水平应予以削减,而延迟

退休者领取待遇的年数往往较短,因此对其待遇水平应予增加;(4)待遇水

平应随着预期寿命的上升而削减,以反映退休者领取待遇年数的上升。
下面四个小节将依次讨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养老金制度的公平

性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在不同年龄退休或者缴费年数长短不等

的参保人所获待遇而言。这些问题对经济效率也会产生影响:如何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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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和人们储蓄意愿的扭曲程度?

第一节 养老金制度的不同类型

政府提供的收入关联型公共养老金制度主要有三种:DB计划、积分制计划

和NDC计划。这里有必要采用一些简单的代数学来比较这三种制度之间的相互

关系。采用这三种制度的简化通用版本,有助于看清问题的本质。

在OECD国家可以看到这三种制度的存在。30个成员国中有17个实施的

是DB型公共养老金计划,还有3个成员国实施的是强制性或准强制性的DB型

私人养老金计划,即这些国家通过行业劳资协定实现了近乎全覆盖。① 有4个

OECD国家实行积分制计划,还有3个实行NDC计划。有7个OECD国家既

没有公共性质的收入关联型养老金,也没有私人性质的强制性收入关联型养老

金,这其中有3个国家实行强制性或准强制性DC计划,还有两个国家仅仅依

靠基本养老金津贴而没有实施任何强制性的公共或私人退休收入安排。实际上,

多数OECD国家虽然没有实施NDC计划,但都已然实现了上述四个制度目标

中的多数目标。

简单的DB计划对参保人每一年工作和缴费记录支付一个恒定的累积率α,
这一累积率是基于终身的平均重估工资收入。于是养老金待遇公式可以写为:

DB=∑
R

i=0
wi(1+u)R-ia

其中w 代表某一特定年份的个人工资收入 (i指数化),R 代表退休年份,

u 是用于重估参保人早年工资收入的因子。在多数OECD国家,u 是社会平均

工资增长率。

在积分制计划下,养老金积分是按照参保人工资收入除以养老金积分的成

本 (k)来计算的,因此养老金待遇就取决于退休时每个积分的价值v。于是养

老金待遇公式可以写为:

PP=∑
R

i=0

wivR

ki

其中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变量就是用于更新养老金积分价值的方法,在下

式中用参数x 表示。将退休时养老金积分的价值表示为其同期值的函数,公式

就变为:

·49·

① 在本章初稿撰写之时,OECD有30个成员国。智利、爱沙尼亚、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亚是到2010
年才加入OEC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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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R

i=0

wivi

ki
(1+x)R-i

在NDC计划下,每年的缴费收入等于工资收入乘以缴费率。参保人账户中的

名义资本每年按照名义利率n增长。退休时养老金待遇的计算方法是用名义资本

积累额除以名义年金因子A (有时也称为G值)。于是养老金待遇公式可以写为:

NA=∑
R

i=0

wic
A
(1+n)R-i

如果重估早年工资收入的政策与养老金积分和名义利率的重估程序相同

(u=x=n),那么这三个公式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的DB
制度下的累积率 (α)等于积分值与积分成本的比率 (v/k),也等于NDC计划

下缴费率与年金因子的比率 (c/A)①。
这种关系有助于我们对这三种不同的收入关联养老金制度进行比较。首先,

有效的累积率对于积分制计划 (积分值与积分成本的比率)和NDC计划 (缴费率

与年金因子的比率)同样有效。其次,DB计划下的工资收入重估程序、积分制计

划下积分价值的更新和NDC计划下名义利率的确定完全是平行的政策。三种不同

制度下变量的不同选择有着相同的效果,实际上它们都是收入关联养老金制度下

紧密相关的变量。关键的区别在于NDC计划有一个内置的根据预期寿命变化调整

待遇的机制,但如下所说,在DB计划和积分制计划下同样可以达成这一目标。

与前文描述的三种收入关联计划一样,DC计划同样以提供退休收入为目

标,其中的养老金待遇取决于个人缴费及其投资收益。有8个OECD国家实行

的是强制性或准强制性的DC计划,另有5个国家通过自愿性私人DC计划实现

了广泛的覆盖 (40%以上的劳动力)。

本章不准备讨论养老金待遇的融资问题。DC计划按其定义而言,在任何时

点都是完全积累的,因为计划债务正好等于计划资产。有些收入关联计划也是

预筹积累的。理论上,上述三种养老金制度都可以按如下三种方式来融资:
(1)完全积累制,其目标是使计划资产等于养老金债务现值;(2)部分积累制,
即计划有资产积累,但按照制度设计,资产是低于债务的; (3)现收现付制,

即当期缴费收入全部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没有资产积累。

例如,在加拿大和芬兰,公共DB计划是部分积累制融资的,但在大约一

半的OECD国家中都是现收现付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希腊和意大利 (但
这些国家的私人DB计划是完全积累制的,无论是强制性还是准强制性计划)。

法国的积分制计划是部分积累的,而德国的积分制计划是现收现付的。融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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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文误为n/A———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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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问题在其他地方已有全面的讨论 (参见本章后面的评论和参考书目),本章侧

重考察微观经济问题。
因为本文提出的微观经济问题与DB计划、积分制计划和NDC计划相关,但

与DC计划无关,所以下面三节关注收入关联型养老金计划,然后再考察DC计划

在OECD国家的演变和普及,以及这种计划对预期寿命风险代际分摊的含义。

第二节 工资收入的衡量

在多数OECD国家,过去对收入关联计划下养老金权益的计算都是基于人

们工资收入最高或退休之前的若干年份这样的有限时间段。下面分析的24个国

家中,过去有15个国家采用有限年份的工资收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养老

金改革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如图3.1所示。该图反映了不同国家养老金改

革前后计算退休者待遇时所考虑的缴费年数 (最高收入年份或退休前若干年

份)。它考察了DB计划、积分制计划、NDC计划以及这些国家养老金体系中的

强制性成分,包括强制性私人养老金 (DC计划不包含在内,因为DC计划成员

的待遇水平取决于其终身缴费)。覆盖了大部分劳动力的职业养老金计划 (准强

制性)也被纳入考察之列。例如,冰岛和瑞士的DB型职业养老金是强制性的,
荷兰则是准强制性的。①

图3.1中a框反映的是在工资收入衡量方面没有变化的国家,除非是由正

常养老金领取年龄提高而引起的变化。这一组国家中,有7个国家是按照工人

整个职业生涯的平均工资收入来计算待遇,加拿大和美国的养老金计算是基于

35年左右的最高收入,西班牙则仅考虑退休前最后15年的工资收入。
图3.1中b框反映的是工资收入衡量方法发生了改变的国家。有11个国家

正在或已经把养老金计算基础从5~20年的工资收入延长到整个职业生涯的工

资收入 (或者非常接近于这个水平),包括奥地利、芬兰、意大利、荷兰 (职业

养老金)、挪威、波兰、斯洛伐克、瑞典、土耳其和英国。法国公共养老金待遇

计算依据正在从仅考虑最高10年的工资收入转向考虑25年的工资收入;捷克

改变更大,待遇计算依据从最高10年延长到30年的工资收入。在最近才开始

改变的国家是希腊,其养老金计算依据从仅考虑退休前10年中最高5年的工资

收入,转变为考虑终身平均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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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分析不包括自愿性私人养老金计划 (在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英国和美国,这种计

划覆盖面达到劳动力的40%~60%),也不包括针对公共部门雇员的计划 (其中很多还是依据最高或最

终工资收入来计算养老金待遇)。参见PalaciosandWhitehous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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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计算养老金所依据的收入年份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OECD在2005年、2007年、2009年和2011年发布的养老金报告计算,也参见

怀特豪斯等2009的研究。

注:养老金待遇的计算是基于完整职业生涯,即从20岁直到法定养老金领取年龄 (男性的养老金领

取年龄与女性有所不同)。英国是在1988年开始从考虑20年最高收入转向终身的平均收入,它本不属于

此图开始考察的最早年份 (1990年),但由于相关养老金计划是从1978年才开始实施,改革所带来的影

响要到1998年以后才开始显现出来,因此图中把英国的改革也纳入了考察范围。

这些改革一旦就绪,几乎没有OECD国家在养老金计算中会只考虑显著短

于职业生涯的有限时间段的工资收入,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按照最高收入或

最终收入来计算养老金,其分配结果往往是累退性的,因为那些最高收入或最

终收入显著高于其终身平均收入的人往往是境遇较好的赢家。在希腊等拥有大

规模非正规部门的国家,采用职业生涯中有限时间段的工资收入来计算养老金,
会诱使人们瞒报早年较低的收入;而在奥地利等国家,这种方式强化了年资薪

酬制度的扭曲性。最后,这种计算养老金的方法还会鼓励人们提前退休,因为

一旦其工资收入达到顶峰后,继续工作反而带来工资水平的下降,而这会导致

其养老金收入的降低而不是升高。
值得注意的是,采纳了NDC计划的几个 OECD国家意大利、挪威、波兰

和瑞典,它们分别是从按照5年、20年、10年和15年最高工资收入的位置开

始改革。另外8个国家 (奥地利、芬兰、希腊、荷兰、葡萄牙、斯洛伐克、土

耳其和英国)在保留了现行养老金制度结构的同时,其待遇计发依据也从仅考

虑有限年份收入转向考虑整个职业生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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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养老金累积

有少数几个OECD国家对其收入关联计划中参保人可累积养老金权益的年

数设置了上限。例如在希腊,参保人缴费满35年后其养老金替代率达到最高水

平,超过年份的缴费并不带来待遇的增长,除非是在65岁以后继续工作和缴

费;虽然增加工作和缴费年数确实有可能带来养老金权益的增长,但前提是待

遇公式中较低的工资收入被较高的工资收入所取代。美国情况也类似,其公共

养老金对达到35年缴费记录者支付全额待遇,提前领取养老金会受到惩罚,但

增加工作和缴费年份未必带来待遇的提高,除非待遇公式中较低的工资收入被

较高工资收入所取代。西班牙对参保人养老金累积年数也规定了35年的上限。
这些政策的问题在于,它们会鼓励人们在达到最高缴费年限后立即停止工

作,这会有损于制度的经济效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人们

额外支付的缴费并不带来待遇的增加。有两个OECD国家对其养老金制度中的

这一问题做了矫正:比利时改变了其DB计划的参数和规则;瑞典早先的DB计

划规定缴费满30年后待遇达到最高水平,但在实施了NDC计划之后这种情况

已不复存在。

第四节 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的选择

本章考察的30个OECD国家中,有22个国家允许参保人在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之前退休。这其中多数国家对提前退休者的待遇有所削减,以反映提前退

休者领取待遇年数延长的事实;有3个国家对符合特定条件的提前退休者所领

取的待遇水平不加以削减;还有3个国家允许参保人提前退休而不削减其养老

金待遇。
不同国家对提前退休者的待遇调整幅度有很大差别,如图3.2所示,该图

对OECD全部30个成员国的相关养老金计划进行追踪考察。① 图中芬兰、法国

和瑞士3个国家出现了两次,这是因为其养老金体系中有不同的计划,各自适

用不同规则。于是该图所考察的养老金计划案例共计33个,其中有12个案例

对特定情况下的退休待遇予以调整,如横条中的箭头所示。该图反映的是养老

金制度的长期参数,包括已经立法规定的变化和正在逐步实施的缓慢改变。图

中数据可视为适用于2008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参保人在开始做退休决策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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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中计算不适用于DC计划,因为在DC计划下提前退休和延迟退休者的待遇是自动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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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的参数。
在大部分DB计划和积分制计划中,图3.2反映的待遇调整幅度是很容易

从养老金计划规则中提炼出来的制度参数:参保人每提前一年退休,其待遇永

久性地减少x%。有3个案例国家 (捷克、挪威和瑞士)的情况比较例外,其

调整幅度的计算比较复杂。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对同样提前退休者待遇调整幅

度的计算就比较简单明了 (计算方法见附表3A.1的注释)。类似地,在意大利

和瑞典的NDC计划下,不能直接观察到提前退休或延迟退休的待遇调整幅度

(波兰不允许提前退休),但这种调整幅度可从用于转换账户名义资产的年金率

或年金因子计算而得,因为年金率或年金因子是基于对不同年龄参保人死亡率

的预测和计算年金时所使用的贴现率 (参见附表3A.1的注释)。

图3.2 每提前一年退休导致累积养老金待遇被削减的幅度

资料来源:本章附表3A.1。               

注:箭头表示可能存在不同调整幅度的情况,取决于参保人年龄或缴费年数。

回到图3.2,对提前退休者待遇削减幅度最大的是加拿大 (该国正将调整

率从6%提高到7.2%)和芬兰的DB型公共养老金计划 (也是7.2%)。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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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对于达到最低退休年龄就提前退休的参保人)和西班牙也可能对缴费年

数较短的提前退休者的待遇予以较大幅度削减。在比利时、卢森堡和墨西哥,
只要参保人满足了缴费年数要求,对其最低养老金待遇水平就不加削减。法国、
德国和希腊已采取了类似的举措,分别实行了5.0%、3.6%和6.0%的削减,
但对职业生涯长达41年、45年和37年的参保人,允许其提前退休而不削减其

待遇。
在图3.2中横线上面部分分析的25个计划中,平均削减率为每提前一年退

休待遇降低4.4%①,略低于瑞士公共养老金计划的削减幅度。
在不同国家,提前退休窗口的年龄范围有着显著区别。当OECD国家的养

老金改革全部到位之后,正常的养老金领取年龄在60~68岁之间,平均退休年

龄则是65.2岁。② 在允许提前退休的22个国家中,提前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平均

为60.4岁,比正常退休年龄提前了4.7年。综合考虑22个允许提前退休的国

家和8个不允许提前退休的国家,最早的养老金领取年龄平均是61.8岁。
提前退休待遇调整这个参数或指标只是养老金制度全部退休激励因素的其

中一个方面。与提前退休相比,延长工作一年的结果是退休待遇受削减的幅度

降低,这反映了多数国家中延迟退休者领取待遇的年数相应减少的事实,但延

迟退休也带来养老金权益的其他方面提升。首先,就像待遇削减一样,类似效

应也适用于参保人通过缴费业已获得的养老金权益。延迟申领养老金的结果是

通过工资收入的重估机制 (在DB计划下)、养老金积分值的调整 (在积分制计

划下)和名义利率 (在NDC计划下)等平行机制提高养老金权益。其次,增加

一年缴费通常带来额外的权益 (除了如第三节 “养老金累积”中述及的例外情

况)。最后,如果待遇计算是基于参保人职业生涯中一段时期的最高工资收入,
待遇公式中较高收入水平会取代较低收入水平 (参见第二节 “工资收入的衡量”
所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析仅覆盖23个国家的一个计划和7个国家的两个计

划。所分析的计划只包含那些需要涉及待遇调整的计划。DC计划 (其待遇水平

与退休年龄选择是通过年金计算机制自动关联的)和各种形式的社会养老金被

排除在外。
对不同养老金制度的财务激励效应的全面分析,包括延长工作年限对养老

金权益和对退休收入制度各种成分的不同影响,参见 DAddio,Keese,and
Whitehouse(2010)和OECD(2011)。图3.3反映了这些研究所采用的一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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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适当的地方,国家数据是对不同情况取了平均值。
关于OECD国家在1950—2050期间的养老金领取年龄 (包括立法已经通过的有待将来实施的变

化),参见ChomikandWhitehous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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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指标:每增加一年工作带来的养老金财富 (终身退休收入流的现值)的变化。
这一变化率是对养老金制度所蕴含的退休激励效应的一种标准衡量指标。①

图3.3考察的年龄范围是60~65岁 (与前面的研究一样),因为这是

OECD国家主流的退休窗口。55~59岁群体中约有77%参与劳动力市场,而

65~69岁群体中仅有23%参与劳动力市场,60~64岁群体中劳动力市场参与

率约为50% (OECD2011,chap60.I.2)。

图3.3 60~65岁参保人每延迟一年退休带来的养老金财富总额的变化 (年收入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OECD2011,chapI.3;也参见DAddio,Keese,andWhitehouse2010.

在22个国家中,参保人增加1年工作会带来养老金财富的正向变化,在11
个国家中是负的,在新西兰这个数值为0。图中最突出的是希腊和卢森堡,其

参保人养老金财富随工作年数增加的负向变化幅度很大,这是因为在这两个国

家中人们可以在65岁之前退休而其待遇却丝毫不受精算削减。在比利时也可以

看到类似效应,而在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对于不同退休年龄的待遇调整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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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ruberandWise(1998,1999),BlondalandScarpetta(1999)和Caseyetal.(2003)都采用这

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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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小。
还有其他原因导致养老金财富随工作年数增加而负向变化,如对参保人可

累积养老金权益的缴费年数设定最高限制 (美国是35年,加拿大是40年)。以

一名从20岁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劳动者为例,其在60岁或60岁之前就已经获得

全额待遇,因此他延长工作年数所带来的养老金收益比在其他国家要低。
计算待遇所依据的工资收入的重估机制也会导致养老金财富随工作年数增

加而负向变化。多数OECD国家是根据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对参保人早年的工

资收入进行重估,但有几个国家的做法则不同。例如在美国,平均工资指标仅

适用于参保人60岁之前的工资收入重估,对60~62岁期间的工资收入没有调

整,而62岁之后的工资收入是根据物价指数进行调整的。这里计算时假定工资

收入比物价水平上升更快,与采用平均工资收入重估方法的国家相比,美国参

保人62岁之后继续工作所带来的养老金权益增长速度较慢。比利时的情况与美

国类似,因其采用的是物价指标重估方法。在葡萄牙,75%是按物价指数重估,

25%是按平均工资指标重估。
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其较丰厚的家计调查型福利限制了延迟退休的回报,

因为在收入关联计划 (加拿大)或DC计划 (澳大利亚)下,虽然延迟退休会

带来养老金收益的增长,但其家计调查型福利的降低会部分抵消养老金收益的

增长幅度。
对于延迟退休仅带来养老金财富小幅增长的情况,其原因通常在于强制性

养老金支柱的待遇水平相对较低。例如,爱尔兰、日本和英国都属于养老金总

和替代率最低的4个国家之列;爱沙尼亚和法国的养老金替代率也是显著低于

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荷兰,延迟退休对养老金财富的正向效应最大,参保人延迟退休一年所

带来的养老金财富增幅达工资水平的24%。这是因为荷兰废除了提前退休条

款,取消了对60~65岁退休者的待遇给付,而且该国对参保人完整职业生涯所

提供的替代率是 OECD国家中最高的。在捷克,养老金财富正向增幅也比较

高,这是因为该国提前退休者的待遇受到较大幅度的精算调整。在冰岛,提前

退休待遇调整和替代率两种因素共同对养老金财富产生影响。在丹麦和波兰等

国,延迟退休带来的养老金财富增幅相对较大,其中部分原因是在这些国家参

保人不可能在65岁之前就申领养老金。
再来看延迟退休,图3.4反映了那些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延迟领取养老

金者的待遇增长情况,该图建立在与图3.2反映的提前退休情况相同的基础上。
这些规则的详情也收录于本章附表3A.1中。只有4个国家不允许延迟领取养

老金,其中卢森堡、荷兰和新西兰3个国家允许人们在继续工作的同时领取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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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而在爱尔兰,领取养老金的同时所挣的工资收入需要服从一般家计调查,
并且在65~66岁之间领取的基本养老金也要服从收入调查。

图3.4 达到正常退休年龄后每延迟一年申领养老金带来的累积权益增加 (%)

资料来源:本章附表3A.1。

注:箭头表示可能存在不同调整幅度的情况,取决于参保人的年龄或缴费年数。

有6个案例国家允许延迟申领养老金,但对其应计待遇不予提高。在希腊,
延迟退休者所获的额外养老金待遇以加速度增长。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参保人

可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并且领取养老金,而无须付出养老金被

削减的代价。在土耳其,养老金收入要服从收入调查。而在法国,继续工作的

同时又领取职业养老金的人必须放弃他们的正常工作。
延迟申领养老金所带来的待遇增幅平均为4.8%,比提前退休所导致的平

均待遇降幅要大。待遇增幅最大的案例包括加拿大和日本 (8.4%)、捷克

(8.9%)及英国 (10.4%)。在葡萄牙,职业生涯很长的参保人延迟申领养老金

所带来的待遇增幅最高可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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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OECD国家在其养老金改革过程中都已采取了鼓励人们延迟退休的措

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希腊、匈牙利和意大利都收紧了提前退休

的条件,包括提高缴费年数要求或合格退休年龄,或者同时加强这两个条件限

制。荷兰消除了私人职业养老金制度中提前退休待遇的税收激励因素。奥地利、
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都实行了对提前退休者的待遇削减措施或提高了待遇削

减幅度。澳大利亚、比利时、西班牙和英国都实行了对延迟退休的劳动者提高

待遇的措施或提高了待遇增长幅度。捷克、芬兰、法国和美国都对提前退休或

延迟退休的激励因素进行了调整。①

第五节 养老金待遇与预期寿命

NDC计划与另外两种收入关联养老金计划的关键区别在于预期寿命与待遇

水平之间自动关联,这一特征是简单的一般性的DB计划和积分制计划所不具

备的。然而,DC型积累制计划下预期寿命与养老金待遇之间的确存在这种关

联,因为个人账户中积累的缴费和投资收益在退休时被用于购买年金,而年金

价值取决于保险公司或其他年金提供者对账户持有人预期寿命的估算。
在 “传统”形式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中,参保人的养老金权益是根据某种公

式来确定的。理论上,这意味着无论预期寿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参保人每年

领取的养老金价值都保持不变。在20世纪后半期,OECD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和

私人养老金都是以DB计划为主,但近十年来这种DB计划范式发生了变化,因

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养老金制度都变得更加多样化,其中最重大的变化是DC型

私人养老金计划的普及。在一些国家,DC型私人计划部分或完全取代了DB型

公共养老金计划;另一些国家在其现行公共养老金计划之上增加了向DC型计

划缴费的要求;最后,在那些自愿性职业养老金计划覆盖面广泛的国家,雇主

都趋向于从DB计划转向DC计划或某种形式的混合计划。②

在DC计划下,预期寿命变化的负担由计划成员以养老金待遇降低的形式

来承担。劳动者在DC计划下退休时,其个人账户中积累的缴费和投资收益总

额必须转换为定期给付形式的养老金 (被称为年金)。年金的计算是依据计划成

员退休时的预期寿命估计的。当人们预期寿命延长时,养老金待遇会因此而降

低。当然,人们可以选择延迟退休来补偿待遇损失,因为延迟退休可以增加缴

费和账户投资收益,同时缩短领取待遇的年数,从而提高养老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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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Whitehouseetal.(2009)和 WhitefordandWhitehouse(2006)对这些改革的详细讨论。
关于私人养老金计划从DB向DC的转型情况,参见OECD(2009)Box1.1;关于公共养老金计

划向私人计划的转变,参见Queisser,WhitefordandWhitehouse(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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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在DB计划下,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养老金支付时间延长的

成本首先是由计划提供者 (例如政府)承担。然而,这种成本必须由年轻一代

的纳税人和缴费人为其买单。在实践中,近来很多国家的养老金改革都对未来

待遇水平进行了削减,因此预期寿命上升的部分成本是由未来的养老金领取者

以降低待遇的形式自行负担的。
在30个OECD国家中,近乎一半 (13个)的国家在其退休收入制度中引

入了使养老金与预期寿命自动关联的因素 (表3.1)。而在10年前,只有一个

国家的退休收入制度拥有这种关联特征。这一政策的普及可谓是近年来养老金

政策领域的主要创新。

表3.1 在预期寿命和养老金之间建立关联的四种方法

DC NDC 待遇水平 合格条件

澳大利亚 ●

丹麦 ● ●

芬兰 ●

法国 ●

德国 ●

匈牙利 ●

意大利 ●

墨西哥 ●

挪威 ●

波兰 ● ●

葡萄牙 ●

斯洛伐克 ●

瑞典 ● ●

  资料来源:怀特豪斯2007。

注:本表包含了2010年之前在养老金制度中引入预期寿命关联机制的13个OECD成员国。

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匈牙利、墨西哥、波兰、斯洛伐克和瑞典引

入了私人DC计划来部分或全部取代其公共养老金计划。澳大利亚和挪威在其现

行公共计划之外,在私人DC计划中引入了强制缴费因素。丹麦长期以来就拥有

几乎覆盖全部劳动者 (因而在OECD的研究中被视为准强制性的)的DC计划。
其次,意大利、波兰和瑞典用NDC计划取代了其传统的DB型公共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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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①

再次,有些国家在保留了DB计划或积分制计划的同时,在预期寿命和养

老金待遇之间引入了关联因素,如芬兰、德国和葡萄牙将根据预期寿命调整待

遇水平。

最后,丹麦和法国两国意图将领取养老金的合格条件与预期寿命建立联系。

在丹麦,合格条件是基于对养老金领取年龄的规定,在法国则要求达到规定的

缴费年数才能领取全额养老金。②

为了分析这些改革对退休收入水平的影响,我们首先必须对未来预期寿命的

不确定程度进行评估。这里的分析是基于外推预测法,与其他方法 (如生物统计

法)相比,外推法的优势在于对过去的寿命预期有良好的记录。数据是采用7国

集团1945—2002年的分性别死亡率,以5岁为一个年龄段来分组。这里采用标准

的蒙特卡洛模拟方法,根据过去死亡率变化的分布来推断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表3.2给出了最重要的模拟结果。平均而言,OECD国家中65岁人群的预

期余命为15.1岁 (男性)和18.7岁 (女性)。中位数预测结果表明,在50年

时间内预期余命将上升约3.5岁,65岁男性和女性的预期余命将分别上升到

18.5岁和22.2岁。在最佳的5%预测分布中,65岁人群的预期寿余将上升5岁

以上,在最糟的5%预测分布中则上升约两岁或两岁以上。

表3.2 2002年时65岁退休者的预期余命;50年期的预测分布及变化情况

性别 基线 (2002)
预测分布 (2052)

5% 25% 中位数 75% 95%

预期余命 (年)
男 15.1 20.1 19.1 18.5 18.0 17.1

女 18.7 23.7 22.8 22.2 21.7 20.9

变化 (年)
男 0.0 +5.0 +4.0 +3.4 +2.9 +2.0

女 0.0 +5.0 +4.1 +3.5 +3.0 +2.2

预期总寿命 (年)
男 80.1 85.1 84.1 83.5 83.0 82.1

女 83.7 88.7 87.8 87.2 86.7 85.9

  资料来源:Whitehouse2007。

注:对未来变化的估计是基于七国集团1945年以来的经验,采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死亡率

数据库和普朗克人口研究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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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挪威于2011年用NDC替代了积分制,这一改革的发生晚于本项研究开展的时间,但 OECD在

2011年出版的著作中有类似的分析 (ChapI..5)。
在丹麦和法国,这些改革的状况是不确定的,因其受制于政治因素或劳资协定。然而,这里所

分析的政策已由政府做了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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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下面的分析之前,首先我们应对有关人们寿命的两种类型的风险和

不确定性加以界定。第一个术语 “长寿风险”适用于退休期间和劳动者个体,
即在没有年金 (DC计划或收入关联计划所提供的)的情况下,由于每个人退休

后能存活多长时间是不确定的,人们可能在有生之年就耗尽其退休资产。某个

特定群体的平均寿命也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被称为 “预期寿命风险”。在

退休期间,这一风险是由养老金提供者或年金提供者承担的,但在支付缴费和

领取养老金之间这段时间内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可能发生改变。
有两个养老金权益指标对预期寿命风险的分析很重要:一是养老金替代率,

它反映了每个期间养老金权益相对于个人工资收入的价值;二是养老金财富,
它反映了人们在退休时预期将终身领取的养老金待遇总额。

在DB计划和积分制计划下,预期寿命风险由养老金提供者承担。理论上,
无论预期寿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公共养老金发起人 (即政府)或职业养老金

计划发起人 (即雇主)都会保证支付一定的待遇水平。当然,最终来说,预期

寿命上升带来的养老金成本增加会由纳税人或企业股东承担。在这些类型的计

划中,无论预期寿命如何变化,替代率都是恒定的,但养老金财富却随着人们

领取待遇的年数延长而增加了。这里DB计划被用作一种分析的理论基准。在

实践中,政府和养老金提供者经常会改变养老金制度,这意味着寿命上升的部

分成本是通过待遇削减的形式由养老金领取者自身承担。
相反地,在DC计划和 NDC计划下,预期寿命风险是由计划成员个人承

担。在退休之时,预期寿命的上升会带来待遇水平的下降。在这些类型的计划

中,无论相关群体的预期寿命如何变化,养老金财富都是恒定的,但替代率却

会随着预期寿命上升而下降 (假如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保持不变)。
替代率和养老金财富两个指标提供了评估国家养老金体系的基准。在实践

中,国家养老金体系由很多成分构成。对某些成分而言,替代率会由于预期寿

命的变化而受影响,包括DC计划、NDC计划和有调整的DB计划;而在无调

整的DB计划和基本养老金计划下,替代率一般不会因预期寿命变化而受影响。
在某些案例中,家计调查福利和最低保障养老金能够抵消预期寿命变化的影响。
举例来说,如果DC养老金待遇水平降低,最低养老金权益可能上升。下文的

分析覆盖了退休收入体系的所有成分。
这两个基准指标是衡量退休者个人承担预期寿命风险比例的基础。在每期

待遇都是确定的情况下,个人承担预期寿命风险的比例为零;在缴费固定而每

期待遇随着预期寿命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下,个人承担比例为100%。(正式地,
在不同预期寿命情景中,养老金财富是用养老金制度的实际参数来计算的。)

图3.5表明不同国家之间预期寿命风险分担的方式有巨大差异。该图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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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养老金制度与预期寿命有部分关联的12个OECD国家中,退休者个人承

担预期寿命风险的比例。再强调一下,这是针对每个国家包含强制性和准强制

性计划在内的整个养老金体系进行全面分析的结果。它是基于对工资水平在平

均工资的30%~300%之间的参保人所获养老金权益的计算,这一计算结果是

按照工资收入的分布来加权平均的。

图3.5 强制性养老金计划中预期寿命风险的影响 (退休者个人承担的预期寿命风险的比例)

资料来源:怀特豪斯2007。

注:图中结果是基于养老金权益和养老金财富 (采用 OECD国家养老金模型来计算)的加权平均。

在法国,合格养老金领取条件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关联公式过于复杂,所以无法对其预期寿命的影响进行

具有可比意义的计算。

在挪威,由于强制性支柱缴费规模较小 (只有2%),预期寿命延长所带来

的财务成本只有10%由退休者个人承担。在澳大利亚,退休者个人承担比例为

30%,尽管参保人工资的9%进入DC计划,但家计调查型待遇限制了预期寿命

变化对退休者养老金权益的影响。在匈牙利,与预期寿命没有挂钩的收入关联

型公共养老金计划将继续提供大部分退休收入。

这一频谱的另一端反映了芬兰和葡萄牙两国的情况,这两国养老金制度下

接近100%的都是由退休者个人承担。在波兰,个人承担的份额甚至超过

100%,这是其名义账户养老金计算的方式使然,退休者预期寿命越短,其终身

养老金待遇水平越高。
因此,不同国家中预期寿命风险分担方式的区别主要是由一揽子养老金计

划的结构和设计所致,而选择NDC计划还是其他收入关联养老金计划 (DB或

积分制)只是其中的部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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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结  论

本章考察了OECD国家中常见的三种收入关联型养老金计划的制度设计:

DB计划、积分制计划和NDC计划。它考察了NDC计划中影响养老金制度的

经济效率和公平性的四个重大优势,其中前三个优势如下:
(1)待遇是基于参保人终身的工资收入,而不是最高或最后几年的工资水

平。
(2)每增加一年缴费都应带来待遇的增长。
(3)对于在某个年龄提前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参保人,其待遇应受到削减

以反映其可能较长的领取待遇年数,类似的,对延迟退休者的待遇应予以提高。
随着预期寿命上升,要想保持待遇水平不变,参保人就必须增加工作和缴费年

数。
本章的讨论刻意避开了关于未来养老金待遇的融资方式 (即是否实行预筹

积累或实行多大程度的预筹积累,抑或实行现收现付制)的激烈讨论。原则上,
本文讨论的三种计划都可以实行完全或部分的预筹积累或现收现付制,在实践

中,这些融资方式也很常见。这个问题独立于本章所讨论的问题。
本章的分析是从参保人个人的角度来考察不同类型的养老金计划。① 因此

本章关注的是经济效率问题 (养老金制度对工作和储蓄的扭曲程度)和公平问

题 (选择在不同年龄退休、缴费年数不同的参保人应受到公平对待)。
例如,根据最高或最终工资水平来计算养老金的计划会鼓励人们在其工资

达到顶峰时即退出劳动力市场 (上列第1条)。对达到规定缴费年数后继续缴费

不提供更高待遇的计划,同样会造成鼓励提前退休的效应 (上列第2条)。许多

计划对提前退休者的待遇削减幅度过低,从而造成鼓励提前退休的效应,或者

对延迟申领养老金者的待遇增加幅度过低,从而不能达到鼓励人们延迟退休的

效应 (上列第3条)。事实证明,对劳动者工作和退休动机的这些扭曲因素对参

保人个人的退休决策有重大影响。②

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参保人个体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不平等。那些受益于依

据最高或最终工资收入计算待遇的养老金计划的参保人往往也是境遇较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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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产生影响因素不仅仅包括个人视角。很多研究者考察了养老金计划整体上的状况,参见Valdés-
Prieto(2000);Breyer(2004)andRobalinoandBodor(2009)等。囿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对这些文献加

以评论,本书其他章节对这些文献也有所涉及。
参见 Gruberand Wise(1998,1999);BlondalandScarpetta(1999);Caseyetal.(2003);

DAddio,Keese,andWhitehous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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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计划通过对计发待遇的缴费年数设限,或对提前退休者的待遇不予

削减或只是略加削减的方式来鼓励提前退休,那些没有选择尽早退休的劳动者

就吃亏了。

NDC计划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良好做法的例子,但设计合理的DB计划或

积分制计划同样具有这些特征。OECD国家养老金改革的效果是,几乎一半的

国家计算待遇的依据都从最高或最终工资转向了终身收入水平。很多国家都已

解决了由养老金缴费年数限制带来的问题,并引入或加强了对提前退休者的待

遇削减规则和对延迟退休者的待遇增长规则。这些重要的改革意味着,从经济

效率和公平性的角度来说,在几乎所有的 OECD国家,向NDC计划转型所带

来的微观经济收益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负的 (如前所述,养老金制度的财务

稳健性这个宏观经济层面的潜在收益问题另当别论)。仅在4个 OECD国家

(比利时、希腊、卢森堡和西班牙),其养老金制度在上述至少两个方面远未达

到良好惯例。而且,许多OECD国家的退休收入制度根本就不适用NDC原则,
如澳大利亚、丹麦、爱尔兰、荷兰、新西兰和英国。

本章考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养老金待遇应该与预期寿命自动挂钩,以便

将寿命延长的成本进行代际分摊,从而增强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
最后这个问题应该与前面三个问题分开来考虑,因为在这一问题上,何为

最佳惯例或良好惯例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不应该让临近退休的群体分担

其寿命上升带来的部分成本呢? 毕竟,寿命延长是件好事。预期寿命上升使得

人们能活到高寿并且领取更多的养老金,因此寿命增加的退休群体比起此前的

群体而言享有双重的优势。因此,退休者个人应该承担的预期寿命风险的最佳

额度肯定不会等于零,但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全部的风险都应该由寿命增加

的退休者自己来承担吗? 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因为所有人的生命周期都包括作

为缴费者和作为受益人两个阶段。到底应该使退休待遇更具确定性,还是使参

保人工作时支付的缴费额或纳税额更具确定性? 这里存在一个权衡和取舍关

系。
不仅如此,预期寿命风险仅仅是养老金制度所包含的诸多风险之一。对于

DC计划而言,退休收入的价值还受投资风险的影响。此外,退休收入制度的其

他目标 (例如保证低收入者退休后能维持适当的生活水平)可能是相互冲突的。
如果为了反映预期寿命的上升而削减本就微薄的养老金,可能导致参保人陷入

老年贫困的风险。
总而言之,这些因素表明退休者个人应该分担部分的预期寿命风险,但不

应让其承担全部的风险。如何确定风险代际分担的最优额度,还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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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要传达的最后一个信息是,养老金政策的分析不能是碎片式的,不

能孤立地看待整个退休收入体系中的某个成分。例如,养老金体系中的收入关

联部分可能体现了公平原则和经济效率原则,但这种效果很可能被这一事实所

瓦解: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可能获得家计调查型福利、收入调查型福利或养老金

调查型福利。对这部分劳动力而言,一旦达到最早的退休年龄,他们就没有动

力继续工作,为其退休生活而储蓄,或者其继续工作或储蓄的动力被大大削弱。
因此,有必要对养老金体系进行全面的政策分析。

附录: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选择

附表3A.1 OECD国家养老金计划中提前退休者和延迟退休者的待遇

国家 计划 提前退休年龄 待遇削减 (%) 正常退休年龄 待遇增加 (%)

澳大利亚
T n.a. 67 0.6-3.6a

DC 60 — 67 —

奥地利 DB 62M/60F 4.2 65 4.2

比利时 DB 60b 0 65 0

加拿大
基本/T n.a. 65

DB 60 7.2 65 8.4

智利
基本/T n.a. 65

DC 任何年龄c — 65M/60F —

捷克 DB 60M/59-60Fd 5.3/8.9e 65M/62-65Fd 8.9e

丹麦
基本/T n.a. 67 5.6f

DC n.a. 67 —

爱沙尼亚
积分制 60g 4.8 63 10.8

DC 60 — 63 —

芬兰
T 62 4.8 65 7.2

DB 62 7.2/0g 65 0/4.8h

法国
DB 56-60i 0/5.0 65 5.0

DB (职业) 55 4.0-7.0j 60 0

德国 积分制 63 3.6/0k 67 6.0

希腊 DB 任何年龄/55/60l 0/6.0m 65 0m

匈牙利
DB 63 3.6/4.8n 65 6.0

DC 63 — 65 —

冰岛
基本/T n.a. 67

DB (职业) 62 7.0o 67 6.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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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计划 提前退休年龄 待遇削减 (%) 正常退休年龄 待遇增加 (%)

爱尔兰 基本/T n.a. 66M/65F n.a.

以色列
基本/T 62p 67

DC 67 —

意大利 NDC 任何年龄/61q 2.3-2.9r 65M/60F 0/2.6-2.9r

日本 基本/DB 60 6 65 8.4

韩国 DB 60 6 65 6

卢森堡 DB 57/60s 0 65 n.a.

墨西哥
最低保障 60t 0 65 0

DC 任何年龄/60t — 65 —

荷兰 基本 n.a. 65 n.a.

新西兰 基本 n.a. 65 n.a.

挪威
DB 62 3.8-4.7u 67 4.9-5.4u

DC n.a.v 67 —

波兰
NDC n.a. 65M/60F 4.3-4.8M/3.7-4.2Fw

DC n.a. 65M/60F —

葡萄牙 DB 55 4.0-6.0x 65 4.0-12.0y

斯洛伐克
积分制 60z 6.5 62 6.5

DC 60 — 62 —

斯洛文尼亚 DB 58aabb 1.2-3.6 63cc 0bb

西班牙 DB 61 6-7—5dd 65 2.0/3.0ee

瑞典

T n.a. 65

NDC 61 4.1-4.7ff 65 4.9-6.1ff

DC 55/61gg — 65 —

瑞士
DB 63M/62F 4.5hh 65M/64F 5.2-6.5

DB (职业) 60M/59Fii 2.9jj 65M/64F 2.9jj

土耳其 DB n.a. 65 0

英国 基本/DB n.a. 68 10.4kk

美国 DB 62 5.0/6.7ll 67 8.0

  资料来源:OECD2011。

注:DB=待遇确定型,DC=缴费确定型,T=目标定位制,n.a.=不适用 (不允许提前退休或延迟

领取养老金),—=DC计划下对提前退休或延迟退休者的待遇进行自动调整。该表基于长期参数和规则,

除DC计划外,该表只针对强制性计划。在男性和女性养老金领取年龄不同的情况下,用 M/F表示。数

据用一个小数位表达。计算延迟退休待遇时假定最高退休年龄为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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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养老金红利是一次性领取的,数额为老年养老金权益的9.4%乘以延迟退休年数的平方。为便于

同其他国家比较,它是用老年养老金待遇流的百分比来表示的。两个数值分别是按延退一年和五年来年

化的。近来的改革把这种红利改为 “工作红利”,以便于人们能够在领取养老金的同时继续工作。

b.缴费满35年者可以提前退休且不受精算削减。

c.提前退休的条件是DC待遇至少达到最高目标待遇的80%,且替代率至少达到70%。

d.女性养老金领取年龄与其抚育子女的数量有关。

e.对于提前退休的头两年,总累积因子会削减3.6%,提前退休两年以上累积因子削减6.0%。每

延迟退休一年,总累积因子增加6%。所显示数据是对具有完整职业生涯的参保人计算的,其在65岁退

休时总累积因子为67.5%。

f.调整是基于领取养老金之时的预期余命的倒数。2040年时,68岁退休者的估计预期余命为17.9

年。

g.只要退休者达到了缴费满15年的条件,公共养老金可以在距离正常退休年龄还有3年时领取。

h.调整适用于在62~63岁退休者。在收入关联计划中,对于在63~68岁退休的人,每增加一年缴

费可以获得加速累积,累积率为工资收入的4.5%,大大高于在其他年龄退休者的累积率 (1.5%)。对

于延迟退休者,所显示调整幅度适用于在68岁以后退休者。

i.全额养老金要求缴费满41年。60岁以后退休者达到这一缴费要求就可获得全额待遇。对于有着

长期职业生涯的参保人,未满60岁退休的年龄范围是56岁 (在16岁之前进入劳动力市场且缴费满42

年)到59岁 (17岁之前进入劳动力市场且缴费满40年)之间。

j.全额待遇要求缴费满40年。缴费还差3年的,待遇削减4%;缴费差5年的,后面两年待遇削减

5%。未满60岁退休者待遇削减幅度取决于缴费年数。

k.缴费满35年者可以在63岁退休,其待遇削减3.5%。缴费满45年者可以在65岁 (而非67岁)

提前退休且不受精算削减。

l.缴费满15年者可以在60岁提前退休,缴费满35年者可以在55岁提前退休,提前退休待遇削减

幅度为离65岁的年数乘以6%。缴费满37年可以在任何年龄退休并领取全额待遇。最近宣布的改革把提

前退休年龄限制在了60岁。

m.延迟退休期间待遇可以得到加速累积 (每年3.3%,而较早退休者为2%),但已累积待遇没有增

长。

n.提前退休要求缴费满37年。

o.不同计划之间调整幅度不同,所显示的是典型调整率。

p.如果缴费年数超过最低缴费要求10年以上,可以比正常退休年龄提前5年退休。如果缴费年数

超过全额养老金缴费要求不到10年,可以比正常退休年龄提前5年退休并领取部分养老金。

q.缴费满40年者可以在任何年龄退休,缴费满36年者可以在61岁退休。

r.提前退休调整的计算是根据政府提供的预计到2048年的转换系数。65岁以上者的转换系数是恒

定的,因此延迟退休者的待遇不会增加。

s.只要实际缴费满40年 (无论强制还是自愿),年满57岁之后随时可以退休。

t.年满60岁提前退休需要满足的条件是缴费满1250周 (约为25年)。在DC计划下如果账户养老

金超过最低养老金30%以上,可以随时退休领取待遇。

u.按照政府提供的预期寿命除数数据计算。延迟到70岁以后退休者可以得到更高的待遇增长。

v.国内正在讨论是否应该允许账户持有人年满62岁以后领取养老金。

w.对66~70岁男性、60~65岁女性按照估计的预期寿命 (不分性别)计算。

·311·



 养老金世界变化中的名义账户制 上卷: 进展、 教训与实施
YANGLAOJINSHIJIEBIANHUAZHONGDEMINGYIZHANGHUZHI SHANGJUAN:JINZHAN、JIAOXUNYUSHISHI

x.提前退休调整为6%,但对于缴费超过30年以上者,每增加3年缴费,养老金被调整的年数减少

1年。4%的削减率是对于缴费满30年以上者在3年期以上额外缴费年份中的平均削减率。

y.增幅取决于缴费年数,缴费在15~24年期间增幅为4%,缴费超过40年增幅为12%。

z.提前退休的条件是养老金累积权益超过最低生活保障线1.2倍以上。

aa.提前退休年龄为58岁,条件是缴费满40年以上。提前退休的待遇削减幅度是:58岁退休削减

3.6% (每年),59岁退休削减3%,60岁退休削减2.4%,61岁退休削减1.8%,62岁退休削减1.2%。

bb.在达到全额养老金年龄之前或之后增加的缴费都会带来累积率的增长。在未满正常退休年龄而

提前退休者,第一年的年度累积率为3%,第二年为2.6%,第三年为2.2%,第四年为1.8%,之后为

1.5%。在达到正常退休年龄之后延迟退休的,第一年累积率为3.6%,第二年为2.4%,第三年为

1.2%。

cc.男性缴费满20年可以在63岁退休,若缴费只有15年,需年满65岁才能退休。女性的正常退休

年龄到2023年时将升至61岁,且要求缴费满20年。

dd.削减幅度取决于缴费年数:缴费30~34年削减7.5%,缴费35~37年削减7%,缴费38~39年

削减6.5%,缴费40年以上削减6%。

ee.待遇增幅取决于缴费年数:缴费不足40年增加2%,缴费满40年以上增加3%。

ff.隐性调整幅度是按照年金计算方法计算的,采用2040年预期死亡率、1.6%的法定贴现率,养老

金按照工资增长率减去1.6%的比率调整。还考虑到在领取养老金之前早夭者的账户资产分配,依据相

同的死亡率计算。

gg.在强制性DC计划 (积累制养老金)下可以在61岁提前退休,在准强制性DC型职业养老金计

划下可以在55岁提前退休。

hh.全额养老金要求缴费满44年 (男性)或43年 (女性)。对于具有完整职业生涯的参保人而言,

6.8%的提前退休待遇削减中约有2.3个百分点反映了每个缺失的缴费年份,精算调整是剩余的。

ii.不同计划的提前退休规定是不同的,这些是法定的最低规定。

jj.个人累积权益在退休时转换为年金。65岁退休者的年金率会降至6.8%。每提前退休一年,年金

率会降低0.2个百分点。对延迟退休的待遇调整,不同计划可以自行制定规则,但政府的指导性意见是

每延迟一年待遇调整幅度同样为0.2个百分点。

kk.现在对延迟退休的奖励形式是允许一次性领取延迟养老金加利息,而不仅限于养老金增长的形

式。

ll.提前退休头三年的削减幅度为6.67%,此后年份削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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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一

马雷克·戈拉*

养老金领域面临的问题是,起初 (例如一百多年前社会保障的关键概

念诞生之时)旨在帮助年迈工人的一种设计,演变成了一种在生命周期中

进行收入配置的不合理制度。人口变化对社会思维和经济思维产生了关键

的影响。所有现行养老金制度都不是人为有意如此设计的,而是在僵化的、
不能适应情况变化的制度环境中,由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开弓没有

回头箭,我们不能推倒重来。因此,我们力图恢复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
希望借此摆脱养老金制度的困境。然而,鉴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约束,
这一努力能否成功还很难说。或许唯一可行的就是通过改革使得现行养老

金制度中性化。如果是这样,就有必要对养老金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养老

金制度所追求的社会目标在现时代的含义进行反思。
有关养老金的经济知识已经层出不穷。在本书第一章,怀特豪斯根据

最佳的经济知识,对考察养老金制度提供了浓缩而全面的评估方式。然而,
这种知识主要是针对个人和私人团体计划的,而本章中这一概念被用于探

讨公共养老金。针对社会 (公共)制度安排,我们缺乏明晰的概念,这正

是讨论公共养老金制度时会遇到困难的原因之一。通常认为,只有现收现

付制融资的养老金计划才是公共的,而 “真正的”DC型计划是私人的、必

须有基金积累的。① 采用这种思维模式通常会把我们引向死胡同。我们在思

考养老金问题时通常把现收现付制和DC制对立起来,然而,跟私人DC计

划相比,覆盖了全部劳动力的DC计划就变成了公共计划,与其他公共制

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怀特豪斯对OECD成员国所采取的旨在使养老金制度合理化的改革措

施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分析了非积累制下的三种可能安排:DB计划、积分

制计划、NDC计划。他雄辩地指出,这些不同制度虽然不是完全相同,但

原则上是相似的 (当然,前提是这些制度得以合理设计和妥善管理)。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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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马雷克·戈拉是华沙经济学院教授,欧洲学院访问教授,波恩劳工研究所研究员。
因此,压缩养老金体系的现收现付制成分、实施养老基金积累制就被认为是养老金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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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NDC确实是一个良好的改革思路,但另外两种制度也能达到殊途同归的

效果。他举例说明,那些没有采纳NDC计划的国家在其现行框架下进行的参数

式改革也有助于恢复其养老金制度长期的财务可持续性。但显而易见的是,实

际上主要是那些用NDC或FDC计划 (或两种计划的混合形式)取代了传统DB
计划的欧盟国家,才真正成功地降低了预期养老金支出 (参见欧盟委员会2009)。

怀特豪斯在分析三种养老金制度的不同特征时,没有考虑到劳动力跨国流

动这个重要问题。传统的养老金制度非常复杂,养老金权益几乎不可能进行跨

国转移,打算移民他国的工人无法事先得知这种迁徙会对其未来养老金收入产

生什么影响。而且,由于国家养老金制度永远都在变化之中,即便工人能够根

据现行制度计算出这种影响的大小,未来的制度调整可能使得情况发生根本的

变化。于是,工人面临着参加国家养老金制度所带来的不可转移风险,不仅在

传统制度下是这样,在改革后的DB计划或积分制计划下同样如此。实际上,

对养老金制度采取的改革越多,制度就会变得愈加复杂。无论DB计划还是积

分制计划都不可能降低这种风险,而创立一个泛欧养老金制度的目标也不过是

空中楼阁。只有NDC和FDC制度才能给欧洲带来解决养老金转移难题的机会,

在割裂的欧洲劳动力市场上促进劳动力流动。
怀特豪斯讨论了养老金制度造成的扭曲,并比较了不同制度下的扭曲程度。

我想更进一步,对下面这个案例展开讨论。假定一名工人向公共养老金制度缴

纳100欧元,如果是在DB计划或积分制计划下,这笔缴费并不会为这名工人

产生一笔明确的债权,这名工人就不会感觉到有何债权效果 (effect),或仅有

模糊的感觉。而在NDC和FDC计划下,这名工人缴纳同样的数额,但却能产

生明确的债权效果。假定在四种制度安排下,缴费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都是相同

的 (100欧元+x%),那么,在四种制度下的扭曲程度是否相同? 我对此感到

怀疑,因为还存在着透明度的问题。
怀特豪斯的结论认为既然各种可能的改革选择都会产生殊途同归之效,那

么我们就应该继续遵循我们历史沿革下来的任何制度。但这些不同制度真的如

作者所说都能够产生殊途同归之效吗? 劳动力流动性问题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还有其他原因也能证明这一点。这里我们谈及养老金问题的本质。我承认不同

的养老金制度安排在数学原理上都是相同的,不仅如此,我还认为这同样适用

于覆盖全部劳动力的DC计划 (虽然是完全积累制,但因其覆盖了全部劳动力

而成为公共计划)①。按照戈拉和帕尔默 (2004)的定义,我称其为FDC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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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共”一词的拉丁文意思是社会的,即覆盖全体人口的;而 “私人”则意味着个人选择和个人

责任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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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公共养老金制度意味着在当前就购买了未来GDP的一个部分。如果今天的

缴费占GDP的份额跟未来所领待遇的份额相等,那么这种养老金制度 (如果适

用于所有参保人)就不会产生赤字,从而可被视为是中性的 (SeeGora2003,

2009)。
平均替代率 (z)可以表达为下式:

Z=C1d
其中,C 是实际缴费率,d 是人口赡养率 (每个工人供养的退休人数)。撇

开海外投资因素,预筹积累制并不会改变这一基本公式。这个公式适用于任何

一种养老金制度安排。但这个公式是否可以使我们下结论说各种不同的改革路

径都会殊途同归,正如怀特豪斯所认为的那样? 不一定。众所周知,特殊的养

老金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外部性 (正面的或负面的),因此会面临不同的风

险,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在宏观经济层面。积累制 (在一定假设条件下)能够

产生正的外部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在追赶型经济体中尤其如此。但

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政治风险 (特别是在国家面临高额赤字和债务的情况下)
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

可见,不同的改革路径并不都会带来相似的结果,这主要是因为 NDC和

FDC能够事先降低参保人的养老金预期。对于那些刚开始职业生涯或在职业生

涯中期的年轻参保人来说,坏消息是养老金替代率 (未来养老金待遇与工资收

入的比率)将会降低。在DB计划和积分制计划下,必须通过政治决策来调整

养老金制度,使其适应当前和预期的人口结构。除非提高退休年龄,人口结构

的变化会导致养老金降低,无论在何种养老金制度设计之下都是如此。发布这

种坏消息是具有政治风险的,因此政治家通常都会尽可能地拖延其发布时间。
因此,劳动者只有事后才会得知这种消息,从各种可能的视角 (无论是社会的、
心理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来看,这种状况无疑是更加糟糕的。

也许人们会说政治家总是能够介入公共养老金制度,改变其制度规则。这

倒是事实,但在DB计划和积分制计划下,规则构成了制度的一部分,规则必

须保证制度能够运转。而在NDC和FDC计划下,养老金制度无须政治家的决

策就能够运转。不仅如此,在 NDC计划下,政治家并没有动机去干预制度运

行,因为NDC计划能够自动地把未来替代率降低到可持续性的水平,而这正是

养老金改革的目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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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FDC计划中,政治家有强烈的动机采取干预行动,但不是因为待遇水平 (从而也不是因为总

支出水平)。FDC要求采取权责发生制会计制度,这在政治上并不便于操作 (即非 “政治友好型”),而

在其他制度安排下,可通过采取现金核算的方式来掩盖养老金制度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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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努力改变养老金制度是因为它太过慷慨”,这听起来是恐怖的。“养老

金改革是为了保护人们在其生命周期中工作阶段的利益”,这听起来仍然是悲哀

的。即便是最正直、最负责任的政治家都不能够简单直白地将这一信息告诉人

们,因为实际的改革选择是公众所不能接受的。这是DB计划和积分制计划无

法解决的问题之一,而NDC和FDC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仍然要承担不小的

政治风险。
不同改革路径并非并行不悖的。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即试图固化传统的

养老金制度是徒劳无益的,唯一可行的目标是使之中性化,那么我们所分析的

几种制度 (DB制、积分制、NDC和FDC)可以分成两组:一组是酌情调整的

制度 (需要政治决策),它们都是事后才调整养老金权益 (DB制和积分制);一

组是自运行制度 (无须政治决策),它们都是事先调整养老金预期 (NDC和

FDC)。
这两组制度尽管理论上可以被证明是非常相似或完全相同的,但在现实中

有着巨大差别:自运行制度能够自动恢复代际均衡,而酌情调整的制度虽然也

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其难度要大得多,它要求人们 (政治家的选民)不再相信

圣诞老人的礼物,并允许政治家大幅削减其养老金水平或提高其退休年龄,或

同时采取这两种措施;自运行制度不会阻碍劳动力流动,而相机调整的制度会

阻碍劳动力流动;自运行制度易于为参保人所理解,而酌情调整的制度通常很

复杂且不透明;自运行制度对所有参保人一视同仁,而相机抉择的制度为各种

特权敞开了大门。
两组制度的上述差别中,最后一点值得深入讨论。传统上,正如酌情调整

的制度设计中所反映的那样,收入配置和收入再分配两个目标是并行不悖的

(这里所指的收入分配指同龄群组内部的横向分配)。设计一种旨在扶助年迈工

人 (在今天指那些活到八九十岁高龄的人)的制度是合理而可行的。但现如今,
人们在60多岁就开始申领待遇,这意味着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初衷已经不符合

今天的现实情况。养老金制度仅仅是收入配置机制,如欲使其兼具收入再分配

功能,就必然降低其制度效率。要使得这个问题中性化,意味着把现行的公共

养老金制度转变成为一种纯粹的收入配置机制。收入再分配目标 (在发达国家

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而且应该用一般税收来融资。① 自运行制度能与这一观点

完美地匹配,而酌情调整的制度则不然。

·021·

① 不使用养老金制度而用一般税收作为提供再分配的渠道,这种做法是合乎理性的选择,其理由

如下:再分配基数比较大;劳工不必承担全部成本;税收是累进式的,即富人向再分配机制贡献更多;
再分配的目标对象可以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而灵活调整。把收入再分配成分独立出来有助于人们观念的

转变:不再把缴费视为税收,而是视为养老储蓄,但需要一定时间来实现这种转变的内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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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未来养老金制度的一个最佳办法是找到能够分别达致不同社会目标的

恰当而有效的机制:(1)旨在实现收入配置的NDC和FDC;(2)用一般税收

来为收入再分配目标融资;(3)对于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非缴费型津贴。如果

我们试图通过一种方案来同时实现上述三个目标,其结果就是观念的混乱,导

致我们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怀特豪斯还讨论了不同养老金制度下由谁来承担风险的问题。这也是我最

后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显然应归因于公共制度。如果我们还停留

在一种对何为公共制度 (全覆盖)、何为私人制度 (个人决策、责任自负)不加

区分的混乱框架中,我们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在私

人制度中,风险是由计划成员或计划发起人 (雇主)承担的;在公共制度中,
风险是由全体劳动力承担,而这体现为发起人的职责。每个人都同时处在这两

种关系里面;每个人都既是计划成员 (作为工人)又是计划发起人 (作为生产

者)。参与的个人化 (不要与私有化混淆)并不会改变这种关系。
个人生命周期中消费的分配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然而,提出这一问题的正

确方式是,个人应在生命中的哪个阶段承担风险,在作为工人的阶段还是作为

退休者的阶段? 个人可能面临缴费太少的风险,为避免这种风险的发生,社会

应立法规定一个能够带来合理待遇水平的充足缴费率,而 “合理待遇水平”的

定义就成为一个公共选择问题。个人可能面临着太早开始领取待遇的风险,社

会对此应立法规定一个申领养老金待遇的最低年龄。然而,这两个决策都与养

老金制度本身的类型和设计无关。
养老金制度就其普遍存在的形式而言,已然丧失了其最初的社会目标———

扶助年迈工人的历史初衷。如今这一观念已渐行渐远。养老金制度的存续既是

由于其制度惰性所致,也是由于我们都倾向于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国家养老

金制度已成为一个陷阱,而DB制和积分制安排使得我们继续停留在这个陷阱

中,即使我们采取旨在增强其可持续性、减轻其扭曲性的合理化改革措施,也

不能使我们跳出这个陷阱。正如怀特豪斯这篇文章表明,沿着这种改革路径下

去确实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然而,如果我们想真正解决问题,最好还是选择

NDC或FDC (或同时采取这两种制度)。不同的改革模式不可能殊途同归,长

期来看,其改革效果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参 考 文 献

EuropeanCommission.2009.SustainabilityReport2009.Brussels:Eu-
ropean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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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二

克日什托夫·哈格梅赫*

第二章分析了意大利、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四国NDC改革,第三章

考察了OECD国家实施的其他改革,这两章都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让我们能够洞悉这些改革的实质及其影响。所有这些改革都致力于在养老

金体系的公共支柱中建立一种沿用现收现付融资方式、完全收入关联的养

老金制度,即养老金待遇是依据参保人终身缴费记录的调整后收入来计算

的。
在这两章中作者分析了养老金的计发方式,考察了养老金计划的结

果———即待遇水平和退休前工资收入被退休金替代的程度 (替代率)。作者

考察了不同的改革路径 (例如,依赖纯粹收入关联的待遇公式,即养老金

等于累积率乘以缴费年数、终身缴费记录的平均调整后收益;采用积分制

计划;实行NDC改革),发现这些改革虽然路数不同,但结果却是相同

的。①

与那些允许排除低收入时期 (如参保人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的DB
计划相比,依据调整后终身收入或缴费来计算养老金,会导致养老金水平

和替代率降低。这种养老金削减不是均等的,其具有再分配效应。那些在

职业生涯早期阶段收入较低、收入模式不确定的参保人正是改革的受损者。
很容易看出,养老金水平不仅取决于工资收入总额及对应的终身缴费记录,
还取决于参保人职业生涯中的收入和缴费何时开始收到和支付。那些职业

生涯中收入流较为稳定的参保人能够获得较高的养老金和替代率,而那些

虽然终身收入 (未调整)总额和缴费额相同,但在推迟数年后才开始工

作和缴费的参保人只能获得较低的养老金和替代率,尽管其收入高于前

者。
那些为了接受更高级别教育而推迟工作和缴费生涯的参保人能够从高

收入中弥补其未来养老金待遇的损失———假如其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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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克日什托夫·哈格梅赫现任国际劳工组织 (ILO)社会保障部政策开发与研究组组长。
希琼 (1999)多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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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话。与此相反的情况是,那些在年轻时不得不努力寻找一份有社会保障覆

盖的正式工作的劳动者 (这些人所能找到的工作通常是不稳定的)很难有机会

用职业生涯后期的较高收入弥补其养老金损失。同样地,那些不得不照顾子女

的劳动者 (通常是女性)往往有段时期曾退出职场,做兼职工作或休产假,这

些人的养老金也很难从未来的较高收入中得到补偿。
对参保人各种原因导致的缴费空档,所有养老金计划 (包括NDC计划)都采

纳了多种形式的视同缴费来弥补其养老金损失。在第二章所考察四个国家的NDC
计划中,有三个国家所给予的补偿仅仅是参保人未来养老金权益损失的很小一部

分。只有瑞典是例外,其对参保人养老金权益损失的补偿比例高于其他三国。

NDC计划和FDC计划都跟其他任何形式的纯粹收入关联计划 (养老金是

根据调整后终身收入计算)一样,不是仅仅把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差别传递给

养老金差别。相反,收入差别实际上是被放大了:养老金水平的差别比收入水

平的差别更大。①

也许可以说为参保人建立了实际个人账户的FDC计划缺少分配性特征,但

现收现付制融资的NDC计划却未必如此。参保人缴费所获的收益并不相同,这

取决于其职业生涯中较高的缴费是何时支付的。与此同时,实际缴费变成了

“大锅饭”,这就可能导致再分配的发生,即从那些职业生涯早期收入和缴费水

平相对较低的参保人,向那些从职业生涯开始就享有较高收入的参保人所进行

的再分配。对于参保人职业生涯的收入模式与其最终养老金水平之间的关系具

体为何,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否则我们不能简单地宣称NDC计划和类

似的现收现付计划一样提供了横向的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再分配。
第二章和第三章对不同改革的分析和评估主要关注改革如何增强计划长期

的财务可持续性及改革对劳动者工作和缴费的潜在经济激励效应。对于后者,

激励效应被视为明显的。持久期 (duration)和缴费额之间、退休年龄和养老金

水平之间的正向关联更为显著。人们通常认为,待遇水平的充足性取决于法定

最低退休年龄之外的个人退休决策,而在NDC计划中没有必要规定一个固定的

“最终”退休年龄,因为对参保人的退休年龄选择可赋予极大的灵活性。但问题

在于,现实中NDC计划对延迟退休的强激励效应未必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能够得

到充分发挥,因为还有其他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老年劳动者能否被雇用或还能

被雇用多久。对老年劳动者受雇机会的影响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情况

和失业率的高低;老年劳动者的健康状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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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来的一项研究 (Lewandowski2011)分析了波兰养老金制度在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支柱之间

按不同比例分配缴费的情况下所能产生的不同替代率,从而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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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生涯中的工作条件;劳动者家庭状况,例如有生病的家庭成员需要护理;老

年劳动者的生产力,这取决于劳动者是否有机会进行终身学习以跟上技术进步

的要求;雇主的态度和选择。尽管老年劳动者可能有强烈的动机继续工作,但

他们可能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并陷入养老金不足的维持生计的贫困境地。一个

日益明显的事实是,即便在NDC计划中也需要提高法定最低退休年龄,因为如

果雇主知道雇员可以在任何时候决定退休,就可能不愿意继续留用老年雇员,
或者不愿意投资于老年雇员的培训。

第二章和第三章较少涉及养老金制度的核心目标:防止老年贫困,为老年

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为养老金领取者提供收入替代以使其能够维持适当的生

活水平。养老金待遇充足性的概念关系到养老金制度整体上是否 (或多大程度

上)成功地实现其政策目标。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待遇水平不能仅仅是一个

“内生变量”,它是衡量政策目标是否实现的重要指标。
养老金改革从待遇公式中除去了旨在保护低收入者和职业生涯较短者免于

老年贫困的某些再分配因素。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在任何DC型或类似的养老

金计划中,都没有内置的保障机制使得待遇水平能够达到充足性的政策目标。
在这些缴费率和收益率既定的计划中,养老金替代率会有所下降,除非计划成

员随着预期寿命上升而相应地延迟退休。这种待遇下调机制是作为自动财务稳

定器而运行的,然而它也可能成为一个陷阱:如果承诺的待遇水平下降到不敷

养老之需,利益相关人为养老金制度融资的意愿会被销蚀。
在第二章,作者宣称在实施了NDC计划的四个国家,“具有完整职业生涯和中

等收入水平的工人有望获得65%的毛收入替代率”。这一说法的主要问题在于那种能

够在长达45年工作生涯中持续缴费的 “具有完整职业生涯的工人”可能根本就不存

在,那种工人无论在目前还是将来都不能代表劳动力市场的普遍或平均状况。
在NDC计划中有两个参数能够提高养老金替代率:一是收益率,二是缴费

率。这两个参数都是可以提高的,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章作者会认为固定缴费率

应该成为NDC计划的 “基石”。①

为了实现预防老年贫困的目标,对再分配性的待遇确定公式应予保留或恢

复 (并采取其他办法来保证财务可持续性),或确保在整个养老金体系中设立了

强大的非缴费型收入保障机制,如基本的公共养老金,无论是普惠性的还是家

计调查式的。不幸的是,正如第三章中给出的警告,在实施了NDC或类似改革

的国家,迄今为止现有的老年收入保障机制看上去并不健全,因此这些国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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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0年,世界银行关于波兰公共支出的一份报告建议,当 NDC支柱开始产生盈余时,部分缴

费应该转入私人养老基金 “以进一步提高待遇水平”(WorldBank2010,8)。为什么固定缴费率不能被视

为私人管理的DC计划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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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 “老年贫困反弹”的风险。第二章作者呼吁加强最低保障待遇机制,但

它只认可家计调查式保障,却丝毫未提及普惠性的基本养老金 (在很多国家被证

明是行之有效的)。为什么? 因为 “必须保证劳动者有缴费积极性,即便其NDC
养老金水平较低”。我们不理解一份微薄的养老金可能具有多大的激励性? 一项激

励措施只有在它能够提供某种具有相当价值的东西作为交换的情况下才会是有效

的。当人们面对的是在家计调查式最低养老金和一份待遇 “微薄”的NDC养老金

之间做选择时,也许还不如为了补足基本的普惠式养老金而缴费的积极性强。

NDC计划看上去是一种自动削减养老金待遇 (并且对公众来说不是太明

显,因此在政治上较为可行)并刺激人们延迟退休的方法。这类计划被认为能

够减少对政策干预和社会对话 (会牺牲决策的速度和效率)的需要。但近来发

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清楚地表明,仅靠这种自动调整机制是不太现实的。
在长期关切和短期需求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而且将来永远都会存在着冲突,
因此,对二者必须加以折中调和。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对待遇充足性的长期关

切:除非我们能够在养老金制度内建立起既能够保证财务稳定性又能够保证待

遇充足性的机制,否则永远都需要酌情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临时干预。
由是观之,我们需要的不是把政治家同养老金制度相隔离 (这不仅不现实,

也是不合意的),毕竟养老金政策是整体社会政策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的是保证

政治家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兼顾到短期需求和长期关切,并平衡待遇充足性

和财务可持续性的要求。为此,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是通过民主机制,确保所

有利益相关群体 (雇员、雇主和政府)都能够完全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以便制

定合理的养老金标准、建立和维护一种持久的制度结构,使得养老金制度能够

得到负责任的监督、检验和调整 (seeWoodallandHagemeje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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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三

伯恩德·马林*

名义账户制 (NDC)养老金计划家族是一群最具有朝气活力的新生制

度,其在世界养老金舞台上登台亮相不过才短短十多年时间。NDC计划展

现出多方面的潜能,极具发展潜力,将来有望得到蓬勃发展。虽然迄今为

止仍是一种新生事物,但NDC作为一种创造性发明和有益制度实践的地位

牢不可破。在许多专家学者看来,就安全性能而言,NDC比其他多数养老

保障方式 (DB计划、FDC计划和积分制)都能提供更为可靠的保障。
然而,争议之处在于,NDC制度在何种程度上是适应各种环境的最佳

实践? NDC能够作为养老金制度绩效的标杆吗? 长期来看,它能否在制度

产出和可持续性这两个最重要方面完胜所有其他养老保障制度? NDC是否

真的像霍尔茨曼 (2006)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普遍适用的 “理想的”养老金

框架? 或者如巴尔 (2006),BarrandDiamond(2006)以及博尔斯-苏潘

(2006)等学者所持的立场,NDC跟其他任何养老金制度一样都是具有扭

曲性的、不尽完美的制度? “合理设计”的DB计划和积分制在理论上和实

践中是否都能成功地模仿NDC的优良特质,正如怀特豪斯在本书第三章中

所声称的那样? 抑或,NDC跟其他一切人类制度 (从民主制度、家庭制度

到社会保险)一样,无论就其定义而言还是从实践经验来看虽然都不尽完

美,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更佳的、可行的替代方案,正如我一直秉持的观点?
这种观点意味着,NDC是一种 “近乎理想”或 “近乎最优”的制度,当然

这也要取决于其具体设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架构。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各种发明创新容易被跟风模仿,NDC制度也将会

在全世界继续传播,但不会被不同国家全盘照搬。无论对发达国家的成熟

福利制度而言,还是从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视角来看,NDC都不算是一种

理想的制度设计模范,但它仍然可以作为制度设计的一种参照点。就效率

和公平或平等角度而言,NDC制度不同设计版本有何特定的优越性,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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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争议的问题,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的历史沿革、相关的政治文化和路径依

赖导致了多种多样的公共政策偏好和具有个体差异的政策取向。但所有NDC制

度的基本共同点构成了核心组织原则、制度实施的约束条件和可持续性要求的

基石———简单、可靠、合理而又稳健的基石。
可持续性是NDC制度最重要、最突出的特征,它听起来雄辩有力,但其在

观念上可能没有被正确认识,也鲜有令人信服的实证运行结果。可持续的养老

金制度意味着资源管理的方式既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会损害未来人的

机会,其目标是尽可能减少未来选择的封闭性,或尽可能拓宽未来选择的范围。
这并不意味着让养老保障制度保留其历史上沿袭下来的状况,鉴于人口和社会

经济挑战,保持现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
可持续性对于发展战略选择来说是一种约束或限制 (“不是所有选择都适

用”),但它并不要求只能实施任何一种单一政策 (并没有 “唯一最佳途径”
“放之四海而皆准”“别无选择”之说)。在不同的NDC设计和其他养老金制度

安排相结合的条件下,可持续发展有多种兼容性维度。例如,在政治理念和社

会价值观念迥异的情况下,不同水平的主权债务、隐性债务、待遇慷慨性、融

资缺口、制度赡养率、缴费率或累积率,都构成了与可持续性兼容的维度。
因此,可持续性被界定为养老金制度维持运转的前提条件,这是在财政可

行性和社会可行性的意义上说的,无关乎文化、伦理或政治上的合意性。可持

续性是针对可行的养老保障制度而言的,而非意识形态上可取的福利制度。可

能有不同水平的养老金支出都是具有财务可持续性的,但对于退休者或在职劳

动者而言,相应的待遇水平是不充足的,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反之亦然,大

规模、普遍的提前退休行为 (例如,在某些欧洲国家,将近90%的参保人都是

在65岁之前退休)对养老金制度而言可能是自我毁灭的做法,即便在中期来看

这种做法都是不可持续的。
代际公平是可持续性的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零和

冲突。不同于把资本和信用一次性地用于消费 (无异于竭泽而渔),诸如NDC
和其他人力资源能力等新知识和制度创新在传递给后代时会得到发扬光大,而

不会由于当前的密集利用而耗竭。然而,对人类发展和社会保障的投资若要达

到加强制度可持续性的目的,其前提条件是这种投资应该是以当前消费 (包括

某些历史成本)为代价,而不是削减有助于提升未来能力的必要支出。
与许多缺乏设计构思、拼拼凑凑的DIY式DB型养老金建筑不同,NDC制

度展示出独具魅力的风格特征。前者主要源于对具有根本缺陷的养老金框架结

构进行一系列漫长而痛苦的参量式修修补补,即使实行关键性的重构也很难将

其复原。正如怀特豪斯所言,既然成功的制度重构基本上意味着在DB计划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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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制内模仿NDC因素而不是采纳其整体结构,为何不将NDC制度框架作为

一个整体、一种集体智慧结晶的艺术品而加以采纳? 这正是霍尔茨曼和帕尔默

在本书第一章中提出的令人信服的建议——— “为避免将来出现更多麻烦,养老

金制度应予立即转型。”

(一) 第二章

克洛恩-多明扎克,佛朗哥和帕尔默在本书第二章中进行的全面分析充分、
实证地证明了第一章所提建议的明智性。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三国采取了迅

速和强制性的改革,改革效果不错;而意大利试图通过缓慢、部分自愿式、小

幅度、小步伐的转型 (这成为其NDC改革的阿基琉斯之踵)来拖延时间和建立

共识。如同司法改革一样,养老金改革不仅要付诸实施,而且要显出其实在的

举措。意大利 “伪装的改变”战略几乎掩盖了影响深远但延宕已久的1995年改

革的真正日程,这在政治上和技术上多少有点自我挫败的意味,作者对此有详

细阐述。
与之相反,瑞典的改革表明了如何利用 “人口机遇期”,以及如何花时间

(包括数年的政治休工)来达成必要的、最广泛的政治共识。瑞典采取了杰出的

沟通战略,如其家喻户晓的做法,用橙色信封邮寄的 “橙色报告”,还有方便易

用的网络接口,“以便让人们自行计算在某个自选年龄退休时可能获得的养老金

水平”,这些举措构成了让改革赢得政治成功的最佳实践。即便是沟通措施不算

非常有效的NDC计划也没有妨碍其发挥改革成效,正如第二章作者所说,凡是

采纳了NDC改革的国家都经受住了2008、2009年经济严重衰退的考验。
作者还表明,NDC模式的演变有着显著的历史多样性和路径依赖,NDC

并不是一种 “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模式。虽然设计构建的原则都是相似的,
但NDC制度仍能展现出高度多样性的特征,其多样性表现在NDC的各种因素

当中,诸如名义账户资产和养老金待遇的指数化机制,在 “储钱罐”模式内的

显性再分配模式,历史遗留成本的解决方式,在基本统一的制度内是否允许历

史特权的延续,覆盖范围和豁免条件,执法和管理运营的质量 (波兰问题最

大),转型模式的结构、转型速度以及受影响的群体等。NDC个人账户的制度

安排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显著的多样性,如名义收益率或其他参数的计算公式、
历史权益的处理方式、对因各种原因离职 (如失业、病假、残障、产假和育儿

假、义务兵役、高等教育)的缴费空档所给予养老金积分的多样性和慷慨度。
所有NDC计划都是相似的,但它们也像DB计划一样具有多样性,但前者的随

意性更轻,且没有违背基本的可持续性要求。
尽管不同国家的养老金缴费进入NDC与进入FDC账户的比例 (进入N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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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拉脱维亚最初是50%,波兰63%,瑞典86.5%)和当前缴费率 (波兰

12.22%,意大利33%)有着显著差别,但预期的毛替代率却有着显著的趋同

性。普通工人的替代率在60%~68%之间,净替代率变化幅度稍大一些,在

64%~77%之间,这是由于不同税负带来的影响。这些比率的不同反映了不同

国家的养老金制度组合 (例如意大利和瑞典的NDC制度)在有效性上的巨大差

异。将来这些个人账户的养老金结果应该是充足的,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
因为他们跟欧盟其他国家的养老金水平具有可比性,但却强化了养老金制度的

财务可持续性。相比之下,欧洲其他国家养老金支出的上升几乎都超出了可承

受的限度。
尽管有各种技术约束和管理约束,一旦NDC制度被准宪法确立起来,在设

计选择和实施过程中就需要做出许多重大的、实质性的伦理选择和政治选择。
第一个例子是如何在在职人员和退休者之间分配调整成本,以解决2008年金融

危机的影响 (例如,在瑞典的平衡指数中,在职人员和退休者分别承担2/3和

1/3)。第二个例子是把既得养老金权益转换成初始资本的换算规则,它看上去

是高度技术性的决策 (例如,用于计算年金的除数G值的选择),但事实上它

会在不同性别之间、不同代劳动者及不同年龄群体之间产生重大的分配性后果。
第三个例子是对55岁以下参保人的特权是取消还是保留,NDC的全民参保要

求是否对某些特殊群体继续给予豁免,如意大利的专业技术人员,或波兰的一

长串职业名单,包括农夫、法官和检察官、军职人员、警察、狱警、边防守卫、
矿工等。

与希腊或奥地利等国民众对NDC观念的接受度不同,波兰政府 “就NDC
改革的原则进行了广泛的公开讨论”,并向波兰人传递 “待遇跟缴费挂钩、养老

金跟预期寿命挂钩的简单信息”。但波兰NDC计划对全民参保要求的各种特殊

豁免尤其令人吃惊。波兰现在仍然盛行狭隘的部门利益保护,其过渡养老金正

是要求 “兑现”既有特权的残余物,即以前的官僚体制下的结构性腐败延伸到

未来的产物。波兰的NDC计划只是所有NDC计划的一个例外,而在DB计划

下,颇具 “危险性”或关键性的利益集团的庇护主义和寻租行为在很多国家普

遍盛行。
对第二章的最后一点评论:作者恰当地指出 “鉴于NDC计划下待遇和缴费

之间的精算关联,没有必要规定一个固定的退休年龄”。相对于其他所有强制性

公共养老金计划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具有创新性和灵活性的竞争优势,但不幸

的是,作者对这种优势没有加以充分利用,而是坚持一种传统的父爱主义。规

定一个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 “以保护人们不致由于短视而导致终身只能领取

低水平的养老金,从而陷入老年贫困的较大风险”———这种观念是非常过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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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旧的,并不适合于新范式所具有的最重要潜力。在NDC制度下,关于退休年

龄的争论是完全不必要的,但鉴于意大利、拉脱维亚和波兰等国的改革历程是

从法定及实际退休年龄都很低 (且具有性别差异)的情形开始的,在这些国家

中产生这种争论是可以理解的。我深信最低退休年龄或参考退休年龄具有重要

的信息传递功能,但它们可以根据个人账户禀赋的要求而变化。固定 (较高的)
年龄门槛可以仅限于 “保障养老金”等减贫措施、残疾福利向养老福利的转换,
或人们 “保留就业权利”的年龄基准 (瑞典目前是67岁,但将会提高到70岁,
和法国一样)。

NDC制度尚待开发的最具创新潜力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种养老保障制

度,还能够 (而且应该)作为一种终身的社会保障账户。即是说,允许参保人

(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缴费和等待期之后,即到中年以后)在其工作生涯中的安

息年式 (每隔7年或n年休息1年)离职期间动用其个人账户基金,当然,这

是以降低其既得养老金权益或延迟退休为代价的。为防止道德风险,必须保证

只有在个人账户中的养老资产足够换来一个高于贫困线的终身年金的情况下,
才允许参保人从其终身账户中提取资金。若不设置可自主决策的灵活退休年龄,
放开对终身社会保障账户的灵活使用权利,NDC制度的开放式、多选项效应和

“乌托邦式潜力”将远远不足以产生可靠的所谓 “多缴多得”的稳定力量。制度

存续、财务稳定及设计上的可持续性,与社会保险和个人自由选择等各种具有

说服力的力量之间不能互相冲突。

(二) 第三章

在本书第三章里,怀特豪斯考察了养老金经济学的四个主要领域,发现了

NDC制度与OECD国家养老金改革方向的 “相似之处”:(1)待遇水平是基于

终身的工资收入,而不是 “最高”或 “最后”一段时期内的工资收入;(2)每

增加一年缴费都会带来待遇水平的上升,对计发养老金的年数不设置上限;(3)
对延迟退休和提前退休的精算奖惩制度;(4)随着预期寿命上升而削减待遇。

怀特豪斯在文中得出了大胆的总结性陈述: “多数OECD国家虽然没有实

施NDC制度,但都已实现了这4个目标中的大多数目标”。这个说法乍一看似

乎有理,也符合OECD社会政策部一贯的立场倾向:淡化瑞典和其他国家NDC
改革的创新性,认为NDC与大不列颠的普惠模式、法德两国的积分制或传统的

DB计划大同小异。然而,仔细考察作者本人所提供的证据,可以发现作者的解

释太过仓促、自相矛盾,其结论显然是偏向于目前正在进行的DB改革。
根据怀特豪斯本人提供的证据,“多数养老金制度都已实现了改革的主要目

标”这一说法显失准确:几乎有40%的DB制度仍然没有根据终身收入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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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很多国家 (包括加拿大、捷克、法国、西班牙和美国)远未达到最优的

精算标准;奥地利等国家虽然原则上实施了充分的改革,但仍需要长达数十年

的转型期才能完全实施改革的核心要求。在作者所提供的样本国家中,有73%
的国家允许提前退休,有10%的国家对提前退休者或延迟退休者的应计养老金

待遇没有任何精算削减或增加,80%的国家对不同退休行为的奖惩幅度低于精

算水平,有的甚至远低于精算水平。提前退休年龄平均为60.4岁,比正常退休

年龄低4.7岁。怀特豪斯发现最低退休年龄为61.8岁,但这个数字忽视了一个

事实:即使在 OECD国家或欧盟国家 (如奥地利、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

亚、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土耳其和英

国),女性的退休年龄比这更低;更不要说欧盟之外的20个欧洲国家 (包括白

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国家、乌克兰等)以及地处西巴尔干半岛和中亚之间的许

多国家了。
怀特豪斯认为,NDC制度与另外两种收入关联养老金制度之间的关键区别

在于预期寿命的变化与待遇水平之间自动挂钩,即人们活得越长,养老金相应

就越低,除非人们增加工作和缴费年数来予以弥补。我完全同意作者这一观点,

NDC制度 (且仅仅是自动调整的NDC制度)对 “年龄通胀”提供了 “终身指

数化”机制 (Marinforthcoming),即是说,把养老金权益公式与预期寿命的增

加自动结合起来,以保证在关键参数发生重大变化时养老金公式还能正常运作。
怀特豪斯承认这一独特卖点正是 NDC制度最显著的特征,但他却忽视了

NDC制度相对于各种DB计划和积分制的关键性比较优势。 “几乎有一半的

OECD国家 (30个成员国中的13个)在养老金待遇和预期寿命之间设置了自

动关联机制……而在十年前仅有一个国家有这种关联机制。这一政策的普及可

谓是近年来养老金政策领域里的重大创新。”原则上我完全同意这种创新之说,
但若说几近一半的 OECD国家都采纳了这种创新政策,则是具有很大误导性

的。根据作者提供的数据,样本案例中有69%都是针对新生的 NDC计划或

“完全或部分替代了公共养老金的DC计划”,而不是针对改革中的传统计划。
作者所考察的OECD国家中不到17% (30个中的5个)的国家开始在其公

共的DB计划或积分制计划中引入了将预期寿命和养老金待遇自动关联的机制,
这种关联机制要么是与待遇水平 (芬兰、德国和波兰)相关联,要么是与资格

条件相关联。与完全运作中的DC计划或NDC计划不同,在为数不多的引入这

种关联机制的DB计划中,终身指数化要么需要经过漫长的转型期才能完全实

现,要么是与次优参数相挂钩 (如法国是与缴费年数挂钩,而不是像丹麦那样

与养老金领取年龄挂钩)。而在一个联合政府项目中,这种预期的终身指数化的

“自动性”会被公众愤怒的抗议所摧毁,抗议者坚决抵制所谓 “无灵魂电脑的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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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正如2008年奥地利政府被迫下台并引发提前选举的情形。
因此,在绝大多数DB计划和积分制计划中,迄今为止最关键的终身指数

化调整机制还未能付诸实施———不仅不是自动的,在OECD国家中有83%根本

就未能运行,即便在实施了这种指数化机制的计划中,也未能得到立即的、一

致同意的、恰当的或充分的实施。因此,在多数OECD国家中,养老金制度在

继续扭曲着人们工作和储蓄的决策,鼓励人们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正如怀特

豪斯所发现的那样;养老金计划导致参保人之间的严重不平等,惩罚那些没有

选择尽早退休的人,等等。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展现出这些不良惯例中的全部

或多数,但怀特豪斯的下列推断 “仅有4个OECD国家 (比利时、希腊、卢森

堡和西班牙)的养老金计划在上述领域中的至少两方面严重偏离最佳惯例”“在
许多OECD国家 (如澳大利亚、丹麦、爱尔兰、荷兰、新西兰和英国)的退休

收入计划中,NDC原则根本就不适用”让人无法信服,因为这种推断有悖于他

本人提供的经验证据和他自己都不得不坦诚的观点 “NDC计划在所有这些领域

都展现了良好惯例的范例”。
“设计良好的DB计划或积分制计划同样具备这些特征”这种说法 (完全是

同义反复)不失其真确性,但怀特豪斯没有问及为什么这种结果在现实中很少

发生,他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他所提供数据中这种结果是

罕见的。于是,作者用以支持DB或积分制改革的理由和证据,无论就改革的

结果还是过程来说,都正好恰如其分地支持了霍尔茨曼和帕尔默在本书第一章

中提出的建议 “立即转型以避免将来产生更严重的问题”———通过立即采纳范

式性的NDC改革而非参量式的DB改革。
第一章中的其他发现同样是中肯的。鉴于上述对第三章的评论,关于重大

政策研究议程的第一条建议是最紧迫的:“评估NDC计划的结果,与养老金制

度的主要目标进行比较,并与其他替代性的计划设计进行比较”,以保证能够得

出更明智和客观的评估。至于第一章中讨论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转型问题,该章

作者的建议 “估量转型成本并为其提供融资,否则养老金改革会被它击败”是

最令人关注的热门话题。最后,除了两部关于女性与养老金的新著 (James,

Edwards,andWong2008;MarinandZólyomi2010)之外,在这部两卷本的著

作中,NDC改革的性别维度首次得到系统的考察———该领域中的资深专家对这

个问题进行了五项研究,将来在这个领域有望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和富有成效的

政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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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四

弗里茨·冯·诺德海姆*

在本卷书第二章中,克格恩-多明扎克,佛朗哥和帕尔默探讨了已将其

收入关联型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金计划转变为 NDC计划的4个欧盟国家

(意大利、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的改革经验和面临的困境。正如作者开

篇明义指出的那样,NDC是过去15年来养老金改革领域中最具革命性的

新型制度设计之一,之前很少有人预料到这种新设计能够闪亮登场。
在我看来,NDC设计主要的优点在于它表明不同制度设计的积极因素

可以建设性地结合起来,而将不利因素排除在外,从而打破了公共制度与

私人制度相对立、现收现付制与完全积累制相对立的神话。NDC制度表明

在普惠性的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金计划中也可以模拟通常与私人完全积累

制FDC计划相伴随的优越特征:经济效率、财务稳定性以及对工作和缴费

的强激励效应。与此同时,跟完全积累制的私人FDC计划相比,NDC不

会导致双重支付问题,从而无须很长的转型期,也不会导致制度覆盖上的

碎片化。
这意味着,政府无须转向完全积累制的私人计划并解决其中包含的全

部难题和麻烦,就能够实现这种制度的某些关键特征,如精算结构和财务

稳定性。NDC计划为所有参保人建立了个人账户,参保人权益与其缴费紧

密相关,因此也能达到与完全积累制的私人计划相同 (或基本相同)的效

果。
传统观念认为,在应对养老金制度建设中所面临的经济和人口挑战方

面,现收现付制或私人积累制计划各有其天然的缺陷或优势。NDC计划粉

碎了这一神话,使我们能够看清事情的真相:魔鬼就隐藏在设计细节中。
成功的改革远不只是选择某一种制度还是另一种制度的问题,而是关于制

度设计的细节问题以及改革筹备、设计、实施和沟通的质量问题。20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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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政府和市场孰优孰劣的意识形态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掩盖了

关于养老金改革的常识,而NDC正好帮助我们恢复了部分常识。
正如资深养老金专家在第二章中充分阐明的那样,仅有一般特性的NDC不

能保证改革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实施情况和设计细节的选择。因此,
对4个NDC改革国家的比较研究证明,如何处理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型是最

重要的问题,包括旧制度下参保人累积权益的转移以及新制度实施到位的速度。
显然,行政管理能力、政治筹备工作和后续行动都被证明是重要的。同样地,
改革目标能实现多少主要取决于NDC制度实施的环境:养老金体系中的其他成

分、它所能利用的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能力和局限。
实际上,细节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瑞典经过精密设计和充分沟通的

NDC计划跟意大利的NDC计划之间不能同日而语,特别是因为NDC的通用设

计在意大利被大打折扣,实施质量也不佳,不仅如此,意大利NDC实施环境的

关键成功因素似乎被忽视了,例如,劳动力市场能否为年轻人提供较为稳定、
有养老金覆盖的工作。① 此外,尽管NDC力求成为预先编程的计划,它仍不能

与政治相隔绝。到头来,任何养老金设计的结果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

家能否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就此而言,瑞典政治制度的能力跟意大利有着天

壤之别,二者看上去就像是来自不同星球的受造物。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
迄今为止意大利尚未能使其NDC制度透明化,没有将其激励因素同民众进行充

分沟通,以至于民众不会选择通过调整其劳动供给来满足其养老金需要。因此,

NDC计划的主要好处 (如鼓励人们增加劳动供给、延迟退休)能够真正实现多

少还很难说。
此外,要使NDC计划实现养老金计划预防老年贫困的功能,纯粹的NDC

原则还必须辅以用一般税收融资的最低保障养老金。意大利和波兰的NDC变体

就缺少一个旨在预防老年贫困的底线保障,它们简单地把这一功能推卸给社会

保护网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救助。同样地,仅靠个人缴费和养老金权益之

间的微观经济关联并不能保证NDC的财务稳定性,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宏观经济

层面来解决。这一任务不仅仅包含合理的指数化和估值机制以及对参保人账户

遗产的合理使用 (对早亡者的账户权益如何分配);它要求像瑞典那样建立起抵

御和吸收冲击的精密机制,还需要规定经济衰退期发生的损失在所有相关群体

之间如何分配的规则。
尽管第二章对NDC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考察,还是有两

个重要方面被忽视了:一是这四国NDC计划所运行其中的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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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环境;二是NDC构造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及公共预算危机 (包括

与之相关的政治反应)的方式。
按其目前的表现来看,上述四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提供长期、稳定工作方面

的能力有着很大差别,而NDC计划却假定这取决于理性劳动者供给劳动力的自

愿选择。在一个两极分化的劳动力市场上,如果针对年轻人的短期性、合同制、
非典型的工作大量增加,并且相当一部分年轻劳动者有5~10年时间处于非自

愿性的就业不足状态,在一个按照DC原则建立的养老金制度中,这些劳动者

将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劣势起点,正如博埃里和格拉索 (2012)在其著作中提出

的很有说服力的观点。至于同金融市场的关系,必须要指出的是,NDC设计通

常是在一个外在意义上把公共现收现付制与私人积累制相结合,即建立一个

FDC计划与之关联,因此很有必要讨论FDC计划在收费、投资、风险防范等方

面的规则,还需要关注FDC基金在商业周期中的绩效波动。
不幸的是,在瑞典、拉脱维亚和波兰的养老金计划中,储蓄支柱规模差异

巨大,这对养老金改革有何影响? 后两国在制度设计上有何缺陷? 作者对这些

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回头看来,简单地把本应用于支付当前养老金的社

会保障税的一部分用于为FDC支柱融资,似乎并非强制性私人养老金的最佳设

计,特别是波兰和拉脱维亚FDC支柱在规模上雄心过大 (雇员总工资的6%~
8%,而瑞典仅为2%),而且,没有明确规定转给FDC的税收收入应由等额的

新税收所替代,也未逐步引入个人自愿性缴费来予以补充。即便是在经济快速

增长的形势下,这对于完全积累制的补充养老金计划来说并不是特别明智或稳

定的融资形式,因为从被放弃的当期消费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包含了真实的储

蓄。
与其他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强制性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国家一样,拉脱维亚和

波兰为掩盖这种特别类型的养老基金积累对财政赤字和债务状况造成的影响,
在欧盟 《稳定与增长协议》的会计规则中获得了为期五年且逐年减少的豁免。
当这种特许豁免权到期时,恰逢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同时支付未来养老金和当

前养老金的真实成本再也不能隐藏———不像在过去经济快速增长带来财政收入

普遍上升的情况下那样,届时这种结构性的谬误会导致狂热的政治反应。通过

增发国债为养老金储蓄融资的做法也许是现实可行的经济手段,但这样做看上

去是不太合理的,而财政部长们就只能这么做了。在几个国家,他们暂时把缴

费转移回来以应付当期养老金支出,但现如今他们只能在大大缩小的规模下继

续向私人养老金缴费 (如果他们确实这么做了)。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积

累制成分对养老金充足性的贡献会显著降低,而NDC计划将不得不承担更大的

养老责任。拉脱维亚和波兰的情况代表了这种简单勾勒情节的变体,如果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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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作者对这个问题予以更多关注就更好了。
最后,我认为有必要把NDC放在养老金改革大趋势 (正如怀特豪斯在第三

章中的研究)以及过去10年的努力给养老金设计带来的种种创新的大环境下来

考察。从这个视角来看,NDC可被视为引发了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一种新趋势:
它不仅意味着正式养老金制度刻意从以单一支柱为主转向多支柱安排,让预筹

积累制养老金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创新举措旨在克服公

共现收现付制计划在经济效率方面的缺陷和私人积累制计划在社会保护方面的

缺陷。因此,NDC改革把公共养老金计发依据从最高收入转向了职业生涯平均

收入,并引入了根据未来退休者预期寿命上升而削减待遇或提高领取年龄的机

制。此外,随着私人的第二、第三支柱在国家养老金体系中被赋予更重要的正

式角色,养老金改革还须致力于解决私人养老金计划的某些不利方面。例如,
通过强制参与、自动注册及消除健康标准等措施消除私人计划在覆盖方面的碎

片化和不平等,通过强制覆盖所有雇员、全面的立即受领权和取消等措施纠正

在养老金权益保护方面的随意性。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创新举措,如中东欧的强

制性私人养老金、英国的自动注册式职业养老金,提供补贴以帮助低收入群体

参加的自愿性第三支柱计划 (如德国的里斯特计划)等,都对私人养老金造成

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在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制度创新和发展过程中,NDC
制度最初的独特之处变得不是那么特别了,正如怀特豪斯所说的那样。

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NDC制度不是一种具有许多实在优点的革命性制

度设计,NDC制度诞生10年来的成就确实是值得庆祝的。上述警示仅仅是为

了强调指出,即便是NDC制度也不能解决现实中养老金制度面临的所有困境。

NDC制度设计整体上确实能够产生重大的改革效果,但不幸的是,我们仍然需

要持续关注制度细节的问题和外在环境的变化,仍需要对设计细节加以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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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挪威养老金改革: 将NDC
与再分配目标相融合

阿恩·马格努斯·克里斯坦森 丹尼斯·弗雷德里克森

奥勒·克里斯蒂安·利恩 尼尔斯·马丁*

挪威养老金制度改革始于2001年,当时挪威首相斯托滕伯格的首届政

府任命成立了由各政党代表组成的养老金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004年公布

了他们在养老金改革方面的主要结论 (挪威财政和社会事务部2004)。之

后,经过进一步的工作,国会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通过了两份决议,
这些决议的通过表明国会中绝大多数人支持养老金委员会提出的养老金改

革建议,但仍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详见挪威劳动和社会包容部2006)。随

后,2009年公布的白皮书更为详细地阐述了改革后的新制度和转型规则

(挪威劳动和社会包容部2009)。2009年春天,国会通过了新养老金制度。
挪威养老金改革的主要特征包括:养老金待遇将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

而调整;在精算原则基础上可从62岁开始选择弹性退休,以及从2011年

开始实施养老金指数化调整新规则。
改革的另一方面是建立了养老金权益累积的全新模式,1954年以后出

生者将逐步过渡到新的计算模式下,1963年以后出生者将直接进入新模式。
具体相关内容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讨论。

本文还将研究补充养老金和税收制度以及它们对养老金水平和替代率

的影响。挪威实行累进税制,某些形式的税收减免仅适用于养老金领取者

和低收入者,尤其是后者。领取最低养老金者通常无须缴税,因而在评估

替代率时需要将税制的影响考虑在内。
最后,本文还讨论了新养老金制度对财务可持续性、劳动力供给的激

励性以及收入再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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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养老金改革背景

与大多数OECD国家一样,挪威的养老金制度在未来几十年中也将面临人

口老龄化的巨大挑战。在1967年挪威建立公共养老金制度时,每一位老年和伤

残养老金领取者由4位劳动者赡养。挪威统计局 (中央统计局)对该制度赡养

率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2008年该比率已经降至2.7,而如若不进行改革,
则在2050年预计将降至1.8。

到2050年,挪威67岁以上老年人口预计将出现2倍以上的增长,而老年

人占比的迅速增长将导致养老金支出的大幅上涨。此外,在未来几年中,相较

于平均工资,挪威平均养老金水平预计将出现相对增长。原因之一在于,由于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新加入的养老金领取者可获得的平均养老金水平将总

体上高于年龄较长的养老金领取者所获得的待遇水平。
据预测,如果不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那么挪威国民保险计划用于老年和

伤残养老金的支出占挪威大陆GDP (不包括石油产业及相关服务业)的比重将

从2011年的 (大约)9%增至2050年的18%。仅老年养老金一项的支出占挪威

大陆GDP的比重预计将从6%增至近14%。
人口老龄化还将对国家在其他领域的财政支出带来巨大挑战,如老年人的

健康和护理服务,尤其是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将使得健康和福利支

出呈现大幅上涨趋势,即便该年龄组老年群体健康状况的逐步改善可能有助于

减缓这一费用上涨。实施养老金改革及其他有助于鼓励老年劳动者继续工作的

政策措施将大大有利于养老金制度的融资收入,并为未来老年人获得良好的健

康护理和社区家庭服务创造资源。
旧养老金制度中存在一些不公平因素,即终身收入完全相同者可领取的

养老金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终身收入存在较大差异者所领取的养老

金则可能完全相同,其原因主要在于参保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所获得的收入

与其最终可领取的养老金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例如,旧制度规定缴费满

40年者即可领取全额养老金,这就意味着工作超过40年的缴费者在退休后

可领取的年养老金待遇将不会有任何增长。此外,根据旧制度规定,工作过

若干年者在退休后可能与从未赚取任何劳动收入的人一样领取最低养老金,
因为与收入关联型养老金不同的是,针对低收入者发放的最低养老金是完全

依赖于收入调查制度的,收入低于制度规定标准者,不论其实际收入多寡,
均可领取最低养老金。

根据旧制度规定,参保者在达到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 (67岁)之前选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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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退休的机会也多寡不一。许多人参加并受益于集体谈判所达成的提前退休计

划 (AvtaleFestetPensjon,AFP),根据提前退休计划的规定,他们可以在

62~66岁之间选择提前退休,但对于其他未被该计划覆盖者而言,除了领取伤

残养老金者之外,均不能提前退休。而对于参加AFP计划者而言,他可领取的

AFP养老金待遇水平与实际退休年龄几乎无关,即如若参保人在62~66岁之

间退休,那么,多工作一年并不会使其退休后可领取的养老金待遇出现增长,
因而其养老金待遇调整是远未达到精算中性标准的,这将对参与AFP计划者在

达到62岁以后继续工作产生负向激励性。此外,根据旧制度规定,达到67岁

以后延迟退休者可领取的养老金待遇并不会获得任何精算调整。

第二节 新制度设计

该部分首先描述新制度下公共老年养老金的基本概况,之后分别阐述分析

了伤残养老金、补充养老金、集体谈判AFP计划以及税制对退休人员的影响。

(一) 公共老年养老金

1.新收入关联型养老金制度

根据新制度规定,参保者可通过在13~75岁之间工作所得的收入,或者在

特殊时期和特殊情况下所允许的其他形式 (详见下文)累积计算养老金权益。
个人每年按照工资收入的18.1%累积养老金权益,直至最高限额 (基本额的

7.1倍)①,根据基本额折算后的积分将计入个人名义账户。老年养老金的筹资

模式仍然是现收现付制,由于当前老年养老金领取者的数量与劳动力资源相比

较少,因而,目前基于现收现付筹资模式所估算的 (足以满足费用支出所需的)
缴费率远低于18.1%,并且2040年之前,实现制度收支平衡所需的缴费率均

可能低于该水平。养老金权益每年根据工资增长进行调整。
退休时,参保者所累积的养老金权益除以反映预期余命的年金除数,即可

算出年养老金待遇。对于延迟退休者而言,其累积的养老金权益相对较多,而

年金除数相对较低,因而可领取的年养老金待遇水平将会有所提高。随着人们

在退休时预期余命的不断延长,新出生一代若想要获得与较早出生一代相同的

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就不得不延长工作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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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挪威旧国民保险计划将基本额 (basicamount)用作其计算单位。2010年,挪威全日制雇员的

平均工资大约为455000挪威克朗,一单位基本额平均相当于74721挪威克朗。因而平均工资大约等于

6.1个单位的基本额。养老金缴费基数上限大约接近于平均工资的115%。基本额的标准每年根据工资增

长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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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过程中,养老金委员会讨论了是否应该把养老金与终身工资收入挂

钩,还是应该建立较强再分配因素的问题。与2009年国会最终通过的方案相

比,养老金委员会在2004年提交的最初改革方案中,可用于计算养老金权益的

个人收入最高上限标准较高,而低于该上限标准以下的收入带来的年养老金权

益相对较低。这一最初改革方案遭到批评,批评者认为它会对再分配效应产生

不利影响,中低收入者的境况将会比旧制度下更糟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该方案未被采纳。

2.挪威新收入关联型养老金计划和NDC模式

根据博尔斯-苏潘 (2006)的研究,完全满足以下四方面标准的养老金制度

才可称之为NDC模式:第一,终身收入都将计入账户;第二,账户最终余额与

人口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之间存在关联机制;第三,在将账户最终余额转化

为年金时遵守所设立的精算规则;第四,对未来可申领待遇的担保不是实际资

本而是政府相关实体机构的承诺。
对于第一项标准,挪威新养老金制度只能部分满足。虽然参保者在13~75

岁之间均可按照收入的18.1%累积养老金权益,但其可用于计发养老金的年收

入是有最高限额的。这意味着对于高收入者而言,其收入高出最高限额越多,
那么养老金与终身收入之间的关系就越弱。这被挪威政治家们视为改革中令人

满意的再分配特征。
挪威新养老金制度不满足第二项标准的要求。新收入关联型养老金制度将

仍然是一般公共财政的一部分,而个人养老金账户则只用于计算养老金。这意

味着政府将承担由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的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风险,以及

经常被低估的预期寿命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此外,政府还将承担劳动参与率变

化所产生的宏观经济风险。如果这些和其他会产生负面影响的状况发生,那么

挪威政治家们需要就如何调整税收和政府支出以保持长期公共财政收支平衡的

问题做出决策。
挪威新养老金制度完全满足了NDC模式的第三项和第四项标准的要求。满

足第三项标准的要求意味着劳动者将不得不面临并承担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风

险,为获得与年长者待遇水平相当的养老金待遇,年轻一代将不得不考虑延迟

退休。

3.特殊时期和特殊情况下的养老金权益

根据制度规定,登记失业者、服兵役者、需要照顾6岁以下儿童或老年人

者将被授权允许累积养老金权益。
此外,对参保人因生病、受伤、生育或产假而停止工作期间由国民社会保

险福利 (nationalsocialinsurancebenefits)所提供的补偿金可被视同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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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于缴纳养老金。因而,人们可以以其所获得的补偿金为基数累积养老金权

益。在新制度中,领取失业津贴者可以以其失业前的劳动收入为基数累积养老

金权益,这点相较于旧制度有所改善。
对于需要照顾6岁以下儿童的父母而言,在因照顾儿童而停止工作期间,

其账户中将被计入相当于基本额的4.5倍或全日制工作平均工资75%左右的名

义 “收入”。这成为劳动收入较低且有6岁以下儿童需要照顾者的养老金缴费基

数的最低限。对收入水平在平均工资75%以上且有6岁以下儿童需要照顾的父

母而言,其无薪护理的隐性成本相对较高,但也并不会因此而获得任何额外的

养老金权益累积。在照顾6岁以下儿童期间,母亲或者父亲一方均可获得儿童

护理积分,但双方不能同时获得。
军队应征士兵服兵役时间超过6个月者,在服兵役期间,每年可获得相当

于基本额2.5倍或者全日制工作平均工资40%左右的养老金权益累积。在旧制

度中,军队应征士兵不可累积养老金权益。

4.保障养老金

新制度中的保障养老金 (guaranteedpension)为那些工资收入很少或几乎

没有工资收入来缴纳养老金的人提供适宜的最低养老金待遇,相当于人们生活

的基本安全保障网。新制度中保障养老金的水平与旧制度中最低养老金的待遇

水平相当,但不同婚姻状况下可获得的保障养老金待遇标准会有所不同。根据

旧制度的规定,2010年单身者可获得的最低养老金水平相当于基本额的2倍,
已婚夫妇双方均可获得相当于基本额1.85倍的最低养老金。已婚养老金领取者

的最低养老金待遇相对单身者而言较低是因为其生活成本也相对较低。对单身

养老金领取者而言,2010年其可领取的最低养老金大约相当于全日制工作平均

工资的33%。最低养老金可享受免税政策,这意味着与全日制工作的税后平均

工资相比,最低养老金甚至会更高。
领取全额保障养老金需要在挪威居住年满40年。对于由于可领取的收入关

联型养老金水平较低而领取保障养老金者而言,其收入养老金的80%将要接受收

入调查。换句话说,由于可获得的收入关联型养老金水平较低而领取保障养老金

者将可保留其收入养老金的20%,因而其可获得的养老金总额将高于最低水平。
但就保障养老金而言,人们只有在年满67岁才可领取。对于同时领取收入

关联型养老金和一定水平保障养老金者而言,则可以在62岁退休并开始领取待

遇,但所领取的收入关联型养老金和保障养老金待遇水平都将根据实际退休年

龄进行精算调整。在新制度中,对于在67岁前完全退休或部分退休者而言,可

领取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必须高于在67岁可领取的保障养老金。此要求背后的观

点是每个人所获得的养老金待遇应该至少与其在67岁之后可领取的最低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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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相当。结果使得部分人尤其是女性由于其累积的养老金权益过低而无法在

62岁退休。为了增加提前退休的机会,新制度在计算提前退休的必要条件时会

将私人部门的新补充AFP养老金计划计入养老金权益中。而至于以类似年金形

式支付的养老金是否可计入养老金权益则尚在讨论中。人们可以在67岁以后延

迟领取保障养老金,且延迟领取的待遇水平将基于精算调整标准而有所增长。

5.弹性退休和预期寿命调整

在2010年以前,公共老年养老金计划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7岁。虽然可以

延迟退休至70岁,但大多数人都在67岁时退休。从2011年开始,公共老年养

老金计划建立了弹性退休制度,人们可以在62~75岁之间弹性选择退休,其可

领取的待遇将根据实际退休年龄进行精算中性调整。之所以设立75岁这一最高

退休年龄上限是为了避免所支出的年养老金存在巨大差距。该年龄限制与获得

收入关联型养老金的年龄限制是一致的。
自2011年以后开始领取养老金待遇者可领取的养老金将根据预期寿命进行

调整。每一代人适用于不同的年金因子,这主要取决于其预期余命。每一代人

所适用的这些年金因子在这一代人达到61岁时确定下来并将不会再行调整。每

一代人在62~75岁之间将被分别赋予一个独立的年金因子。为了减缓改革对于

即将到达法定退休年龄者的冲击,改革设定了制度转型规则,以确保2011年以

后退休的人在67岁时的预期寿命调整幅度每年将不会超过0.5%。
人们可以从62岁起开始领取全额养老金,也可以按照全额养老金的20%、

40%、50%、60%或80%领取部分待遇。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在工作的同时领取

部分养老金,并且不必受到收入调查,且在开始领取养老金之后继续工作期间

仍将可以累积养老金权益。

6.养老金权益和养老金待遇的指数化调整

处于累积阶段的养老金权益是与工资增长挂钩进行指数化调整的,如此可

使得所累积的养老金权益能够与社会平均工资保持同步增长。退休后领取的收

入关联型养老金将与工资挂钩进行指数化调整,但每年将会减去0.75%的固定

因子。在计算弹性退休的年金因子时也将该固定因子考虑在内。这种年金因子

计算方法与瑞典新实施的NDC养老金计划类似。
最低或保障养老金根据工资增长进行调整,但也会根据67岁时的年金因子

变化进行调整。挪威统计局的预测显示,假定67岁时的预期余命每年将增长

0.5%。因而,保障养老金将首先根据工资增长进行调整,但之后将由于预期寿

命调整而每年再按照大约0.5%的标准进行下调。
在2007—2010年,最低养老金待遇根据平均工资水平进行上调,此项措施

意欲提高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性,减少老年养老金领取者之间的相对贫困。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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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削弱了养老金缴费与养老金待遇之间的关联性,并使得老年养老金领取者中

接受最低养老金的人数增多。在有关养老金支出的长期预测中,通常假设年实

际工资增长率为1.5%,如此则保障养老金预计每年的实际增幅大约为1%。

7.制度转型的规则

在1953年及之前出生者完全参照旧制度计算养老金权益。1954—1962年

出生者属于制度过渡群体,其养老金权益的计算部分参照旧制度,部分参照新

制度,且参照新制度计算的比重逐渐提高。1963年及之后出生者的养老金权益

则完全参照新制度计算。

2011年以后退休并开始领取养老金待遇者,可以从62岁开始弹性退休。
无论养老金权益的计算是参照旧制度还是新制度,均适用该规定。2011年以

后,老年养老金的新指数化调整规则适用于所有老年养老金待遇领取者。

(二) 改革前伤残养老金领取者的伤残养老金和老年养老金

在旧制度中,伤残养老金和老年养老金是相互关联的,伤残养老金领取者

往往在达到领取老年养老金的法定年龄 (67岁)时也并不申请养老金待遇变

更。伤残养老金与工资增长挂钩进行指数化调整。
挪威领取伤残养老金者所占比重较高,18~67岁人中领取伤残养老金者大

约占11%。刚达到67岁并开始领取养老金的群体中,大约有40%在67岁之前

领取伤残养老金,而人们在达到老年养老金法定领取年龄后,对待之前领取的

伤残养老金的态度和决定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
作为养老金改革的一部分,挪威政府在2011年的改革提案中提出了全新的

伤残养老金计划的新模型,为那些在老年养老金法定领取年龄之前伤残的群体

计算老年养老金待遇 (挪威劳动部2011)。国会通过了该提案,新制度规定将

从2015年开始执行。改革后的伤残养老金作为短期津贴的特征将更为显著,人

们所领取的伤残养老金待遇水平相当于其伤残之前最后工资水平的一定比例。
改革后开始领取伤残养老金者,其待遇替代率为其伤残前最后工资的66%,且

伤残养老金将会像收入一样被征税,这意味着新制度下领取伤残养老金者的税

负要高于改革前制度下的伤残养老金领取者。扣除税负之后,改革的最终结果

是税后伤残养老金的平均水平相较于旧制度有小幅上涨。
如同旧制度一样,伤残养老金领取者在达到67岁以后将转为领取老年养老

金,其指数化调整规则与其他人一样。与普通人不同的是,伤残养老金领取者

不能在67岁以后继续工作,从而不可能通过延长工作年限来弥补预期寿命动态

调整带来的养老金损失。因而,这些人将被额外赋予一部分养老金,用以补偿

2010年后预期寿命因子增幅的一半所带来的损失。制定这一规则是为了确保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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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后领取伤残养老金者可获得的老年养老金的变化情况与非伤残者一样。到

2018年,改革前的伤残养老金领取者的老年养老金的预期寿命调整,将根据预期

寿命调整所引起的非伤残者待遇降低是否通过延迟退休得到了补偿而进行评估。
本章中对于此项改革 (改革前伤残养老金领取者的伤残养老金和老年养老

金待遇计发办法改革)的经济效果评估在新规定出台之前即已完成。在效果评

估测算中,假设当伤残养老金领取者达到67岁并开始领取老年养老金时,其可

领取的老年养老金将遵照类似于非伤残者在67岁退休时的预期寿命调整因子进

行计算。那么,与下文 “劳动力供给、财务可持续性和再分配效应”部分中的

计算相比,此处测算结果表明,因预期寿命调整所给予改革前伤残养老金领取

者的那部分养老金补偿,会使新制度的支出成本出现小幅上涨。

(三) 补充养老金

除公共老年养老金之外,挪威雇员还可通过雇主获得补充养老金。2006年

之前,每个公司均可自愿选择是否向其雇员提供补充养老金。而在2006年之

后,挪威通过法律规定强制要求所有公司必须向其雇员提供补充养老金,以确

保所有劳动者都可在公共养老金制度之外获得一定的养老金收入,并有助于提

高补充养老金的分配公平性。公共部门雇员很早以前就已经享有了职业年金。
不同补充养老金计划之间在一些参数上存在较大差异,包括待遇水平、待

遇持续期、指数化调整规则以及计划类型 (DB型还是DC型)等,但若想要享

受税收优惠就必须满足特定的要求。从2006年开始,挪威制订了补充养老金计划

的最低要求,主要包括:DC型计划的缴费率必须为可缴费工资 (基本额的1~12
倍)的2%以上,养老金待遇的支付期限不得低于10年,DB型计划的待遇必须

达到等价水平。改革前,补充养老金不得在67岁前领取,部分特殊情况除外。作

为改革的一部分,私人补充养老金的最低领取年龄自2011年起改为62岁。

(四) 集体协议提前退休计划 (AFP)

在1973—2010年间,挪威公共老年养老金计划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7岁,
但集体协议提前退休计划使得大约70%~80%的工薪族有可能在62~66岁

之间退休。集体协议提前退休计划是雇主组织、雇员组织和政府三方合作的

结果,其部分筹资来自于政府。该计划首次出现于1989年,此后逐步得到发

展,覆盖了公共部门所有雇员和私人部门大约60%的雇员。该计划的待遇

水平与退休年龄无关,大体上与公共老年养老金水平相当。
对于那些从2011年以后开始领取养老金者而言,其参与的私人部门集体协

议提前退休养老金计划将接受改革。改革后的新集体协议提前退休计划对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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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人员的整个余生而言,相当于公共老年养老金的附加部分 (通常略高于

20%)。在退休时,集体协议提前退休计划的养老金也将根据预期余命进行调

整,调整方式与公共老年养老金相同。此外,人们还可以在领取该养老金的同

时继续工作,且不必接受收入调查。
此次改革并未针对公共部门就类似改革达成协议,公共部门雇员仍然可以

在62~66岁提前退休并领取AFP养老金待遇,但不可与公共老年养老金同时

领取。如果公共部门雇员在领取公共部门AFP养老金的同时继续工作,那么其所

领取的养老金将按比例削减。因而,与其他雇员相比,公共部门雇员在62岁之后

继续工作的积极性相对较弱。至少在一些情况下,公共部门雇员可以在62岁领取

到比私人部门雇员更高的养老金待遇。自2011年起,公共部门职业养老金也将从

67岁开始根据预期寿命进行调整,其指数化调整方式与公共老年养老金相同。

(五) 税收制度

挪威执行累进税制,收入越高,边际税率越高,但收入超过平均工资大约

160%以上部分不再累进计算边际税率。由于养老金替代率通常远低于100%,
因而,累进税制意味着税后净养老金替代率要高于税前。

此外,某些形式的税收减免仅适用于养老金领取者。针对养老金领取者的

新税收规定从2011年开始实施,新规定降低了那些在62岁领取养老金后继续

工作者的边际税率。相比较而言,养老金的税收制度要优于劳动收入的税收制

度,而养老金税收制度中的强再分配因素也得以保留甚至有所强化。
目前,由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缴费率分别是工资收入的7.8%和养老金收

入 (伤残养老金、老年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的4.7%。雇主缴费率在0~
14.1%之间。这些缴费率原本意欲为所有社会保障津贴 (包括老年养老金)筹

资。但目前这一水平过低以至于无法满足社会保障的筹资需求。挪威所有社会

保障津贴 (包括老年养老金)事实上都是以现收现付的方式并作为公共财政整

体的一部分进行筹资的。虽然这些税收被称为缴费率,但事实上挪威税制中并

没有明确的社会保障缴费率。

第三节 未来养老金水平和养老金替代率

下文中我们将通过计算典型案例的养老金待遇以反映养老金改革对个人的

主要影响。计算的主要对象是1949年 (完全受到 “从62岁开始可以弹性退休”
这一新规定影响的第一代人)及以后出生的未婚者以及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未

婚者,用以反映养老金权益累积新模式的影响以及预期寿命调整在长期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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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影响。在计算预期寿命调整因子时,我们假设预期寿命的变化与挪威统

计局人口预测的中等方案相一致。所选择的这一中等方案仅仅是挪威统计局对

未来死亡率所进行的诸多预测方案之一,但该方案被认为是最可能的评估。为

计算简便起见,所有计算均假设人们从24岁开始工作,且其整个职业生涯中的

工资水平都与社会平均工资保持相同比例。挪威全日制平均工资被称为 AW,

AW100意味着年收入水平相当于AW的100%,依次类推。
在计算税后养老金替代率时,我们假设税制结构与2011年时相同,但所有

临界值将根据平均工资的增长进行调整。正如下文中关于制度可持续性研究部

分所论述的那样,在接下来几十年间,养老金总支出将随总工资快速增长。因

而,人们会质疑从长远来看当前的税率水平能否持续下去。如果不进行养老金

改革,那么养老金支出将增长更多,而提高税率的要求也将更为紧迫。在比较

养老金改革前后的税后养老金替代率时,我们假设改革前后适用相同的税制结构。
图4.1说明了对于那些完全按照改革后新方式累积养老金权益者而言,养

老金制度改革后的平均养老金与平均年收入二者之间的关系。二者均依AW 进

行估量。收入关联型养老金与年收入 (收入上限以下)之间表现出线性关系。
此外,那些养老金权益为零或较低者将可获得保障养老金。最低养老金仅适用

于那些完全没有养老金权益者,而即使是那些养老金权益较少者的养老金也将

超过最低水平。在该案例中,保障养老金所适用的最高工资上限相当高,大约

为平均工资 (AW)的70%。

图4.1 税前公共养老金 (包括收入关联养老金和保障养老金)占平均工资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数据计算。

注:计算假设职业生涯共计43年,在67岁退休时的预期寿命为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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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延迟退休的影响

如图4.2所示,根据挪威新养老金计划规定,延迟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

将出现显著提高。对于在1949年出生且收入水平为AW100者,其在62岁退休

时可领取养老金的替代率大约为36%,但延迟到70岁退休时的养老金替代率

将可达到61%。如果将保障养老金和收入关联型养老金加总计算,则平均工资

水平越高替代率越低。这一效应适用于所有参保者,无论是哪一代人,无论退

休年龄高低,无论是按旧制度还是按新制度累积养老金权益。这是保障养老金

分配效应的结果,也是设定年养老金最高缴费基数上限的结果。假定人们都固

定在67岁开始领取养老金,那么受预期寿命延长的影响,较年轻一代人的养老

金替代率也将会出现下降。

图4.2 税前公共养老金 (收入关联养老金和保障养老金)占平均工资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数据计算。

注:计算假设职业生涯共计43年,退休年龄均为67岁,1949年出生者的预期寿命为84岁,1980

年出生者的预期寿命为87岁。AW100意味着年收入水平相当于平均工资的100%,依次类推。

a:此处并未按照可在62岁退休的规定计算。

如表4.1所示,预期寿命调整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对比改革前后的养

老金替代率水平得以显现。该表对养老金改革前后不同收入水平者在67岁 (改
革前的法定退休年龄)退休时可领取养老金的替代率进行了比较。单就预期寿

命调整的影响而言,预计其将会导致人们在67岁可领取养老金的水平出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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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下降,1949年出生者大约下降3%,而1980年出生者大约下降24%。对

于工作年限超过40年的人而言,新制度中养老金权益累积的规定较旧制度略

为慷慨,该表计算中假设工作年限为43年。1949年出生者的养老金待遇是

根据旧制度中关于养老金权益的规定进行计算的,而对于1980年出生者而

言,新制度中关于养老金权益累积的规定几乎能够补偿预期寿命调整所导致

损失的一半。此外,人们还可以通过延迟退休来弥补预期寿命调整所带来的

影响。
对于根据改革前旧制度养老金权益累积规定计算养老金者而言,无养老金

权益以及积累较低者只能从67岁开始领取保障养老金。保障养老金水平将根据

退休时的预期余命进行调整。因而,与其他养老金领取者一样,保障养老金领

取者也可以通过延迟退休获得更高水平的养老金待遇。

表4.1 改革前后不同年代出生的不同收入水平者税前老年养老金

(包括保障养老金)的替代率 (占平均工资的百分比) 

1949年出生群组 1980年出生群组

AW67 AW100 AW150 AW67 AW100 AW150

改革前 56.8 52.0 43.5 56.2 51.2 38.8

改革后 55.1 50.5 42.3 48.7 44.2 34.4

相对变化 -2.9 -2.9 -2.9 -13.5 -13.7 -11.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数据计算。

注:AW代表平均工资。假设退休年龄为67岁。AW100表示年收入水平相当于 AW 的100%,其

他同理类推。

1949年出生者在67岁时领取的保障养老金将占平均工资的32%。由于保

障养老金的指数化调整略低于平均工资增长,因而1980年出生者在67岁时领

取的保障养老金占平均工资的比例将降至27%。接受保障养老金者大多数情况

下无须支付收入税。因而,1949年出生者和1980年出生者的税后保障养老金

占平均工资的比例估计将分别为45%和37%。
受预期寿命调整的影响,延迟退休者将获得更高的养老金待遇,但这其中

也有养老金收入增多的影响。表4.2显示了对于按照新计划中养老金权益累积

规定计算养老金者而言,这两方面因素对于养老金待遇变化的相对影响程度。
在62~67岁之间,每延迟一年可获得的养老金实际值将增长大约7.5%。该增

幅的大约2/3源自于延迟退休精算调整的影响,另外1/3则源自于额外养老金

权益累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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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延迟退休对1963年出生群组的老年养老金替代率影响

效应解析 (在AW100情景下,不同退休年龄)   

62 67 70 75

62岁退休时的替代率 33.7 33.7 33.7 33.7

源于62岁以后养老金收入的增长 - 4.5 7.3 11.8

源于精算调整效应的增长 - 9.8 19.8 49.5

总替代率 33.7 48.0 60.8 95.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数据计算。

注:“-”表示无数据,AW代表平均工资。假设预期寿命为85岁。AW100表示年收入水平相当于

AW的100%。

年龄越大,延迟退休的精算调整将会带来更大幅度的养老金增长。其原因

在于对年纪较大的老年人而言,每延迟退休一年将使其在退休时的预期余命相

对减少得更多。如果退休年龄从62岁延迟到75岁,那么养老金待遇增幅的4/5
将源自延迟退休精算调整的影响。

如果按照挪威统计局对人口预测的中等方案计算预期寿命的变化趋势,那

么对于每晚出生10年的人来说,通常需要延迟退休大约一年才能弥补预期寿命

调整所带来的影响。改革后,1980年出生者预计需要延迟退休约4年才能获得

与预期寿命保持不变条件下相同的养老金替代率。

(二) 总体影响 (包括补充养老金)

如上所述,自2006年开始,所有挪威雇员都将为补充养老金累积养老金权

益。此外,70%~80%的雇员在接近退休年龄时都被AFP计划覆盖。因而,在

计算养老金替代率时将这两类养老金计划考虑在内,将有助于计算出更大范围

群体的更为真实而完整的养老金替代率。此处所测算的对象是那些在私人部门

工作且被新AFP养老金计划覆盖的雇员。我们假设人们自2006年起开始按照

最低缴费要求参加个人DC型补充养老金计划。

从长期来看,如果人们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参加了补充养老金计划并进行

缴费,那么公共老年养老金将在其初始总养老金中占2/3,AFP和补充养老金

将分别占大约1/6。此处假设补充养老金支付十年,而AFP养老金支出则持续

终身。因而,在此处计算的例子中,终身支付的AFP养老金的折现值将高于最

低水平的强制性补充养老金。
如表4.3所示,如果不进行养老金改革,那么无论哪一代人,无论实际在

什么年龄退休,其所获得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都相当接近。较年轻一代以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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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较晚者的养老金替代率相对略高,但这主要是补充养老金的作用。由于我们

前面假设人们从2006年开始参加补充养老金并进行缴费,因而,对于较年轻一

代和选择延迟退休者而言,其缴费年限将会更长。事实上,许多人在2006年这

一强制性规定出台之前就已经自愿参加了补充养老金计划并进行缴费,对于这

些人而言,不同年代出生者之间的养老金替代率差异将会更小或者消失。
养老金改革后个人可领取的养老金将根据退休时的预期余命进行调整,因

而养老金替代率与实际退休年龄的相关度非常高。对于从62岁延迟到70岁退

休者而言,改革前其养老金替代率增幅大约为2%~3%,而改革后增幅将达到

26%~28%。换句话说,无论是否有资格领取私人部门AFP养老金,改革都将

大大增加对人们选择继续工作和延迟退休的激励作用。预期寿命的延长将导致

某给定退休年龄可领取老年养老金水平有所降低,但在此处计算的例子中,由

于缴费年限延长所导致的补充养老金的增长将抵消这一损失。

表4.3 在AW100情景下不同出生群组在不同年龄退休的税后养老金替代率

(包括AFP和补充养老金)(平均工资的百分比)

1949年出生群组 1980年出生群组

62 65 67 70 62 65 67 70

改革前 63.3 63.9 64.4 65.3 68.4 69.5 70.4 71.6

改革后 56.8 65.7 72.2 83.5 57.3 65.8 72.8 84.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数据计算。

注:AW代表平均工资。计算假设1949年出生群组的预期寿命为84岁,1980年出生群组的预期寿

命为87岁。AW100表示年收入水平相当于平均工资的100%。

对于在不同年代出生的不同收入水平者在不同年龄退休的养老金替代率而

言,在将AFP和补充养老金考虑在内之后,其基本格局仍然与未将此二者考虑

在内的计算结果大体相似,对比表4.4与图4.2可以发现,两种情况下计算得

出的养老金替代率均随着工资收入水平的增长而降低。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

因在于公共老年养老金计划的再分配效应。然而,新收入养老金中关于可用于

累积养老金权益的缴费基数上限的规定,也适用于私人部门新AFP计划的养老

金权益累积。
对于1980年出生群组而言,收入水平分别为AW67和AW100者在70岁

退休时可领取的养老金替代率差异非常小。原因主要在于收入水平为AW67者

所领取的保障养老金将削减80%,而其所获得的额外养老金权益积累效应则因

此被抵消。这意味着相对于平均收入和高收入者而言,制度对低收入者继续工

作延迟退休的激励作用较弱,但还是要强于改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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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不同工资水平的税后养老金替代率 (包括AFP和补充养老金)

(按出生群组和退休年龄划分)(平均工资的百分比)    

退休前工资水平
1949年出生群组 1980年出生群组

62 65 67 70 62 65 67 70

AW67 - 74.5 81 92.3 68.3 75.2 80.7 90

AW100 56.8 65.7 72.2 83.5 57.3 65.8 72.8 84.6

AW150 48.5 56.7 62.6 72.8 48.1 55.6 61.8 72.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数据计算。

注:AW代表平均工资。计算假设1949年出生群组的预期寿命为84岁,1980年出生群组的预期寿

命为87岁。AW100表示年收入水平相当于平均工资的100%。

a:此处并未完全按照有关退休条件的规定计算。

受累进税制结构和养老金领取者可享受的特殊税收减免措施的影响,所有

例子中计算的税后养老金替代率均远高于税前,通常要高出10~15个百分点。
由于针对养老金领取者的税收减免措施的目标群体是低收入的养老金领取者,
因而高收入的养老金领取者与低收入的养老金领取者之间的税后养老金替代率

差异要高于税前。
根据改革后的新制度规定,延迟退休者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会显著提高,这

将鼓励人们继续工作。然而,即便如此,仍有大量劳动者不受这一基于养老金

待遇精算调整的新弹性退休制度规定的影响。在2009年达到67岁者中,已经

通过领取伤残养老金而退休者占41%,这些人未来仍将会转为在67岁领取老

年养老金。这些人中也包括那些领取部分伤残养老金者,但大多数伤残养老金

领取者都会在67岁时领取全额养老金。此外,参加公共部门 AFP计划者占

19%,而该制度并未改革,因此其养老金待遇也不会因延迟退休而获得精算调

整。大部分公共部门雇员也不受新制度中延迟退休激励机制的影响。
剩余40%的人可分为两大类:参加私人部门AFP计划的占16%,未参加

的占24%。这两大类群体是延迟退休激励机制的主要影响对象,且对二者的影

响效果相同,因为私人部门AFP计划的改革方式与公共老年养老金计划相同。
那些大多数未参加AFP计划者主要是在未被AFP计划覆盖的私人部门工作者、
自雇人员或无业人员。

第四节 劳动供给和可持续性

挪威在新养老金制度出台之前的准备过程中,就各种不同制度选择对平均

待遇水平、退休年龄、养老金支出、劳动供给和缴费率等方面的潜在影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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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评估分析。这些分析引用了挪威统计局的动态微观模拟分析模型 MOSART
(见Fredriksen1998),确保在评估影响效果时,将养老金制度中的所有具体详

细因素考虑在内。

(一) 微观模拟分析的优势

正如奥尔库特,梅尔茨和昆克 (1986)所提倡的,微观模拟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做以下两种情况下的政策分析时尤为有益:一是不同类型的人面对不同的制度

规则;二是在计算税收或养老金制度变化对政府预算的总体影响时,存在重大集

合问题的情况。微观模拟分析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可以通过设立一个决策单元样本

来代表社会经济系统,并继而模拟这些单元的行为方式。与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不

同之处在于,微观模拟分析可以准确地再造详细而复杂的税收和待遇制度规则。
将每一个单元的利益变量与其样本值相乘,再把不同样本加总即可得到最终结果。

动态微观模拟模型尤为适用于分析养老金制度变化对个人养老金权益、养

老金待遇和政府养老金支出的机械效应。正如霍尔姆和斯滕内斯 (2008)所提

出的那样,微观经济分析面临的一个明显局限在于行为影响只能通过简单的方

式得出,而如若要结合一般均衡效应就必须使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这些作者

还将工资税削减所产生的部分影响考虑在内,相对于参考情景,工资税削减可

能是养老金支出减少的结果。然而,人们感兴趣的往往是直接影响,因为它们

通常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也通常被作为更复杂分析的出发点。
对于某一基准年份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人口样本,MOSART模型模拟了

这一初始群体中每一个人未来的生命进程。对生命进程的模拟主要是描述其未

来从一种状态转变到另一种状态的可能性,这一模拟是由转变概率所决定的,
而转变概率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个性特征。这些转变概率通过对过去一段时期内

所观察到的转变进行评估得出。所观察的转变事件包括移居、死亡、生育、结

婚、离婚、教育活动、退休以及劳动力市场参与行为。公共养老金待遇是根据

劳动力市场收入和模型中包含的其他特征计算得出的。老年养老金、伤残养老

金、遗属养老金和提前退休养老金都包含在该模型计算之中。
本报告的分析主要是根据挪威在2009年时的经验状况进行校准的,人口假

设参照了挪威统计局在2010年6月进行的人口预测。根据挪威统计局人口预测

的中等方案,其生育率将为1.95,而净移民数量将从2009年的每年约4万人降

至2016年以后的每年约2.2万人,这意味着到2050年 (所计算的最后年份)
挪威的年轻人和中年人数量规模将会出现适度增长。由于未来几年间挪威移民

数量将会相当高,而到2050年人们的预期寿命又将会进一步延长大约6~7岁,
因此挪威总人口预计将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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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劳动力供给效应

挪威养老金改革预计将会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激励劳动力供给。其一,早期

劳动收入与养老金权益累积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这意味着边际税率将会隐性

降低。正如林德贝克和佩尔松 (2003)以及林德贝克 (2006)所指出的那样,
这一变化会激励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工作时间。其二,新制度的精算设计意味着

对个人的激励措施与提前退休的社会成本之间的关联度更为紧密,而这会激励

人们延迟退休。
在对挪威养老金改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时,存在诸多不确

定因素。正如布伦德尔和马库迪 (1999)所指出的那样,关于劳动力市场实证

研究的一个核心发现是养老金改革对退休决策的影响是最为强烈的。而前文在

分析不同情况下延迟退休对提高养老金替代率的作用时,也显示出养老金改革的

激励作用。因而,总的来看,养老金改革预计将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较大影响。
养老金改革对工作年龄人口的影响预计相对较小。斯滕内斯 (2007)采用

MOSART模型,通过模拟人口模型的横截面数据在某一特定时期内面临小幅、
暂时性收入冲击的情况,来计算未来养老金待遇现值的变化。模拟分析结果显

示,把养老金权益累积与缴费紧密挂钩的改革措施将使得劳动收入的隐性边际

税率平均降低大约5个百分点。使用之前实证分析中约0.5的边际补偿弹性

(marginalcompensatedelasticity),可粗略地估计出改革后个人劳动时间将会增

加2.5%。我们假设出现这一增长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受雇人员数量的增长和平

均工作时间的延长,且二者的作用完全相当,即其中1.25%的增加源于受雇人员

数量的增长,1.25%的增加源于平均工作时间的延长。虽然对劳动年龄人口影响

的原因分析仍有待进一步讨论,但这并非是在讨论改革所产生影响时的主要议题。
在1973—2010年间,那些没有通过领取伤残养老金和提前退休养老金的方

式提前退休者均可选择在67~70岁之间退休并领取老年养老金。由于改革前并

未对延迟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做出精算调整的制度安排,所以当时大多数年满

67岁仍在工作的劳动者都会在达到67岁之后的几个月内退休。因而也只能简

单评估改革中养老金待遇精算调整制度规定对退休年龄的影响。根据提前退休

计划 (AFP)以前的规定,提前退休不会对未来可领取的养老金待遇产生任何

不利影响,因而该制度也倾向于鼓励提前退休。这一点在诸多学者进行的实证

分析中得以验证,包括 Hernæs,Sollie,andStrøm (2000);RøedandHaugen
(2003);HernæsandIskhakov(2009);andHernæsandZhiyang(2009)。改革

后新制度中养老金待遇精算调整的规定预计将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产生非

常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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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森等人 (2005)详细阐述了养老金改革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
其结论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完全切合。对于那些在私人部门工作且参加AFP计

划的劳动者 (约占30%),经过一段中间期之后,其平均退休年龄估计将会增

长1.2岁。根据2009年工资谈判的结果,适用于公共部门中30%劳动者的旧

AFP计划仍保持原样。因而,公共部门雇员受养老金改革的影响相对较小。对

于未参加AFP的劳动者 (占40%)而言,平均退休年龄估计将降低0.3岁。三

类群体 (参加AFP的私人部门雇员、公共部门雇员及其他雇员)的平均退休年

龄估计在2015年 (尚未考虑预期寿命延迟的影响)将提高0.24岁。随着预期

寿命的延长,预期寿命调整机制将会使得人们延迟到更晚的年龄退休。

67岁老年人中领取伤残养老金者约占40%。他们将在达到目前的法定退休年

龄 (67岁)时转为领取老年养老金。预期寿命延长对公共部门雇员退休决策的影

响也相对较小。据估计,预期寿命延长1年,平均约有50%的劳动者 (大多数是

私人部门雇员)会选择延迟退休2/3年。由于延迟退休会增加养老金权益累积,
这几乎足以维持每年的养老金水平。假设剩余的20%劳动者会根据预期寿命上升

而延迟退休,那么,对于未在62岁伤残并领取伤残养老金者而言,预期寿命延长

1年,其平均退休年龄将会提高半岁。
总而言之,受新制度中养老金待遇精算调整的影响,改革预计将会增加就

业并减少老年养老金待遇领取者的数量。随着预期寿命逐渐延长,这种效应将

会更加显著 (见图4.3)。评估结果显示,到2050年,相较于没有养老金制度

图4.3 新制度和旧制度下劳动力供给预测 (千人)
资料来源:挪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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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情况,改革后总劳动力数量估计将会增加18万人,增幅为5.5%;领取

老年养老金者 (包括提前退休者)数量的降幅大致与此相当。劳动力数量增幅

中的4%以上源自于延迟退休;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影响估计为1.25%。如果将

相应的对工作时间的影响考虑进来,那么总劳动力供给估计将会增加6.8%。

(三) 可持续性

挪威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筹资方式为现收现付制,如前所述,其养老金缴费

和支出均被列为政府预算的一部分。虽然在1967年挪威国民保险计划建立之

初,原计划将基于劳动收入征收的工资税和养老金保费收入作为所有养老金支

出的资金来源,这也是挪威独具特色的税收制度,但这些收入已经远不能满足

养老金支出的需求了。这一情况在来自于石油部门的税收对政府预算做出积极

贡献之前一直存在。然而,由于当前老年养老金领取者的数量相对劳动力而言

较少,因而目前所估算的缴费率水平远远低于维持制度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

18.1%的缴费率水平,且实际支出成本可能在大约2040年前都将达不到该标

准。
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 (原 “政府石油基金”)作为一般公共基金,其收

入来源为石油收益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投资回报。与此同时,挪威制定了一条财

政规则,要求一般政府预算赤字平均应与实际投资回报大体相当,而实际回报

被规定为占基金的4%。虽然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与养老金制度之间没有直

接关系,但与其他OECD国家的公共财政相比,大规模的石油收入和这一财政

规则对挪威公共财政提供了大力支撑。如此,挪威政府部门的净资产主要由政

府全球养老基金的资产组成,其规模估计到2012年末将达到GDP的156%。
根据老年养老金制度的假设条件以及挪威统计局2010年所做人口预测的

“中等”方案,挪威劳动力人口与领取老年养老金和伤残养老金者的比例预计将

从2010年的2.6降至2060年的1.7左右 (见图4.4)。赡养率的不断上升部分

源自于预期寿命的延长,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二战后 “婴儿潮”时期出生的

群体在接下来的10年间将陆续退休,其数量远远超过目前领取养老金待遇的退

休人员 (这些人主要出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养老金改革后,受延迟退休和

劳动参与率上升的影响,劳动力人口与养老金领取者之间比例的下降幅度会有

所减少,估计到2060年将会达到2.0左右。
如果根据挪威统计局人口预测中 “较老”的方案 (即预期寿命更高、生育

率更低、净移民数量更少)进行估算,那么,即使将养老金改革的影响考虑进

来,劳动力人口与养老金领取者之间的比例到2060年会降至1.7。而如果根据

其人口预测中 “较年轻”的方案估算,那么这一比例仅会降至2.3。不同人口

·161·



 养老金世界变化中的名义账户制 上卷: 进展、 教训与实施
YANGLAOJINSHIJIEBIANHUAZHONGDEMINGYIZHANGHUZHI SHANGJUAN:JINZHAN、JIAOXUNYUSHISHI

预测方案中的主要差异在于未来移民数量的不确定性。由于挪威劳动力市场总

体表现为供不应求,而欧盟东扩又将一些东欧国家纳入进来,因而,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外国人移民到挪威,且这些人的年龄结构非常年轻。而挪威统计局所

做的人口预测中则假设外国移民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低于相同年龄和性别的挪

威本国人。

图4.4 不同人口预测方案下,新旧制度中劳动力人口与养老金领取者的比例

资料来源:挪威统计局。

注:包括老年养老金和残疾养老金。

现收现付制中,公共养老金的筹资来源为当前税收,因而劳动者与养老金

待遇领取者的数量之比对养老金制度的财务收支平衡具有重大影响。衡量公共

养老金计划财务负担的一个指标即为缴费率,迪士尼 (2004)将其定义为 “按
照平均比率对收入所征得的费用足够用于当前公共养老金的支出需求,而不需

要任何财政转移或者公共养老基金的累积或消耗”。根据现收现付制的标准计算

公式,缴费率 (CR)可以用公共养老金支出 (PP)与劳动收入之比 (LI)计算

得出。挪威对总养老金收入征税,但税率要低于劳动收入,因而与迪士尼定义

中缴费率最为一致的挪威缴费率计算公式可写为:

CR=
PP

(LI+γ*PP)
上式中右边表达式的分子代表名义公共养老金支出,而分母则代表相关税

基。参数γ代表对养老金收入征缴的税率 (低于劳动收入税率),当前税制中该

参数值约为50%。假设养老金支出的所有税赋都由劳动收入和养老金收入承

担,则依据该公式算出的缴费率将足够用于养老金支出。如果不考虑养老金待

·261·



第四章 挪威养老金改革:将NDC与再分配目标相融合  
 NUOWEIYANGLAOJINGAIGE:JIANGNDCYUZAIFENPEIMUBIAOXIANGRONGHE

遇的征税问题,则可计算得出另外一个缴费率,但我们认为在讨论养老金改革

的影响时,是否将养老金待遇征税问题考虑在内影响不大。
图4.5展示了基于不同的预期寿命增长假设,新旧制度下,为满足国民保

险计划中老年养老金支出需求所估算的缴费率水平。如果不进行改革,那么为

了满足老年养老金的支出需求,缴费率需要提高两倍以上,从2010年的

10.7%提高至2050年的20.8%。由于目前挪威雇员人数与老年养老金领取者

数量之比较为有利,因而目前实际执行的缴费率远远低于改革后准NDC制度所

需要的养老金权益累积缴费率 (18.1%)。即便从长远来看,根据新制度规定计

算出的用于满足老年养老金支付需求所必需的缴费率水平也相对较低,原因在

于挪威对养老金收入所征缴的税收将加入上式 (缴费率计算公式)的分母中。
此外,超过养老金权益累积上限要求的劳动收入虽然不允许计入缴费基数,但

在计算缴费率时则被考虑在内。与此相反,针对收入较低且需要照顾儿童者的

保障养老金的筹资则应根据需要提高税率。

图4.5 不同的预期寿命假设之下,新旧制度中为满足老年

养老金支付需求所估算的缴费率 (%)
资料来源:挪威统计局。

正如斯滕内斯和斯托伦 (2007)所指出的那样,预期寿命调整是改革后新

制度中的主要紧缩性因素。这在图4.5中也得以验证。与旧制度相比,根据改

革后新制度的规定,即使在较高预期寿命的假设条件下所测算出的缴费率增幅

也相对较小。新制度中退休后所领取养老金待遇的指数化水平要低于工资增长

率,这也会减少未来老年养老金的费用支出,而更加慷慨的养老金权益累积模

型会增加未来的费用支出。
在未来几十年间,养老金支出仍将继续出现相对增长,这一趋势部分源自

于二战后 “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群即将退休。即便是根据改革后新制度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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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计算,用于满足老年养老金支付所需要的缴费率估计到2050年也将提高至

16.4%。2050年以后的缴费率大体将会保持稳定不变,这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

因素:一是人口预测 “中等”方案中的生育率水平将为1.95,二是净移民数

量,三是新制度中基于预期寿命延长而调整养老金待遇的规定。
由于挪威对未来可申领待遇的担保并非实际资本 (见博阿多-佩纳斯关于

NDC制的第4条标准),老年养老金的筹资方式为现收现付,且作为一般公共

财政的一部分,因而没有必要单独就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进行讨论。未

来几年间,随着挪威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逐渐上升,为满足老年养老

金的费用支出需求,其实际缴费率必然要提高。因而,为了确保公共财政的收

支平衡和可持续,挪威政治家们就必须就如何满足养老金支出上涨的问题在以

下两种方案中做出选择,即要么提高税率,要么削减其他公共支出。

第五节 分 配 效 应

虽然改革后确立的养老金权益新累积模式意味着缴费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更

为紧密,但作为养老金制度重要安排的再分配因素仍然存在,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方面:一是建立保障养老金,二是设立可用于累积养老金权益的缴费基数最

高限额 (基本额的7.1倍),三是为照顾儿童或服兵役而无法工作和挣钱的群体

设立养老金权益累积的制度安排。这使得即使是在新制度中,老年养老金待遇

分配的公平性也要优于作为初次分配的劳动收入。由于养老金缴费与养老金权

益累积之间关联性的强化削弱了再分配效应,因而在关于新制度设计的讨论中

需重点关注再分配效应问题。我们通过使用 MOSART模型对养老金待遇在不

同群体之间的再分配问题进行分析,这一计算方式超越了前文所呈现的固定程

序式计算。通过微观模拟分析方法可以更准确地描述养老金改革对再分配效应

的影响,该模型还可用于分析养老金改革对个人行为及其他方面的影响。
然而,在分析制度再分配效应时,为便于计算,仅将考量对象限定于养老

金待遇,而不考虑雇主所缴纳养老金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情况。挪威老年养

老金的缴费完全通过一般税收完成,而养老金支出则被列为政府预算的一部分。
相较于改革前而言,改革后的新制度未来可能会降低税收,可能会增加养老金

支出,也可能二者皆有,而这很可能对分配结果产生影响,这取决于政治家在

面对不均衡问题时如何抉择。这些影响并不在我们的分析范围内,这主要是因

为在分析前必须对未来政策决策做出推测性假设。
关注新制度下养老金权益累积模式对分配效应的影响 (见图4.6),容易导

致对弹性养老金计划中关于指数化和精算调整制度安排的注意力发生转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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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取消了之前基本固定的退休年龄 (67岁),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可以从62岁

起自由选择在何时退休。劳动力供给效应也会反映退休年龄的自愿选择,如果

我们将这种效应考虑进来,那么养老金待遇变化将近似地接近于福利变化。

图4.6 不同养老金收入者到2050年的预计养老金待遇

资料来源:挪威统计局。

注:养老金待遇的估算以2008年工资水平为固定基数,且不考虑待遇指数化调整和预期寿命调整除

数这两方面因素。

图4.6将养老金收入从最低者到最高者排列,分为10等分,并分别显示了

根据新老制度的不同规定,不同养老金收入档次者到2050年时每年可领取的养

老金待遇。理想的养老金权益累积模型 (不考虑待遇指数化调整低于工资增长

率和预期寿命调整机制这两方面因素)意味着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没有人会受到

利益损失。由于预期寿命调整和指数化调整规则是改革中有利于削减养老金支

出的措施,而关于养老金权益累积的新规定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养老金支出

增长,图4.6虽然很好地显示了养老金改革对分配的影响,但其显示的养老金

水平及其财政视角是带有误导性的。

对于养老金收入最低的20%的领取者而言,其养老金待遇将略有增长。其

主要原因在于,旧制度中领取特殊补贴者所获得全部收入关联养老金均需接受

经济状况调查;而新制度中,领取保障养老金者所获得的收入关联养老金中仅

有80%需接受经济状况调查。因而,当在旧制度下累积养老金权益的退休者全

部去世以后,领取最低养老金者也将基本不复存在。然而,大约在2020年以

后,最低养老金领取者占比的下降可能被根据新制度规定领取部分保障补贴者

占比的上升所抵消。

如图4.6所示,对于养老金收入在全部养老金领取者中居于较低的20%~
50%这一档次的群体而言,如果不考虑待遇指数化调整低于工资增长率和预期

寿命调整机制这两方面因素,其养老金待遇在改革前后基本没有显著变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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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养老金权益累积模型的各种修订因素彼此之间会产生相互抵消的作用。
养老金收入最高的50%的领取者的养老金待遇将出现显著增长。其主要原因在

于两个方面:一是养老金权益累积系数的提高,二是制度总体上保险精算的因

素得以强化。因而,高收入群体在养老金改革中获益最大。
图4.7显示了不同性别的不同收入群体可领取的老年养老金总额相对于其

终身总收入的比重,从而展现了公共老年养老金制度的总体分配效应,包括对

行为的影响。图4.7对改革前后养老金制度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进行了比较,
计算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出生者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模拟收入。对于在67岁

之前伤残而无法工作者而言,我们假设其一直工作到67岁,且伤残后收入水平

与其伤残时的相对收入一样,并依此假设计算其终身收入。
图4.7中的x轴显示了以年平均工资水平为基准衡量的终身劳动力市场收

入。对于图中的4条曲线而言,每条曲线上的每个点分别对应于x轴表示不同

收入等分区间的平均终身收入,对应于y轴则表示该点所处收入水平者所领取

的老年养老金待遇与其收入的比值。由于女性收入水平低于男性,因而在描述

女性情况的曲线中,除最低收入等分区间以外,其余9个等分区间对应点的位

置均在描述男性情况曲线中各自对应点的左侧。而反映新制度情况曲线上10个

点的位置均在反映旧制度情况曲线上各自对应10个点的右侧,其原因主要在于

计算所设定的假设条件,即改革会增加人们的劳动供给,尤其是延迟退休将提

高人们的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越高,延迟退休的时间越长,且男性延迟退休的时

间要比女性更久。如图4.7所示,根据新制度规定,对于终身收入水平居于最

高等分区间的男性,其平均终身收入水平大体相当于平均年工资水平的100倍。
最低等分区间的平均终身收入仅大约相当于年平均工资的7倍,其原因可能在

于这些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仅工作了短短几年时间,其中移民在挪威可能也只

工作了短短几年时间。受旧制度中最低养老金制度的影响,终身收入水平居于

最低等分区间者可领取的老年养老金总额与其终身收入总额大体相当。而对于

终身收入水平居于最高等分区间者而言,其可领取的老年养老金待遇总额仅相

当于其终身收入的16%。由此说明,公共老年养老金在从高收入群体到低收入

群体、从男性到女性的收入再分配中发挥了较强的作用。除最低养老金或保障

养老金以外,对可用于累积养老金权益的最高年收入限额的规定也是养老金制

度中发挥再分配作用的主要因素。
如图4.7所示,终身收入水平位于较低等分区间者可领取的平均老年养老金

与其终身收入之比在养老金改革后出现了大幅下降,其原因在于:由于伤残者在

67岁这一固定年龄由领取伤残养老金转为领取老年养老金之后,其可领取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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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根据预期寿命因子进行调整,因而这些人可领取的平均养老金与其工资之比

出现了下降。2011年,领取伤残养老金者在67岁转为老年养老金时,对其待遇

的预期寿命调整采取了较为慷慨的做法。但这一因素在计算中并未被考虑进来,
因此,收入水平位于较低等分区间者可领取的平均养老金的降幅被夸大了。

与上述再分配效应相比,养老金改革对于从男性到女性的收入再分配作用

较弱,女性从改革中的获益主要源于保障养老金和可用于养老金权益累积的收

入上限这两项制度安排。相比较而言,终身收入水平位居较低等分区间的女性

在养老金改革后受到的损失要低于同样收入水平的男性,原因在于女性在由于

照顾儿童而无法工作期间可累积的养老金权益比改革前有所提高,而这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弥补其改革后的损失。

图4.7 新旧制度下男性和女性的老年养老金总额与其终身总收入之比

资料来源:挪威统计局。

注:养老金待遇的计算以2008年工资水平为基数。

第六节 结 论

挪威养老金改革中的主要措施都在2011年开始实施,包括:根据预期寿命

调整养老金,基于精算中性的弹性退休制度 (从62岁开始),以及养老金待遇

指数化调整的新规定。此外,将逐步实施养老金权益累积的新模型,1954—

1963年出生者作为制度转型的过渡性群体,将不同程度地逐渐适用新规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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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后出生者则完全适用于新规定。未来养老金权益按相当于工资收入

18.1%的水平累积。挪威新养老金制度仅仅是准NDC型的,因为制度设计中没

有将账户最终余额与人口和宏观环境联系起来的机制。相反,政府预算将发挥

缓冲器的作用,而随着政府预算介入程度的加深,其可能会成为一种必需。
本章的计算结果显示,相较于旧制度而言,挪威养老金改革将加强对人们

继续工作和延迟退休的经济激励。一般情况下,每延迟退休一年,老年养老金

待遇将增长约7.5%。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大约2/3的增长

源自于精算调整;而另外1/3的增长则源自于额外养老金权益累积。然而,这

一激励作用仅适用于部分挪威人,因为一方面有大约40%的挪威人在67岁之

前领取伤残养老金而提前退休,这些人基本上不受改革对延迟退休激励措施的

影响;另一方面公共部门雇员也不完全受这一激励机制的影响,因为参加AFP
计划者仍可在62~66岁之间退休。未来短期内,公共部门的AFP计划将大体

保持不变,而该计划对人们工作的激励作用较弱。
对于某一给定退休年龄而言,如果预期寿命继续延长,那么预期寿命调整

的改革措施将使得在该年龄退休时可领取的养老金水平下降。根据挪威统计局

关于人口死亡率的预测,我们发现对于每晚出生10年的一代人来说,必须要延

迟退休大约1年才能弥补预期寿命调整导致的养老金待遇下降。
如果不进行养老金改革,那么,挪威劳动者人数与老年及伤残养老金领取

者的人数之比预计将从2008年的2.7降至2050年的1.8左右。再加上随着旧

制度日渐成熟而不断上升的替代率,这一发展趋势将导致旧制度的财政负担在

2008—2050年间翻番。
根据新制度规定,与2010年10.7%的缴费率相比,到2050年,为满足未

来老年养老金支付需求所测算的缴费率 (税率)将被控制在16.4%以内。根据

预期寿命变化调整养老金待遇是新制度中有助于控制养老金支出的主要因素,
退休后养老金待遇的指数化调整低于工资增长率也会减少未来的老年养老金支

出。相比之下,较为慷慨的养老金权益累积模式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导致未

来几十年中养老金支出继续出现相对上涨,部分原因是二战后 “婴儿潮”时期

出生的人群目前均即将退休。
新制度中关于养老金权益累积的新模式意味着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关系更为

紧密。在评估养老金改革对分配效应的影响时,如果不考虑新制度中针对预期

寿命延长而采取的待遇调整规定以及退休后待遇指数化调整低于工资增长率的

规定,那么,高收入者和工作年限较长者将从改革中获益。然而,需要经济调

查的保障养老金和养老金权益累积的年收入上限这两项制度设计成为新制度中

发挥再分配作用的重要因素。因而,养老金制度对于从高收入群体到低收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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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从男性到女性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在改革后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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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塔莫·瓦科嫩*

北欧国家近年来实施的养老金改革在许多方面类似。瑞典作为先行者

建立了名义账户制。芬兰和挪威在养老金改革中模仿了瑞典NDC中的部分

制度设计,主要包括:养老金权益累积以终身收入为基数计算,基于精算

中性原则的弹性退休制度,以及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调整月养老金支付。
这些国家改革前的旧制度均鼓励提前退休,而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关联性较

弱,再分配因素通常较为随意,且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大都被认为不具有

财务可持续性。预计改革将会提高劳动参与率,鼓励延迟退休和降低养老

金支出。但只有瑞典NDC计划的设计从财务和政治两个角度看可实现长期

可持续发展。
克里斯坦森,弗雷德里克森,利恩和斯托伦撰写的第四章详细描述了

挪威近期实施的养老金改革,并评估了改革对再分配效应、工作激励性以

及财务可持续性的影响。新制度中发挥再分配效应的主要是两项制度安排:
一是统一的保障养老金,领取的收入关联型养老金较高者,其保障养老金

将被削减,最多可削减80%;二是为可用于累积收入关联型养老金权益的

最高收入设定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限额。而收入税的累进税制结构则强化

了从高收入群体到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有必要单独讨论养老金改革对边际劳动供给和退休的激励性。如上所

述,改革后制度中的再分配效应削弱了鼓励人们工作更长时间或者挣取更

高工资的激励性。第四章的图4.1较好地呈现了这一影响。改革使得工资

收入与养老金待遇之间的关联性得到加强,但仅对那些工资水平接近于平

均工资的雇员有效。改革对养老金待遇随预期寿命调整的机制做出了新规

定,其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对于出生于不同年代的人而言存在差别。根据这

一新规定,对于目前的中年雇员而言,根据其缴费记录计算的养老金待遇

预计将比改革前出现较大幅度削减。

·171·

* 塔莫·瓦科嫩是芬兰经济研究所 (ETLA)主任。



 养老金世界变化中的名义账户制 上卷: 进展、 教训与实施
YANGLAOJINSHIJIEBIANHUAZHONGDEMINGYIZHANGHUZHI SHANGJUAN:JINZHAN、JIAOXUNYUSHISHI

改革消除了鼓励人们提前退休的制度安排,但新制度的精算原则本质上并

不必然会鼓励延迟退休。此外,这些新规则也仅适用于部分群体。公共部门雇

员仍将保留其原有的提前退休计划,该计划将为在62~66岁之间退休者提供

额外的养老金待遇。而关于伤残养老金领取条件的规定也使得40%的养老金

领取者通过这种方式在67岁之前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挪威对养老金征收的

税率低于工资税,而这进一步鼓励了提前退休。作者虽然对新制度对于继续

工作和延迟退休的激励性赞誉有加,但却预测平均退休年龄到2015年仅将提

高0.24岁。
即使在当前老年赡养率较低的情况下,挪威社会保障的缴费收入也不足以

完全满足养老金支付的需要。根据其关于未来预期寿命延长的预测,改革后在

养老金待遇与预期寿命之间建立的新调整关系将大大限制未来养老金支出的上

涨。然而,代际账户分析显示政府财政即使在养老金改革实施以后仍存在较大

缺口 (Hagistetal.,2011)。研究认为总税率必须永久性地提高5%~12%。目

前,挪威尚未就如何筹资以应对未来养老金支出上涨这一问题达成共识,而新

养老金改革的政治风险也依然存在。任何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均在于其能

否得到信任。
挪威政府将目前的社会保障基金与政府石油基金合并为新的政府养老基金。

这一举措并不能改善政府一般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且也并未在养老金支出与新

基金使用之间建立关联机制。
改革对养老金缴费和可领取待遇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取决于多方面因素:

参保人是在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工作,出生年代和预期寿命,工资水平,个

人终身收入曲线是逐渐上涨的还是平直不变的等。例如,新制度中关于终身养

老金权益累积的计算规则和预期寿命调整的方式将使得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年

人利益受损;而且新制度对可用于养老金权益累积的最高收入设置了上限,这

将改善制度激励性,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年人从中获益相对较少。
作者通过养老金替代率计算结果和 MOSART模型的微观模拟分析结果呈

现了新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如表4.1所示,改革后老年养老金替代率的降低幅

度较小,且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替代率降幅大体相当。图4.6中 MO-
SART分析结果显示,几乎所有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到2050年时的养老金待遇水

平都将上涨,但收入最高的群体受益最多。这些模拟分析未将行为变化、对保

险费的影响、新指数化规则或预期寿命调整方式等因素考虑在内。图4.7显示

了另一项计算结果,即改革对在1990年出生那代人可领取的养老金待遇的总体

影响。终身养老金与终身收入之间成正比。如此看来,改革将导致所有收入水

平者利益受损,低收入群体损失最大。这一计算考虑了预期寿命调整的规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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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供给的增长假设这两方面因素。
这些明显互相矛盾的结果引发了许多问题,即便文章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

具体讨论。此外,如果评估再分配效应时不考虑缴费率的变化以及累进税制与

养老金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将无法对代内和代际的再分配效应进行全方位评

估。例如,在累进收入税制结构下,养老金缴费的减免会对再分配和激励性同

时产生影响。
如果不考虑根据预期寿命调整养老金待遇的新规则,报告认为改革后退休

年龄将提高4个月左右。作者假设人们在62岁时没有出现伤残,那么预期寿命

每延长1年,平均退休年龄将会提高半年,到2050年总劳动供给预计可增长

6.8%,主要原因是其在计算中假设每月可领取养老金的减少与退休决策之间存

在较强关联度。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退休年龄将提高的假设前提下,
养老金制度的长期财务可持续性问题也并不会得以改善,即便退休年龄提高会

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对芬兰养老金改革的模拟分析结果显示,预期寿命调整所导致的劳动供给

增长出乎意外的少 (LassilaandValkonen2008)。预期寿命调整将产生两种完

全相反的激励作用:一方面,改革后,劳动供给的边际增长带来的额外养老金

待遇将会减少;另一方面,养老金缴费降低将使得人们获得更高的净工资收入。
此外,有远见者没有理由会受预期寿命调整所产生的负向收入效应影响而简单

地选择延迟退休。
养老金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改变个人行为,但第四章作者采用的方法并

不足以得出个人行为是否在改革后确实会发生改变。不用生命周期数值模型

(numericallife-cyclemodel)就难以分析终身劳动供给和退休年龄的变化。要

研究福利效应 (包括闲暇的价值),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该模型。如果未将该特

征考虑在内,那么提高退休年龄往往是最受青睐的政策。这一具有随机特性的

模型可以提供分配性结果。另一种更为宏大的分析方法是使用迭代数值模型来

追踪在不同时期出生者的整个生命周期,并利用人口数据来计算出总的结果。
第四章的作者将挪威养老金改革与博阿多-佩纳斯 (2006)提出的标准

NDC制度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挪威改革后的新制度仍以DB型原则为基础,
从而将宏观经济和人口风险 (长寿风险除外)分配给了当前的年轻人和未来的

纳税人。
总而言之,挪威养老金改革后工作激励与再分配之间的权衡关系得以改善,

因为当前制度中的再分配效应是相对较为随意的。但基本冲突仍然存在,而挪

威的政治选择是更强调再分配,相应地就会导致效率损失。作者认为改革后根

据预期寿命变化调整养老金待遇的制度安排将使得退休年龄出现显著提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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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仅是假设,并不是经过严谨、深刻分析的结果。关于制度如何实现财务可

持续的问题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而这种不确定性将会影响政治讨论以

及个人关于老年的应对准备,直至该问题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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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埃及新型社会保险
体系: 新兴经济体
的NDC改革

穆罕默德·玛艾特 古斯塔沃·德马科*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社会保险及养老金制度成本最高

的国家之一,该国的老年、伤残、遗属、健康、工伤和失业保险等项目的

缴费率之和高达41%。即便如此,由于对社会保险基金的不当使用以及经

常出现的低水平甚至是负的基金投资收益率,社保制度给财政带来沉重负

担,政府不得不启动专案系统来应对财务亏空以及持续增长的养老金和特

殊待遇。此外,社会保险缴费和待遇之间的微弱联系导致参保人缺乏向DB
型制度缴费的动力,中长期的财务预测表明,埃及社会保险的财务状况将

持续走向恶化,制度最终将是不可持续的。
埃及的社会保险制度不仅未能向养老金领取者及其遗属提供适度的生

活水平,同时也未能达成其他目标。由此,政府开始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
并认为这种改革应该将社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与当前和未来的经济、人口

和社会发展情况相联系,社会保险不应该是埃及经济和财政的负担,而应

该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基于以上背景,2010年6月,埃及国会颁布了

社会保险和养老金改革法案。
根据该法案,从2013年7月开始,劳动力市场的新加入者都必须参

加改革后的新制度,而在此日期前已经工作的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是否

参加①,原有的DB型制度将持续向不愿进入新制度的劳动者开放,这就

意味着,新制度想要覆盖所有劳动者将需要75年之久。改革后的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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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罕默德·玛艾特是埃及财政部副部长、埃及政府精算部负责人、埃及国家社会保险组织副主席,
古斯塔沃·德马科为世界银行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首席经济师。

一开始,埃及将新制度的实施日期定为2012年1月,但由于2011年1月25日埃及民众抗议

活动的发生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经济动乱,使得新制度不可能在2013年7月之前开始实施。于是,在

2011年末,埃及将新制度实施日期定为2013年7月,并在2012年1月之前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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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两部分:DC型计划和非缴费型的再分配计划。参与此次改革的项目主要

包括养老金和离职补偿计划,而对参保人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前遭遇的失业、
工伤、遗属、伤残等风险的保障以及最低保障待遇,新制度依然延续了原有

的DB型规则。
改革后的养老金制度将遵循以下原则:多支柱体系将服务于多个目标,包

括制度可持续、提高制度的透明度和效率、增进社会团结等。为了实现上述目

标,新制度包括DC型现收现付制计划 (即名义账户制,NDC)和DC型完全

积累制计划 (FDC),后者由统一的机构进行集中管理,但采取分散化的投资运

营方式①。
虽然埃及在确定NDC各参数时基本参照了国际经验,但由于实施NDC计

划的国家较少且运行时间尚短,这类经验不足以为埃及提供确定性的最优选择,
通常只能是参考性的。无论是在制度实施和运行,还是在机构能力方面,埃及

养老金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FDC部分,埃及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管

理基金以使得投资收益最大化且风险最小化,在这方面,埃及显然是缺乏经验

的。

第一节 改革的背景

埃及的社会保险和养老金体系创建于50多年前,主要包括老年、伤残和遗

属养老金计划,同时还包括工伤、失业、疾病和生育保险以及各类现金转移计

划。从非洲和阿拉伯地区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看,该体系都被视为最昂贵的保

障制度之一。每10个埃及在职劳动者 (包括临时工和季节工)中,大约有9个

都被该体系中的某个项目覆盖②。从某个角度来说,该体系具备了一个好的社

会保险制度应该有的标准,如注重再分配、公平性、确定性、充足性以及广覆

盖等特征。
原有的社会保险和养老金体系由国家社会保险组织 (NOSI)通过两支独

立的基金进行管理:一是政府社会保险基金 (GSIF),主要覆盖公务员群体

(包括公务员、军人和保安人员);二是公共和私人社会保险基金 (PSIF),主

要覆盖在国营和私人企业工作的劳动者、自雇者、临时工和 (基于自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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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前的机构将同时管理新旧两套社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
埃及社会保险体系的法律依据包括针对公务员以及公私部门雇员的1975号法律第79条 (a)

项,针对雇主和自雇者等群体的1976号法律第108条 (b)项,针对在国外工作的埃及人的1978号法律

第50条 (c)项,针对临时工、季节工和非正规劳动者的1980号法律第112条 (d)项,以及规范商业

保险和私人养老金的1980号法律第64条 (e)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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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工作的埃及人①。此外,原体系还包括由财政部或社会团结部直接或间

接监管的计划,主要向未被社会保险体系覆盖的群体提供社会救助,这一系

列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体现了社会保护政策在埃及政府工作中的

重要性。
然而,埃及的社会保险制度却被视为这一地区最昂贵的保障体系之一,其

各类计划的缴费率总和高达41%,其中包括雇主缴纳的26%、雇员缴纳的14%
以及财政补贴的1%。即便该体系的覆盖人口已经达到2600万,占到埃及总人

口的33%,但在法定覆盖率和有效覆盖率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别,特别是对于

临时工、季节工、农业工人和失业保险待遇领取者等群体来说更是如此。20世

纪70年代以来,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已经开始对埃及社会保险和养老金

体系的财务状况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该体系内部已开始出现问题,如较高的

缴费率导致较高的逃缴率、养老金待遇的替代率过低等。居高不下的缴费率使

得雇员和雇主千方百计逃离该制度,不少正规部门就业者开始向非正规就业转

移,据估计,这部分就业者大约超过1400万。由于缴费和待遇之间缺乏直接

联系②,较高的逃缴率成为该制度的显著特征。
原有的DB型计划 (改革后依旧对 “老人”和 “中人”开放)规定③,当参

保人缴费满36年后,政府和公共部门劳动者可领取的养老金待遇为退休前2年

平均工资的80%,私人部门劳动者大约为退休前5年平均工资的80%。养老金

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雇主和雇员缴费以及基金的投资收益,同时还包括大量的

财政补贴,2009年,财政补贴大约占到埃及全部养老金支出的35%。再加上财

政对其他计划的支持,在2009年埃及全部的社会保险支出中,财政补贴大约占

到70%。不仅如此,改革前的养老金制度没有建立任何待遇自动调整机制,每

年的待遇调整主要由财政支撑。
从历史上看,埃及一开始试图建立完全积累型的养老金制度,但在发展过

程中逐渐演变成部分积累型制度,截至目前,养老金基金累积额大约为750亿

美元④。这些基金主要投资于国债 (包括债券、国库券和隐性政府债务)和国

家投资银行 (NIB)债券。但直至今日,以上各类投资并不算是成功的投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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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GSIF大约覆盖600万参保人,PSIF大约覆盖1200万参保人,当前两个计划下领取待遇的总

人数 (包括养老金领取者和遗属)大约为800万。
养老金待遇=累积率 (0.45)*缴费年限*雇员退休前2到5年的平均工资。
此处对 “老人”和 “中人”的定义与中国类似。

1美元=6埃及镑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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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①。就像其他的积累型制度那样,埃及养老金制度在建立之初累积了不少剩

余基金,根据相关法律,这些剩余基金被存放在国家投资银行,在1975—2005
年间,这些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很低,甚至为负,这种低效的投资策略不断侵蚀

着养老保险剩余基金,并对养老金的未来支付能力造成极大影响,如表5.1所

示。

表5.1 2001/02—2010/11财年埃及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平均回报率和通货膨胀率

财年

养老保险

投资金额a

(埃及镑,十亿)

平均回报率

(%)

名义通胀率

/CPI(%)

实际回报率

(%)

2001/02 167.3 9.7 2.7 +7.0

2002/03 189.6 9.2 4.2 +5.0

2003/04 213.0 8.9 16.5 -7.6

2004/05 239.2 9.0 4.8 +4.2

2005/06 264.1 9.0 7.7 +1.3

2006/07 270.0 8.3 9.5 -1.2

2007/08 284.7 8.3 18.3 -10.0

2008/09 296.3 8.3 11.8 -3.5

2009/10 308.0 8.1 11.8 -3.7

2010/11 311.0 8.4 11.1 -2.7

  资料来源:埃及财政部。

注:CPI为消费价格指数。

a.政府债务的投资回报率基本为零,在此忽略不计。

较低的投资收益率不利于埃及养老金财务的长期持续运行,也迫使政府不

得不启动专案系统来弥补养老金财务亏空。与此同时,政府还要支付持续增长

的养老金、针对部分参保人员的特殊待遇以及法律、总统令和政府令授权的其

他津贴等,结果导致埃及养老金制度在财务上陷入不可持续的困境,当前的资

产累积加上未来缴费将不足以应对当前养老金支出和未来债务。现实中,埃及

养老金制度日益演变成为一种现收现付制度,这与制度建立之初设定的完全积

·871·

① 截至2011年6月30日,埃及养老金制度累积基金额大约为4500亿埃及镑,其中77%投资于政

府国债 (其中大约50%投资于政府债券和国库债,27%投资于其他隐性政府债务),13%投资于国家投

资银行,剩余基金投资于其他不同类别的资产,形成多元化投资组合。



第五章 埃及新型社会保险体系:新兴经济体的NDC改革  
 AIJIXINXINGSHEHUIBAOXIANTIXI:XINXINGJINGJITIDENDCGAIGE

累制大相径庭。正如世界银行养老金预测模型PROST显示的那样,埃及两支

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将在2007年被打破,如果不改革,未来制度发展将陷

入困境① (见图5.1)。

图5.1 埃及现行养老金制度预期结余占GDP的比重,截至2075年 (%)

资料来源:埃及财政部。

近期的精算报告也反映了相似的结果:埃及养老金制度将面临持续增加的

精算赤字,到2075年,这一赤字将达到1820亿埃及镑 (大约相当于350亿美

元),约占2008/09财年GDP的17.5%。该报告同时指出,为了完成现收现付

制养老金制度的支付要求,埃及老年、死亡和伤残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应该从当

前的26% (其中包括雇主缴纳的15%、雇员缴纳的10%以及财政补贴的1%)

升至2075年的67%。无论哪种情况,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源,国家社会保

险组织 (NOSI)都不能还清全部或大部分的财政债务②。在此背景下,2005
年,为了缓解制度未来可能面临的财务危机,埃及政府开始考虑对原有的社会

保险和养老金制度进行结构式改革。

不仅如此,埃及原有的养老金制度同时还面临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变动等

方面的挑战,比如养老金领取者的长寿趋势以及私人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

比重越来越大,而后者是造成养老金制度逃费问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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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养老金方面的计算、预算和研究是由埃及财政部主导,并在世界银行团队的协作下完成的,

NDC和FDC的收益率主要通过养老金预测模型PROST得出。以上数据主要基于埃及最初的养老金立法

提案而得出。由于种种政治考量,议会通过的最终法案和最初的养老金提案略有不同。

2011—2012财年,在埃及5700亿埃及镑的预算支出中,280亿埃及镑被用于支持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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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在社会保险综合改革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示范,但本章主要集中

在养老金制度方面。之后将简短讨论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失业保险,这些成分

也将通过NDC和FDC的结合来融资。

第二节 埃及社会保险体系改革的动力

原有体系存在的各种缺陷迫使埃及财政部不断寻找改革的可能性,其中最

大的改革动力来自于养老金制度当前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财务收支失衡,同时,
制度也存在其他需要调整的方面,从而引发埃及对社会保险和养老金体系的综

合改革。
除了要实现制度财务长期可持续和财政中立性的目标外,此次改革的目

标还包括:(a)通过扩大覆盖面,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有效保护;(b)通过加

强缴费和待遇之间的联系,提高中高收入者参加制度的积极性;(c)引入自

动调节机制来适应不断延长的预期寿命和通货膨胀;(d)鼓励自雇者参加新

制度;(e)在新制度中引入现代化的管理、治理结构和程序,从而提升新制

度的管理和投资能力;(f)引入有效机制来保护失业者;(g)为没有养老金

收入或养老金收入较低的退休群体提供基础养老金,并不断提高基础养老金

的待遇水平。
新制度旨在达成以下目标:
(1)财务长期可持续;
(2)在劳动者之间更公平地分配退休收入;
(3)在劳动者工作收入和退休待遇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使个人更容易了解

其养老金权利;
(4)支撑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和持续发展的现代经济;
(5)为了使养老金领取者能够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鼓励个人为退休生

活增加储蓄;
(6)为贫困的老年人及其家属提供更好的保护,不论其工作经历如何。
一开始,埃及试图对原有制度进行参数式改革,其中包括:(a)将累积率

从0.55降至0.45;(b)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0岁提升至65岁;(c)将用于计发

养老金的工作收入扩展至退休前20年的平均水平。图5.2展示了在不同的参数

式改革以及同时进行几项改革的情况下,利用PROST对未来养老金制度发展

的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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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不同参数式改革方案下埃及养老金制度的财务预测结果 (截至2075年)

(赤字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埃及财政部。

如上图所示,无论进行哪种参数式改革,在改革后的前20年里,埃及养老

金财务赤字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新制度只适用于一小部分劳动

者。虽然从长远来看,参数式改革会改善养老金制度的财务状况,但埃及政府

认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参数式改革是不可行的。为何复杂的系

统式改革要比参数式改革更容易被接受? 这种在政治可行性方面的评价是一个

有趣的话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引入自动平衡机制来

应对长寿风险并强化缴费和待遇之间联系的做法,无疑使得退休年龄和累积率

的问题不再处于养老金改革的风口浪尖,公众争议也明显得以缓解。
除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考虑外,参数式改革虽然对于缓解养老金制度的财

务压力起到一定作用,但在解决其他问题时却无能为力,如 (a)社会保险制度

成本过高导致的高逃缴率;(b)计发养老金的收入上限过低 (在2010—2011财

年为1750埃及镑),导致相当比例退休者的养老金替代率低于35%,而他们中

的大多数不得不将国家养老金作为退休收入的唯一来源;(c)较高的管理成本

(大约占养老金支出的5%);(d)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状况持续变化;
(e)在有些情况下,惠及多数受益人的遗属待遇甚至可达到养老金实际价值的

150%;(f)旧的社会保险制度难以解决失业问题; (g)由于缺乏自动调节机

制,面对较高的通胀水平,对养老金待遇的酌情调整可能会降低养老金的实际

价值;(h)大约90%的基金都投资于某种政府债券,由此导致基金投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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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i)很难将临时工、季节工和非正规就业者覆盖其中,即使对这部分群

体的补贴水平较高,其养老金待遇依旧很低; (j)养老金计算公式复杂,对不

同类型的劳动者和人群适用不同规则 (例如,基本工资和可变工资的区别)①。

基于以上考虑,埃及政府虽然在2009年对旧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参数式调

整,但之后仍提交了一份系统性的养老金改革方案,在2010年6月,议会开始

推动实施这项改革。

第三节 转 型 模 式

埃及此次养老金制度系统性改革将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新加入者以及从旧

制度转到新制度的劳动者,与此同时,埃及还对旧的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渐进的

参数式改革,旧制度将在未来75年内持续运行。

旧制度将对劳动力市场的新加入者关闭,从2013年7月1日起,新型

NDC-FDC社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将强制覆盖劳动力市场新加入者以及没有参

加旧制度的人。新制度实施前已经加入旧制度者可以选择留在原制度,也可以

选择全部或部分进入新制度②。其中,全部进入新制度者在退休后可领取的养

老金待遇包括两部分:一是改革前他们在旧制度下取得的养老金权益,这部分

权益将在其退休时重新计算,二是在新制度下取得的养老金权益。部分进入新

制度者的养老金待遇也将包括两部分:改革前后旧制度下的养老金权益以及新

制度下的养老金权益。从新制度开始实施之日起,旧制度的参保者将有1年的

时间来决定是否参加以及如何参加新制度。在配合结构式改革的同时,埃及对

旧制度进行了参数式调整,以期对旧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加以改善。

对于如何从原来的DB型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转化为NDC和FDC相结合

的制度,埃及有两个选择:一是将所有劳动者 (或许可以排除特别年长的劳动

者)已经获取的养老金权益转化为新制度下的 “初始资本”,这类改革已经被许

多实施NDC制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采用,如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二是只为

劳动市场新加入者以及没有被旧制度覆盖的人建立名义账户,实施这种改革的

国家先例是意大利,埃及随后也进行了这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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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临时工、季节工和非正规就业者,养老金计算规则较为宽松,即每月缴纳1埃及镑且缴满

10年,退休后每月可领取145埃及镑。鉴于参保人数和待遇水平,这类养老保险更像是普惠型的定额计

划。
全部进入新制度是指在新制度下,缴费工资是个人的全部工资,包括与旧制度缴费相关和不相

关的工资部分;部分进入新制度是指在新制度下,缴费工资是个人的部分工资,该部分工资与旧制度缴

费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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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养老金改革模式已被许多研究者诟病,其中包括不少意大利人,其

中主要原因在于:在改革的最初几十年里,多数劳动者依然留在旧制度中,这在

很大程度上违背了NDC计划下 “你得到多少取决于你付出多少”的中心理念。但

埃及依然为旧制度的参保者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

许多人怀疑政府建立新制度的决心,自由选择可以使得怀疑者继续留在旧制度中;
二是根据埃及宪法,强迫旧制度参保者转移至新制度中是违宪行为。从埃及当前

的环境来看,这种改革模式是最合适的选择,也最能被埃及人民理解和接受。
对于另外一种改革模式,即将参保者在旧制度下取得的养老金权益转化为新制

度下的 “初始资本”的做法将引起多数埃及人的反对,与此同时,如何计算 “初始

资本”也将引起大众的争论,特别是对于 “初始资本”较低的参保人来说,更难让

他们信服。在此情况下,如何让当前1800万参保人接受他们的 “初始资本”值将成

为新制度面临的棘手难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此次改革代表了整个国家在

养老金理念方面的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养老金权利的获得基于DB型制度的

最终工资规定,养老金待遇只与个人的缴费年限和最终工资相关。此外,埃及没有

受过教育的人所占的比例依然很高,让这部分人理解上述转型模式非常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从当前来看,埃及此次改革的目标并非是鼓励所有旧制度

参保人 (特别是45岁以上者)都转移到新制度中来。如前所述,强制要求参保

人转移到新制度中,或者在转移过程中因为年龄或性别等问题而对参保人造成

歧视都将是违背埃及宪法的。不仅如此,这种转移将会是非常复杂的,也可能

将旧制度的一些问题转移到新制度中去。最后,旧制度的参保者对于新制度来

说将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从近期来看,他们不会满足于新制度提供的待遇,这

种负担可能将新制度扼杀在摇篮中。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相信,在新制度实

施后,埃及将会采取其他改革措施,有些措施可能会缩短制度改革的转型期。

第四节 新型社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的结构

改革后,埃及新型社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的运行将基于以下原则:
(1)改革时已经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可以继续留在旧制度中,已经在旧制度

中取得的养老金权益将继续保留;
(2)养老金待遇应该是充足的和可负担的;
(3)当公民达到65岁时,应当保证其获得最低水平的退休收入;
(4)新制度的管理体系应当是可行和高效的,并且要将管理成本控制在合

理范围内;
(5)应降低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以此增加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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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制度应当加强缴费和待遇之间的联系,同时鼓励人们更多地为退休

后的生活进行储蓄。

新制度的结构包含以下特征:
(1)覆盖面广。新制度的参保资格将与劳动者的工作场所和行业无关,并

实现对劳动人口的全覆盖。未被旧制度覆盖的人口将被纳入到新制度中,这其

中包括某些特殊的劳动者,如临时工、季节工、农业工人、建筑行业的熟练工

和非熟练工以及其他劳动者。所有劳动者将被整合至统一的制度中,并适用相

同规则。与此同时,新制度取消了旧制度中针对某些群体的特殊权利①。
(2)强制性地将DB型现收现付制改为DC型制度。新制度包括两个部分,

分别是NDC和FDC,主要覆盖劳动力市场新加入者以及没有参加旧制度的人,

同时还覆盖改革时已经参加旧制度并在改革后转移至新制度的参保者。新制度

的总缴费率 (包括NDC和FDC以及团结账户)将被降至30.5%,其中雇主缴

纳19.5%,雇员缴纳11.0%②;而在旧制度下,总缴费率为41%,其中雇主缴

纳26%,雇员缴纳14%,财政补贴1%,如表5.2所示。新制度的缴费分配如

下:工伤和健康保险缴费率为4%,NDC账户为16.0%,FDC账户为7.0%,

团结账户为3.5%。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制度下,缴费是以计发养老金的工资

收入为基础,而非全部工资,缴费工资上限为每年的社会平均工资。
(3)建立普惠式的基础养老金。该养老金为非缴费型制度,相当于税后社

会平均工资的18%,资金来源为财政。
(4)将所有的风险,如老年、伤残、遗属、工伤、死亡、失业、疾病等整

合到一个综合的社会保险体系中。这种延续以往社会保险制度的做法对于争取

民众对新制度的认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5)建立收入补偿计划 (clawbackmechanism)。在新制度下,如果低收入

参保人在工作期间向他们的老年、死亡和伤残养老金制度进行部分缴费,那么

新制度将会在基础养老金之上按一定比例向他们支付额外的养老金待遇。
(6)逐步提高正常养老金的领取年龄。在改革后的17年里,正常养老金领

取年龄将从60岁逐步提升至65岁,从2027年开始,新旧制度将使用统一的退

休年龄③。

·481·

①

②

③

如果继续保持对某些群体的特殊权利,那么政府将会向新制度支付额外的成本。
在30.5%的缴费率中,5%为健康保险缴费。个人需参加社会保险制度才能领取医疗保险待遇或

暂时性伤残待遇。
所谓的正常退休年龄或养老金领取年龄是指绝大多数参保人退休的年龄,该年龄由法律决定。

但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新制度中最低缴费30年或旧制度中最低缴费20年,个人就可以在正常退休

年龄之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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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所有人提供普惠性待遇。到新制度最终成熟 (所有劳动者都被新制

度覆盖)之后,该待遇将以DC型养老金制度以及非缴费型基础养老金为基础。
(8)失业保险制度创新性地将储蓄账户和团结账户结合起来。
(9)对社保机构和管理机制进行改革。
埃及之所以选择上述改革模式,主要是基于以下理念:让多支柱服务于多

目标。即通过DB型和DC型制度的结合来达到可持续、透明、高效和团结等目

标 (HolzmannandHinz,2005)。新型 NDC和FDC制度是此次改革的核心,
虽然随着人口发展趋势的变动,待遇资格条件将会相应调整①,但埃及仍主要

是通过NDC和FDC账户向个人提供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待遇。
通过此次改革,埃及养老金制度从DB型制度向DC型制度转变 (这也是文

献资料区别参数式改革和系统性改革的主要依据)。一旦将DC型制度的改革基

调确定下来,接下来的问题将是区分NDC和FDC计划。有必要对这两类计划

进行对比,人们通常认为FDC计划能够带来高回报率,但投资风险不确定。此

外,新制度最初累积的资金通常被用于支付制度转型成本,体现在NDC计划中

就更为明显。有人认为,NDC计划属于无风险投资而FDC计划属于风险投资,
虽然将二者结合的管理成本较高,但此类改革有助于综合二者的优点。从制度

运行的角度看,NDC计划属于现收现付制,而FDC计划属于完全积累制。

表5.2 埃及社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改革前后的缴费率 (%)

应对的风险
现行制度 新制度 (基于全部工资收入)

雇主 雇员 雇主 雇员

老年、死亡和伤残a 15.0 10.0 13.0b 9.0

离职补偿 2.0c 3.0c 0.5 0.5

工伤 3.0 0 1.0d 0

失业 2.0 0 2.0 0.5

健康保险 4.0 1.0 3.0 1.0

定额养老金e 0 0 0 0

总计 26.0 14.0 19.5 11.0

  资料来源:埃及财政部。

注:a.财政部只为这三类风险提供1%的财政补贴;b.在这13%的缴费中,2%的缴费用于团结账

户;c.缴费基数仅为基本工资;d.随着行业风险的提高,缴费率随之提高;e.全部由财政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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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格条件的调整包括逐步将正常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将提前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提高至30
年;将最低提前退休年龄设定为55岁;个人退休时将根据预期寿命引入年金因子来计算养老金。对资格

条件进行调整主要是为了保证新制度的财务持续性,并维持新制度应对未来人口和经济变动挑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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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强制性的三支柱体系,埃及试图通过多元化制度安排来建立 (适
应特定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环境变动的)最佳风险收益组合,进而应对人口、财

务和体制方面的挑战。通过在缴费和待遇之间建立紧密联系,DC型养老金制度

将有助于降低逃缴率和增加个人储蓄。
除了定额的基础养老金和收入补偿计划外,改革后的社会保险体系在遗属、

伤残、失业、工伤待遇以及暂时性的疾病、工伤收入补偿方面依旧维持了DB
型制度,这主要是为了应对贫困风险 (特别是在工作早期)的发生,具有较强

的再分配特征。
新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为所有参保人设立团结账户来应对可能发生的

死亡、伤残、失业和工伤风险,特别是当个人账户资金不足时,团结账户可用

以支付法律规定的应对上述风险的最低保障待遇。
通过为每个参保者建立完整的缴费记录、强化缴费和待遇之间的联系并引

入养老金自动调整机制,新制度的透明度将会得到保证。此外,在制度运行过

程中,通过构建更为有效的制度框架,合理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严格监管基

金投资过程,并对社会保险制度覆盖的风险进行透明评估,有望进一步提高制

度的运行效率。
在改革推行过程中,赢得民众赞成的关键因素在于新制度完全复制了旧制

度覆盖的风险种类及其提供的待遇,但新制度的运行方式完全不同于旧制度,
后文将对此进行简要陈述。

第五节 老年、死亡和伤残待遇

一、 老年养老金

新制度试图将养老金替代率设定为退休前个人全部工资的65%或75%①。
个人退休时养老金的实际替代率将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个人缴费额、缴费持

续时间、NDC账户的记账利率、基金投资收益率、工资增长率、参保人及其遗

属的预期寿命、预期的基金未来投资收益率和通货膨胀率等。
老年、死亡和伤残养老金主要通过DC型个人账户发放,个人账户的缴费

率为20%,其中,9%来自雇员,11%来自雇主,此外,缴费的65%~80%进

入NDC账户,20%~35%进入FDC账户。对于自雇者以及在国外工作的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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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65%的替代率是以税前全部工资为基础计算得到的,缴费率大约为20%,因此实际替代率大约

为实发工资的81.25%~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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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缴费率是 (个人可自由选择的)缴费工资的20%①。正如在旧制度中那

样,在国外工作的埃及人可自主决定是否参加新制度。

NDC账户结余资金的年记账利率等于当年发行的政府债券和国库券的收益

率平均值,FDC账户的结余资金将被用于多元化投资组合,记账收益率等于

FDC账户基金和团结账户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平均值。参保人不能自主选择投资

组合或投资基金的种类。
新型社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是加强缴费和待遇之间的联

系,同时提高待遇的净替代率以防止贫困并维持参保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相

应地,有些研究已经对新制度的预期替代率进行估算②,表5.3展示了新制度下

老年养老金的预期值。与此同时,新制度还保证,在整个缴费期,个人DC型

账户的整体收益率不会低于同期的平均通胀率。
此外,该研究还根据个人退休时NDC和FDC账户的余额情况 (该余额代

表了参保人可领取养老金的现值),对不同的缴费率和不同的退休年龄进行了研

究③,图5.3展示了在不同的精算假设条件下,当退休年龄和缴费率变动时,参

保人退休时替代率的变化情况。该图展示了此次改革的精髓———在缴费和待遇

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反映了退休年龄对预期替代率的影响。

表5.3 埃及新养老金制度的预期替代率示例 (不同退休年龄下)

55岁 60岁 63岁 65岁

最后工资 (埃及镑) 1423 1996 2445 2799

初始养老金待遇 (埃及镑) 649 1297 1994 2651

对退休前毛工资的替代率 (%) 46 65 82 95

对退休前净工资

的替代率 (%)
57 81 102 118

  资料来源:埃及政府精算部 (EGAD)。

注:上表中的示例是假设参保人25岁进入劳动力市场,初始工资为每月200埃及镑,工作期间的年

均工资增长率为8%,DC账户的年均回报率亦是8%。与此同时,在计算养老金待遇时将未来预期寿命、

预期寿命增长、预期未来通货膨胀率、预期未来投资回报率都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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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因为没有雇主缴费,这些参保人通常选择固定的20%的缴费率。
计算替代率主要利用退休时NDC账户和FDC账户的记账额,记账额代表了每年支付的养老金

的现值,并假定未来账户资金每年的投资收益率为8%,养老金增长率为6%。该项研究中的死亡率采用

了英国精算生命表中的 “年金领取人死亡表”(精算研究所1980,71),但在具体使用时进行了调整以反

映预期寿命的未来发展。
在新制度下,社会保险缴费、投资收益以及养老金待遇都是免税的,一如旧制度执行的那样,

在改革中很难对此进行变动,未来埃及可能将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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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在不同退休年龄和缴费率下,埃及新型养老金制度的预期替代率 (%)
资料来源:埃及政府精算部 (EGAD)。

二、 死亡或伤残待遇

当劳动者死亡或伤残时,新制度向劳动者本人或其遗属提供一定的待遇,该

待遇将不少于劳动者死亡或伤残前两年平均总工资的65%或社会平均工资的25%
这两者中较高的一个标准。相对而言,新制度对该待遇的规定要高于旧制度。

同时,新制度还为所有参保人建立统筹基金账户———团结账户,该账户的

资金来源为雇主缴费,缴费率为雇员全部工资的2%①。团结账户基金的投资方

式与FDC账户的投资方式相同。
死亡或伤残养老金待遇将从NDC和FDC账户中支付,如果账户资金不足

以支付最低保障养老金,将启用团结账户资金来弥补缺口。当发生劳动者死亡

或伤残事件时,新制度将依然维持支付原制度规定的额外待遇,如葬礼费用和

死亡补助等,这些待遇也将从团结账户中支付。

三、 遗属待遇

在新制度下,遗属待遇的原则如下:保障已故者的遗属并保护被保险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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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相关法律,埃及至少每5年将对所有的团结账户进行精算估值,如果出现财务上的不可持

续,将会对团结账户的融资结构进行修改,并提交议会批准。2%的缴费率是针对34岁以下的参保人,
对于35岁及以上的、打算从旧制度转移到新制度的参保人,团结账户的缴费率将根据年龄的变动而有所

调整,增加的缴费将用于弥补制度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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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新制度维持了原制度规定的寡妇、儿女、父母和兄弟姐妹领取遗属待遇

的资格条件,同时也规范了联合养老金、养老金支付中断和养老金恢复等情况

下的应对措施。

当参保人在工作期间或退休后死亡时,从死亡当月起,遗属可根据旧制度

的规定领取遗属养老金或其他遗属待遇,通常情况下,遗属领取的养老金待遇

可达到已故者养老金的100%,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超过100%。

四、 离职补偿待遇

离职补偿是指在参保人退休或死亡时,制度支付一次性的待遇。在旧制度

下,它是一个DB型计划,参保人每缴费满1年,就可以领取1个月的 (以基

本工资为基础的)养老金,当参保人在工作期间死亡或伤残时,至少可以领取

10个月的离职补偿待遇。该计划的资金来源为雇主和雇员缴费,缴费率为雇员

基本工资的5%,其中3%来自雇主,2%来自雇员。

在工会组织的推动下,新制度维持了旧制度中关于该项计划的所有待遇,

但运行方式较以往有所不同。在新制度下,该计划变成DC型制度,缴费率为

雇员全部工资的1%,雇主和雇员分别缴纳0.5%,与老年、死亡和伤残养老金

计划类似,该计划同样 (也为1%的缴费率)设置了 NDC和FDC两个账户。

对于自雇者和国外工作的埃及人,可自主决定是否参加该计划。

当参保人退休或死亡时,账户资金余额将返还 (退休的情况下返还给参保

人,死亡的情况下返还给遗属),但当参保人的老年养老金或提前退休养老金低

于最低养老金的50%时,该账户余额将首先用于弥补养老金的不足。

五、 失业保险

在新制度下,参保人失业第8天时可以开始领取失业保险待遇,待遇领取

期限可一直延续到参保人找到工作,或根据失业前的缴费期决定待遇领取期,

并选择二者中较短的期限,如表5.4所示①。

表5.4 埃及失业保险制度

失业前的缴费年限 (年) 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最长期限 (月)

1~2 (不含2年,下同) 6

2~3 7

3~4 8

·981·

① 表中的数据来自社会保险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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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失业前的缴费年限 (年) 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最长期限 (月)

4~5 9

5~6 10

6~7 11

7年及以上 12

  资料来源:埃及财政部。

在新制度下,参保人每月可领取的失业保险待遇是其失业前12个月平均净

工资的65%,之后每月降低3%。失业保险缴费率为2.5% (雇主缴纳2.0%,
雇员缴纳0.5%),其中缴费的70%~75%进入个人失业保险账户 (同样可分为

NDC和FDC账户),并用于支付失业保险待遇。剩余的25%~30%进入失业团

结账户,该账户是针对所有参保人的统筹账户。两个账户的投资方式与老年、
死亡、伤残养老金中个人账户和团结账户的投资方式相同。

失业保险待遇首先从个人DC账户 (包括NDC和FDC)中支付,如果账户

余额不足,将启动团结账户。
当参保人退休或死亡时,失业保险个人账户的余额将返还 (退休的情况下

返还给参保人,死亡的情况下返还给遗属),或者用来补充参保人的老年或提前

退休养老金,当参保人的老年养老金或提前退休养老金低于最低养老金的50%
时,该账户余额将首先用于弥补养老金的不足。

六、 工伤保险和健康保险补偿

在新制度下,当个人由于工伤或 (疾病引起的)暂时性伤残而不能工作

时,可按其工资的一定比例领取待遇。如果工伤导致永久性的完全伤残,参

保人除了可以领取老年养老金 (根据 NDC和FDC账户余额以及退休年龄决

定)外,还可以领取相当于伤残前两年月平均净工资的伤残养老金待遇。工

伤保险的资金来源为雇主缴费,缴费率为1%,所有缴费将进入工伤和健康

保险团结账户,该账户的投资方式与老年、死亡、伤残养老金个人账户和团

结账户的投资方式相同。如果工伤导致的永久性部分伤残并不阻碍参保人继续

工作,新制度将会根据参保人的伤残程度向其支付养老金和伤残津贴,如果由

疾病引起的暂时性伤残发展成为永久性完全伤残,新制度将开始支付死亡和伤

残津贴。

七、 基础养老金和收入补偿计划

除了保险部分外,新的养老金体系中还包括再分配性质的、非缴费的普惠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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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养老金待遇,该部分主要是对缴费型个人账户制度的补充,目标是缓解老年

贫困。埃及公民达到65周岁且没有任何养老金或其他收入者可领取该待遇,该

待遇存在的形式是非缴费型基础养老金计划。

基础养老金属于定额养老金计划,大约相当于税后社会平均工资的18%。

许多学者对 “定额养老金处于何种水平时才处于可接受成本 (GDP占比)内”

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当该待遇等于社会平均毛工资的15%时

才是最优水平。当此次改革提交议会讨论时,关于是使用社会平均毛工资还是

社会平均净工资的争论接踵而至,当然,这些研究和讨论的前提是保持相同的

成本。最终,此次改革将基础养老金的水平定在税后社会平均工资的18%,这

个比例能够将成本控制在财政可接受的范围内①。

此外,如果参保人在工作期间向他们的老年、死亡和伤残养老保险进行部

分缴费,那么收入补偿计划将会按比例向他们支付额外的待遇,该计划主要是

为了提高养老金待遇较低的退休者或其遗属的养老金水平。按照该计划,参保

人的养老金待遇提高值大约等于基础养老金 (税后社会平均工资的18%)减去

按照正常规定计算出的养老金的33%。

基础养老金和收入补偿计划的成本都由财政承担,精算研究显示,从中短

期看,这两项计划将会给财政带来较大的负担,但从长期看,随着新型养老金

制度的推行,财政对养老金制度的责任将主要集中在老年、死亡和伤残养老保

险的1%缴费补贴上。财政部的精算结果显示,在2010年,基础养老金和收入

补偿计划的总成本将占到GDP的0.12%②。

表5.5对埃及新型社会保险和养老金体系进行了总结,同时也展现了新体

系的基本原则:通过不同支柱的结合达到多样化的制度目标。

表5.5 埃及新养老金制度的结构

基础养老金:

非缴费型成分

个人账户养老金:

强制缴费型成分

补充养老金:

自愿缴费型成分

缴费者 无 雇主和雇员 无强制规定

受益人
年满65岁、无养老金或

其他收入的老年人
退休雇员及其遗属 计划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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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之所以选择将基础养老金的水平定为税后社会平均工资而非全额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定百分比,
是因为前者更加透明,并能够赢得公众的信任。

收入补偿计划已于2010年7月1日开始实施,基础养老金制度将在2013年7月1日开始实施,
预计到2015年,基础养老金制度和收入补偿计划的总成本占GDP的比重将达到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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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基础养老金:

非缴费型成分

个人账户养老金:

强制缴费型成分

补充养老金:

自愿缴费型成分

机制 财政预算支付 DC型 (NDC和FDC)
雇主和金融机构

提供的养老金计划

融资 一般性税收 强制性缴费 自愿性缴费或纳税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国数据进行总结。

第六节 埃及新型养老金制度的财务持续性

在此次改革过程中,由于在参数设置方面采取了较为连贯的方式,从长期

来看,埃及新型养老金制度在财务上将是可持续的,图5.4为我们展示了与旧

制度相比,利用PROST软件对新制度未来收入和支出等财务状况进行预测的

结果,其假设条件如下:

1.旧体系:不对原制度进行任何改革;

2.新体系:执行若干改革方案,包括向FDC和NDC的不同缴费分配,以

及不同的基金投资回报率等 (见图5.5)。

图5.4 埃及新旧养老金制度的财务预测 (2010—2075年)(现收现付结余,包括投资收益)
资料来源:埃及财政部。

注:新体系2.1 (限制)是指将NDC账户缴费工资上限设为2.5倍社会平均工资。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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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四种不同改革方案下,埃及整体养老金制度的财务预测

(新旧制度现收现付结余总额)(2010—2075年)
资料来源:埃及财政部。

(1)方案1.1:60%的缴费进入 NDC账户,40%的缴费进入FDC账户,

FDC收益率比平均工资增长率高2.5个百分点;
(2)方案1.2:60%的缴费进入 NDC账户,40%的缴费进入FDC账户,

FDC收益率比平均工资增长率高1.0个百分点;
(3)方案2.1:80%的缴费进入 NDC账户,20%的缴费进入FDC账户,

FDC收益率比平均工资增长率高2.5个百分点;
(4)方案2.2:80%的缴费进入 NDC账户,20%的缴费进入FDC账户,

FDC收益率比平均工资增长率高1.0个百分点。
此外,还包括如下假设:
(1)名义账户的记账利率与平均工资增长率挂钩,并高于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 (CPI);
(2)最初的基金储备将被用于弥补旧制度的赤字,当储备用完后,将会开

始使用NDC计划储备基金;
(3)到2027年,退休年龄将逐渐被提高到65岁,如表5.6所示。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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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埃及新制度中退休年龄的变化

年份 年龄 (岁)

2015 61

2018 62

2021 63

2024 64

2027 65

  资料来源:埃及财政部。

表5.7对埃及未来的宏观经济情况进行了假设。正如图5.5显示的那样,
在改革后的2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新制度的运行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这反

映了新型社会保险和养老金体系的转型特点,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事实:新制

度一开始只覆盖了小部分的劳动人口。

表5.7 埃及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预期 (2007—2075年)(%)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20 2075

实际GDP增长率 7.1 7.2 5.0 4.5 7.0 6.5 6.5 6.5 3.7 2.5

通货膨胀率 11.0 11.7 14.1 9.1 6.1 4.5 4.0 3.5 3.0 3.0

  资料来源:埃及财政部。

第七节 NDC和FDC账户的结合:埃及

    面临的国际经验和选择    
从融资的角度看,养老金改革包含两个重要方面:(a)清晰划分制度的保

险目标 (缴费型)和再分配目标 (非缴费型);(b)缴费型养老金部分选择DC
型融资模式。DC制度可以避免传统DB制度中普遍存在的财务不可持续、再分

配不透明和激励机制弱等问题,一旦确定向DC型制度转轨后,随之而来的问

题是选择什么样的融资模式,是NDC还是FDC? 在比较了二者的优缺点之后,
埃及政府选择了二者的结合。这意味着,在新制度下,参保人既可以在不完全

依赖埃及小规模金融市场的情况下获得部分投资收益,也可以继续作为偿还旧

制度债务的主要资金来源①。二者的结合也反映了这样的改革目标:在最大限

度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允许部分养老基金进行市场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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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养老金制度中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储备主要包括FDC账户和团结账户的结余基金,二者大约占

到FDC、NDC和团结账户三者总和的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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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实施 NDC制度的时间还很短,并且在地区上并不普遍。在实施

NDC的国家里,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通常被当作范例,它们的NDC制度已

经实施了10~15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克洛恩-多明扎克,佛朗哥

和帕尔默 (见本书第一部分第二章)也将意大利列为 “第一波NDC改革”的国

家,他们分析了以上4个国家在对待 NDC关键问题上的区别。在埃及的改革

中,国际经验带来的启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a)实行NDC账户和FDC
账户的结合;(b)新制度或新规则覆盖的人口;(c)NDC和FDC的组织机构;
(d)待遇公式的技术确定。

除了意大利,其他国家均选择了NDC和FDC账户的结合,其中缴费总额

的63%~86%进入 NDC账户。在埃及,进入 NDC账户的比重为2/3,其余

1/3进入FDC账户,一开始,两个账户的缴费分配比例并不固定,进入 NDC
的缴费比例在65%~80%之间浮动,这主要是为了应对新制度变化和市场变动

而采取的措施。
以上在两个账户之间的缴费分配主要考虑到埃及金融部门吸收大规模储蓄

的能力,同时还要照顾到烫平旧制度债务融资的需要。在改革后的25年里,除

了吸收缴费外,新制度依然需要大规模的财政补贴。新制度决定将老年、死亡

和伤残养老金缴费的2/3纳入NDC账户,这种做法与国际上的通常做法并无大

的区别。此外,新制度仅仅对劳动力市场新加入者是强制性的,这意味着新制

度将存在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成长期,也为埃及金融市场的发展赢得了空间。与

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制度可以考虑投资于国际市场。
第二个重要的制度设计是新制度覆盖的人口。已实行改革的国家或者将全

部劳动者纳入到新制度中,或者将部分劳动者纳入到新制度中。其中一个极端

是拉脱维亚,该国将所有的缴费者纳入新制度,而意大利只是规定劳动力市场

新加入者和年轻的劳动者必须加入新制度,埃及的改革更加类似于意大利模式。
以上两种改革方式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比较的关键在于改革发挥作用的速

度以及新旧制度转型中的财务压力。值得一提的是,埃及此次改革不会波及20
世纪40年代出生的群体,或者只能波及少数,也就意味着新制度缺乏缴费激励

性或缴费激励性不足,而对于20世纪90年代非正规就业规模庞大的拉脱维亚

和波兰来说,正是这种缴费激励性促使其选择彻底的、覆盖所有缴费群体的改

革模式。即使是瑞典,其转型速度也是相对较快的,从改革一开始,每个参保

人都加入到NDC和FDC账户相结合的体系中。埃及 (正如意大利那样)选择

了较为缓慢的转型速度,预期的改革效果只能在更长一段时期内体现出来。而

对于埃及来说,这种政策抉择在政治上是比较容易通过的,其实我们也很好理

解,当新制度开始运行后,埃及将对其新制度进行再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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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重要的制度设计与新制度的组织和管理相关。主要的争论集中在

FDC账户是应该集中化管理还是分散化管理。FDC改革的国际经验表明,与个

人账户相关的运营成本可能会削弱改革的积极效应 (Impavidoandothers
2010)。此外,大规模的基金通常存在规模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当投资规则或投

资策略导致类似的投资组合时。为了消除这种不利影响,埃及在账户运营管理

中采取了集中化管理和分散化投资的策略。这种策略避免了多个基金管理人的

存在,也能够通过集中化的管理结构整合相似因素,从而实现基金的规模化投

资效率。集中化的养老金管理模式也有助于对整个体系进行有效管理,包括将

FDC账户和社会团结账户进行外包管理。相对于拉丁美洲和中东欧地区个人账

户的管理,埃及的基金管理模式最终将降低管理成本。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如

何避免规模不经济,以及对建立在两支旧的养老基金遗产之上的高度集中的管

理机构,如何提高其现代化程度和管理能力。

表5.8 最早实行NDC改革的四个国家积累阶段NDC账户的

名义利率和养老金待遇的指数化方式

国家 积累阶段NDC账户的记账利率 养老金待遇指数化方式

意大利  GDP增长率  CPI指数化

拉脱维亚  缴费工资总额增长率
 CPI指数化 (最终转向 CPI工资

混合指数化)

波兰  缴费工资总额增长率
 CPI指数化 (最终转向 CPI工资

混合指数化)

瑞典

 人均缴费工资增长率 (当 NDC计划的资产

低于债务或平衡率小于1时,名义利率将有额

外调整。当资产再次超过债务后指数将上升直

到人均缴费工资增长率达到调整前的水平)

 价格指数化,此外,指数化调整

还要 考 虑 实 际 人 均 工 资 增 长 率 与

1.6%的实际收益率之差。其他的调

整参见左列

  资料来源:Chłon-Dominczak,FrancoandPalmer,见本书上卷第二章。

第四个重要的制度设计是待遇公式的技术化设定,其中包括不同的待遇指

数化方式和记账利率。纵观已经实施NDC制度的国家,没有任何两个国家在以

上方面是完全相同的。
根据萨缪尔森的经典著作,在现收现付制下,养老金制度的最佳内部收益

率是缴费工资的增长率 (1958)①。从原则上讲,无论是参保人缴费期间的账户

资金累积还是养老金领取阶段的待遇指数化方式,都能以工资总额增长率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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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值得注意的是,萨缪尔森的模型是相对简单的,他假定预期寿命恒定,且养老金固定为工资的

一定比例,在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分析框架下,养老金待遇的增长取决于工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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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或指数化基础。表5.8总结了实行NDC制度的四个国家的记账利率方法和待

遇指数化方式。在缴费记账阶段,拉脱维亚和波兰选择缴费工资总额增长率为

记账利率,意大利选择了另一种总额工资增长方式———GDP增长率为记账利

率,瑞典选择人均缴费工资增长率为记账利率,并且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劳动

力数量下滑,建立了自动平衡机制来维持财务的稳定性。也就是说,这四个国

家都采取了 “将缴费工资总额增长率作为NDC记账利率”的做法 (虽然并不那

么严格),但他们在待遇指数化方面却各不相同。
为何这些国家在待遇指数化方面各不相同? 在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改

革之前的养老金制度都是以CPI为待遇调整基础,改革使它们能够以缴费工资

变动为指数化方式。但是,即使是在拉脱维亚的快速改革转型中 (大约需要20
年,NDC制度才能是主要的养老金来源),以缴费工资总额为指数化方式可能

会导致旧的养老金制度支出成本快速增加,导致这些国家难以负担。于是拉脱

维亚和波兰选择继续以CPI为指数化方式,之后将逐步向总额工资指数化方式

转变。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两个国家逐步将总额工资指数化方式引入制度中,而

瑞典为何选择人均缴费工资作为指数化方式,并同时增加了自动平衡机制。
由于较高的人口生育率和净移入人口数量,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瑞典劳动

力人口将呈现上升趋势,然而,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力数量下滑,瑞典引

入自动平衡机制,当平衡率 (养老金资产/养老金负债)小于1时,自动平衡机

制将启动。自动平衡机制还弥补了制度可能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技术缺陷,包括

在发放养老金时对预期寿命估计不足。克洛恩-多明扎克,佛朗哥和帕尔默 (见
本卷第二章)认为,即使在经历人口和经济危机后,自动平衡机制也能使瑞典

养老金制度回归到财务平衡状态。
一开始,埃及选择将 (以GDP为指数化方式的)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作为

NDC计划的记账利率和贴现率,具体如下所示:

rt=r 
—+Ω+α (gt-g 

—)

其中,rt 是 (以GDP为指数化方式的)政府债券在时间t的收益率,r — 是

相应的普通债券的收益率,Ω 是指数化溢价,gt 是时期t内的实际GDP增长

率,g 
— 是预期GDP增长率,α是决定GDP指数化程度的系数。NDC计划的记

账利率等于用来积累名义账户资产的GDP指数化债券的收益率。当宏观经济情

况、人口状况和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动时,这种将名义记账利率等同于政府债券

收益率的做法有助于克服NDC账户财务状况不确定的风险。
在埃及最后通过的养老金改革方案中,NDC账户的记账利率设定为r,r

是政府债券和国库券的平均年收益率,并保证r 的最小值等于每年GDP增长

率,养老金待遇根据CPI的变动进行指数化调整。无论是记账利率还是待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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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化方式,埃及都不同于瑞典、波兰和拉脱维亚,具体区别如下。
(1)瑞典NDC计划的调整因子为g+p,其中g 是人均缴费工资增长率,

p 是通货膨胀率。
(2)拉脱维亚和波兰NDC计划的调整因子为g+λ+p,其中λ 为缴费人

口增长率。
(3)相对于瑞典和波兰的做法,埃及 NDC指数化方式的成本可能相对较

高,主要是因为r> (g+λ),超额指数化的程度为r- (g+λ)。从长期看,
这种指数化方法可能给制度带来赤字,它提供的养老金待遇可能会超过制度的

承受能力。但是,如果仅仅根据消费价格指数调整,考虑到真实的工资增长率

(工资增长速度可能超过养老金增长水平),也就意味着相对于在职者来说,退

休后的生活水平将会下降 (即使他们的购买力水平不变)。NDC计划的财务稳

定性将最终取决于对账户余额的高估以及对养老金待遇水平低估的净效应。
一般说来,以g+λ+p 作为指数化方式是NDC计划能够承担的。随着劳动

力人口的减少 (这对于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来说都是可预见的),只要g+p>-λ,

NDC依然会产生正的回报率。更重要的是,GDP通常只是缴费工资总额的一种

表示方式,缴费工资总额是NDC的基础,也是维持财务稳定的基础,而缴费工

资总额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国家在统计

GDP的数据时,通常要考虑与缴费工资无关的其他经济活动指标 (如产出、消

费等),不仅如此,这些经济指标 (产出、消费等)本身与工资之间也有较大差

异,因此,基于GDP的指数化方式通常要有别于基于缴费工资总额的指数化方

式。
以下总结了埃及之所以选择上述指数化方式的原因。
(1)历史经验表明,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并非总是低于每年的平均利率水平,

有时前者会超过后者。
(2)根据埃及养老金制度的相关规定,遗属待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甚至会成为永久性年金,而这种以CPI为指数化方式的做法在埃及长期以来女

性劳动参与率较低的背景下能为遗属提供充分的保障。
(3)相对于工资增长率,以r为记账利率可能导致参保人退休时更高的年

金水平,但以CPI为待遇指数化方式的做法 (相对于以工资增长率为待遇指数

化方式)成本更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年金中遗属养老金的额外支出提供了资

金来源。
(4)以CPI作为待遇指数化方式也是埃及此次改革获取公众认可和赞同的

一个途径,政府推行新制度的主要目标是保证新制度能够被公众理解和接受。
但之后,埃及将对新制度进行重新评估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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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值得注意的是 “NDC债券”的发行 (Palmer2011),其主要观点

如下:
(1)发行NDC债券来表示个人账户的价值;
(2)NDC债券的记账利率为g+λ+p;
(3)当参保人退休时,政府应该保证将这些债券转化为年金,年金的名义

回报率同样为g+λ+p;
(4)在将这些NDC债券转化为年金产品时,政府也应该考虑系统性长寿风

险 (或者是对预期寿命的系统性估计不足)。
在实施新制度之前,埃及政府可以对以上观点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
由于改革启动前的时间限制和压力,埃及社会保险和养老金体系的最终改

革方案中依然存在许多未经充分检验和评估的内容。其中包括将NDC账户的记

账利率设定为政府债券和国库券的平均年收益率,并保证收益率的最低值等于

每年GDP增长率;将CPI作为养老金待遇调整的根据;确保个人账户 (包括

NDC和FDC)的最低收益率等于参保人整个缴费期间通货膨胀率的平均水平。
还会有更多学者对此次改革和相关参数进行深入研究,在这篇文章之后,将会

提交一份关于改革发现的新的研究报告①。

第八节 结  论

本章集中分析了埃及政府进行社会保险综合改革的背景和原因。2010年6
月1日,埃及议会颁布了社会保险和养老金体系改革方案,改革后的体系将DB
计划、NDC计划和FDC计划等涵盖在内。与此同时,新方案还体现了如下原

则:(1)多样化;(2)最大程度地实现制度目标;(3)降低制度面临的金融风

险以及允许一定的市场化投资等。
将NDC和FDC相结合并非新事物,事实上,近来大多数实行NDC改革的

国家都建立起了某种程度的FDC计划。埃及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将 NDC和

FDC的结合运用到养老金制度中,同时还运用到失业保险和离职补偿计划中。
对DC型个人账户进行集中化管理是所有NDC改革的普遍特征,其主要目

标是降低 (通常)存在于分散化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中的较高管理成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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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过比较世界银行PROST软件模拟的改革方案和埃及最终通过的改革方案,我们认为PROST
方案未能模拟最终方案的所有特征,比如,PROST方案不允许团结账户的存在。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新的

方案来整合新型社会保险和养老金体系的所有特征,或者需要对PROST方案进行修改来适应这些特征

的存在,然而,这都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对PROST方案进行一定的修改。改革的最终方案依然需要

进一步的评估和修改以保证改革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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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C计划的集中管理框架下,积累的基金虽然被允许购买投资产品,但在私人

市场中发挥的空间较小,这也是埃及此次改革的一大特色,同时也将显著减少

管理成本。
埃及NDC计划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丰富的改革选择和有限的国际经验并存。

埃及当局已经为NDC计划设定了较为合理的参数标准,但在制度实施管理以及

机构能力建设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此次改革中,相对于其他进行NDC改革的国家,埃及选择了相对较为缓

慢的转型速度,这主要是由于原有的社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还不太成熟 (埃及

不需要那么快的转型速度)。此外,还需要不断地改进制度的透明度和效率,以

便为改革转型提供支持。不仅如此,埃及此次改革中的其他方面 (如建立团结

账户,名义账户和养老金待遇的指数化方式,以及基础养老金等)都需要进一

步的评估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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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豪尔赫·米格尔*

玛艾特和德马科撰写的第五章总结了促使埃及进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的社会、经济、财政以及人口等方面的因素,并分析了在一个中低收入国

家实行NDC制度的可行性。同时,本章还讨论了埃及实行新制度所面临的

选择和限制,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
从中长期看,由于不利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因素,逐步缩小的费基,

较高的逃缴率,不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较差的投资表现,对于纳税人和缴

费者来说,埃及养老金制度无疑将会面临不可持续的财务状况。不仅如此,
原有养老金制度在实现其制度目标方面也呈现出无能为力的态势,如覆盖

面日益缩小,养老金待遇不断降低,制度的支付能力和财务可持续性逐步

削弱,运营管理效率持续下降,对未来可能遭遇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无法做

出有效的预判等。不仅如此,制度日益累积的养老金债务不断扩大,但没

有相应的资金与之相匹配,只能通过下一代人口对当代人口的大规模转移

支付完成,然而这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
在选择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于结构式改革和参

数式改革,到底哪种改革才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政治和经济上真正需要的?
很好理解的是,在这类国家,通常参数式改革 (改变缴费率、累积率和退

休年龄等)就能在改善养老金制度长期财务状况方面取得一定的 (有限的)
效果,但埃及政府选择了结构式改革,并建立起NDC和FDC相结合的DC
型制度。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参数式改革需要对制度进行持续的调

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和人口条件,而这类改革可能会削弱大众对

政策制定者的信任程度。更重要的是,仅通过参数式改革,并不能在劳动

力供给、退休和储蓄等方面提供 “恰当”的激励。一些批评现有DB型制

度的研究指出,埃及当前的养老金制度缺乏鼓励劳动者继续工作的机制,
不能有效应对非正规就业问题,不能解决策略性工资操纵和高逃缴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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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和待遇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缴费资产的所有权不清

晰,每个参保人都认为只要缴费就可以领取一定的待遇。
引入DC型制度通常被视为控制养老金支出成本、保证财务长期持续性和

待遇可预见性的重要途径,与原制度 (由于缺乏自动调整机制,使得养老金待

遇调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养老

金的购买力通常会降低)相比,埃及此次养老金改革引入自动调整机制,将经

济和人口变动情况 (至少部分地)内化于制度中,使得养老金待遇的不确定性

降低。但是,结合多数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加上未知的

人口长期发展情况,在设计养老金制度时,最好设立一个缓冲基金来减少上述

波动带来的风险。不像瑞典那样,埃及似乎不打算建立缓冲基金来应对系统性

风险,但它以团结账户的形式建立起部分互助基金来应对非系统性风险。
在新型社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构建中,埃及政府选择建立多支柱体系来应

对和整合所有风险:强制性地将劳动力市场新加入者纳入到NDC和FDC相结

合的新制度中,建立普惠型的基础养老金制度,提高正常退休年龄,实施机构

改革,为缴费年限较少的参保者建立再分配机制,建立新型失业保险制度等。
建立统一的DC型制度以及随之进行的调整,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原有分散

计划 (如政府社会保险基金等计划)进行整合,同时也有利于将被原制度排除

在外的群体纳入到统一的社会保险体系中来。此外,新模式还有利于政策制定

者和执行者及时了解制度的隐性负债,同时增加养老金权益的便携性,这有助

于增进财务的稳定性,实行透明的财政政策管理,并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起再分配性质的贫困缓解制度,相对于旧制

度,新制度更加透明和高效,同时消除了制度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政治操纵

和自由裁量,并为民众提供了正确的激励机制。这些特征普遍存在于基础养老

金、收入补偿计划、劳动者死亡和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制度中。
不仅如此,此次改革还在缴费型制度的融资与非缴费型制度的融资之间树立起

明显的界限。我唯一的问题是,在普惠型的基础养老金中,通过互助机制 (指
团结账户)或一般性财政预算,养老金的资金来源能否得以持续。基础养老金

采取定额发放的方法很容易理解和实施,但将缴费型制度和非缴费型制度整合

到同一个体系中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因此,我们在一开始实施这样的制

度时,一定要确保整个体系的效率和效力。

NDC和FDC账户的实施给埃及养老金制度的体制能力建设提出了严峻的

考验:制度管理流程和信息技术革新必须到位,个人账户资料必须被保存在安

全且结构良好的数据库中,必须保证与其他政府部门 (如税务部门等)之间的

良好沟通,将DC账户资金转化为年金时必须采用合适且具有前瞻性的生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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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一个精算准确的生命表必须考虑到预期的人口寿命增长,
并保证有合适的方法论以及可靠的人口数据来源。在埃及新制度的实施过程中,
这些都是应当予以保证的,这些生命表应当与私人部门当前应用的生命表一致。
因此,在此次改革中,体制能力建设必须到位,才能保证新养老金制度的顺利

实施。
我最后的评论是关于埃及新型社会保险体系的最终定位和实施中的政治经

济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NDC改革最大的贡献在于加

强了对制度稳定性、可靠性和可信性的认识,这些特征也被视为社会保障制度

的内涵。普通劳动者通过跟踪他们的账户信息加强了对稳定性和所有权的认知,
而这种不断增强的产权意识也有助于防止政治家们随意减少或没收NDC账户中

累积的名义资本,也就是说,通过减少政府在养老金参数调整方面的随意干预,
可显著降低与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相关的政治风险。

基于以上内容,作者意识到,埃及此次改革中做出的某些调整 (特别是转

型模式和改革措施)只是为了取得大众的同意和支持,并没有相应的技术水平、
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与之相匹配。一个显著的例子是NDC账户和养老金待遇的

指数化方式,用作者的话说是 “将在不久的将来进行改革和评估”。另一个例子

是个人账户保证利率的设定。这就意味着,从短期看,改革确定的制度模式不

是确定的,新制度实施不久后将会继续再度调整,但这种 “摸着石头过河”的

改革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拉脱维亚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当新制度提供的待

遇难以达到大众的预期时,社会上累积的不满情绪将会对政治家们造成极大的

压力,进而促使他们调整改革措施并恢复原来的慷慨待遇 (这些待遇已经被改

革取消),这极有可能导致DC型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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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 一个基于NDC的
“混合型” 养老金改革思路

郑秉文*

这章呈现的是中国养老金制度基于个人账户 (1997年引入)改革的一

个新思路,它是 “名义缴费确定型” (即 “名义账户”,下简称 “NDC”)
与 “实账缴费确定型”(即完全积累制,下简称 “FDC”)相结合的一个混

合型设计,并考虑到了中国特有的制度与文化背景。这个制度还把非缴费

型养老金植入进来,以补充低收入者有限的退休收入。作为一个制度创新,
它有别于瑞典式的NDC,也有别于中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当前中国养老

金制度的缴费与待遇之间的联系是缺位的。
这个改革思路的主要目标是减少当前制度的碎片化现象,扩大覆盖面,

提高财务可持续性,改善激励机制和公平性,加强缴费和待遇之间的联系,
解决巨额转型成本的问题。作为中国城镇养老金制度与解决债务的方式是

既采取现收现付制 (PAYG),又实行资产积累制。
下面两节论述的主要是中国当前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发展及其面临的主

要挑战。接下来讨论这章提出来的混合型制度模式。附录是本章预测使用

的公式、数据和假定条件。

第一节 中国养老金制度现状

目前,中国基本养老金制度主要有统账结合的城镇公共养老金制度、
农村养老金制度和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 (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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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文2009a.)。
城镇公共养老金制度建立于1997年,是DB型现收现付与DC型完全积累

制相结合的混合型制度。这个制度以前的筹资公式是雇员缴费11%,雇主

17%。但是,完全积累制的那部分并没有真正实施,辽宁于2001年、吉林和黑

龙江两省于2004年首次引入FDC,中央和地方政府予以预算支持。到2006年,
又有10个省份加入进来开始FDC账户试点。但此后试点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部分原因是转型成本没有解决。事实上,用于FDC的缴费率早已从11%减少到

8%并完全由雇员支付。进入DB型现收现付制的缴费率从17%提高到20%并

全部由雇主缴纳。从1997年到2010年,城镇公共养老金制度基金余额从245
亿元提高到1.53万亿元①。

中国农村人口是7.2亿人,或占全国人口13.3亿的54.3%②。1992年政府

在农村建立了被称之为 “老农保”的DC型完全积累制,其设计初衷是仅由个

人缴费进行筹资,但到2008年,参保人数仅为5600人 (1998年是8000万

人),其中,养老金领取人口是500万,累积基金从1998年的160亿元提高到

2008年的499亿元。

2009年8月政府宣布建立 “新农保”,其融资方式是由个人缴费、集体补

助、政府补贴构成,个人缴费标准设为五个档次即每年100元、200元、300
元、400元和500元,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待遇由2部分构成:基础养

老金每人每月55元,月缴费养老金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 (与现行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相同)。2010年新农保覆盖面扩

大到1.03亿人,其中2860万人是养老金领取人口③。全部收入453亿元,其

中缴费收入大约225亿元。支出是200亿元,累计余额是423亿元。
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数相当于全国覆盖面的8%,2010年的支出是2354

亿元,或相当于当年GDP的0.7%④。
虽然国家养老金制度由三个主要制度构成,但很多地方政府为满足农民工

和特区的需求建立了很多小制度。这些地方性的计划为碎片化的养老金制度进

行缴费,影响了劳动力流动性,提高了行政成本,在不同群体之间制造了不平

等。此外,由于缴费和待遇之间缺乏直接联系,诸多隐性的再分配制度导致这

些制度可持续性很差,降低了缴费的激励性,不利于覆盖面的扩大 (见郑秉文

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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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1个billion是1000个million;1个trillion是1000个billion。
《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09年2月26日。
数据引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布的 《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财政部网站:《2010年全国财政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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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公共养老金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

改革中国养老金制度必须解决很多存在的问题:
———覆盖水平低

———碎片化不利于有效的再分配和养老金跨省的财务可持续性

———便携性差,不利于劳动力流动

———缴费与待遇之间的联系不透明,降低了参保和缴费的激励

———投资回报率太低

本章将对上述问题逐一讨论。

二、 覆盖水平低

中国三个强制性的养老金制度合计覆盖全国劳动力的35.7%,即7.40亿

劳动力中的2.64亿①。在城镇,覆盖面是35.8%,在5.3亿劳动力中 (包括农

民工)覆盖1.9亿;如果将机关事业单位也考虑进来,城镇覆盖率是43.4%。
农村的覆盖率是35.3% (2.1亿农村劳动力中的7400万)。

在2.25亿农民工里,有1.40亿是跨省流动,大部分在城镇就业。截至

2010年,只有3300万人加入城镇公共养老金②,这意味着,城镇大约有1.97
亿农民工或者说约50%的有效劳动力没有参加养老金制度。

在低覆盖率的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工人的储蓄

能力十分有限,支付不起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缴费率。此外,参保和缴费的积极

性不高,因为对长期储蓄的待遇水平和养老基金运行的信息不够了解,参保和

领取养老金的手续繁杂,缺乏制度的信息,待遇计发公式和领取资格条件不透

明。

三、 碎片化程度高

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特征十分明显,但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再分配

是隐性的,具有累退性,各地区差距较大。东部发达地区高收入群体较多,

对基本养老金给予的显性补贴高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甚至基金分布与管理

的碎片化程度在一省之内也很高。只有北京、上海、陕西和天津实现了省级

统筹。
在目前隐性和不透明的再分配制度下,要实施变革是非常困难的,它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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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作者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得出。
数据引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布的 《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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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道德风险。在很多地方,个人缴费历史较短,参保时间晚,退休时间早,获

得地方政府的补贴较为容易。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提高统筹层次,使再分配显

性化,这就需要加强缴费和待遇之间的联系。待遇计发应以个人收入水平为基

础,而不是以职业路线为基础 (关于社会保险制度再分配的隐性与显性问题的

更多讨论请见第七章)。

四、 便携性差

由于风险集合较差,覆盖率低,为了满足农民工的需求,一些地方政府

(特别是在工人集中的沿海发达地区)为农民工和自雇者建立起诸多自己的小计

划,这就加剧了养老金制度的碎片化程度,他们的缴费率和待遇存在差别。这

些地方性的计划之间必然存在便携性问题,农民工异地流动时存在应计权益转

移的困难,因此很多人决定不参加养老金制度。这对劳动力流动带来了障碍,

不利于全国范围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五、 参保和缴费的透明性与激励性缺位

养老金缺乏透明性,待遇计发公式复杂,导致了参保的负激励。缴费的现值

与未来待遇的现值之间缺乏联系是一个严重问题。替代率不断下降,对制度的信

心也必然不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城镇养老金制度的缴费过高,甚至高于北欧福

利国家,很多中小企业感到很难承受,而且还有其他社会保险项目的成本。

六、 投资回报率低

本来可用于投资的基金呈现碎片化管理状态,因此很难建立起有效的投资

组合,且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存银行的回报率太低,公共养老基金被分割为

2000多个碎片,由上千个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分别管理。基金存入地方银行

已非常普遍,购买政府债券的比例非常小,长期以来年均名义回报率小于

2%①,相比之下,2001—2008年年均消费物价指数 (CPI)是2.2%。

第二节 “混合型”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思路

中国公共养老金制度面临的所有这些困难均来自目前的制度设计,即养老

金与缴费缺乏联系,再分配隐性化和不透明。解决当前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

·702·

① 引自国家审计署在第三次全国社会保障论坛公布的数据,2007年11月6日,见人民网:ht-
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82991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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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相加”的统账结合制度的重要出路在于,将其改革为名义资产与真实资产

相结合的 “混合型”制度。
所谓 “混合型”统账结合制度指:(1)个人和单位缴费 (雇主缴费)全部

划入个人账户,旨在将其改革为DC型融资方式;(2)根据DC公式,退休后转

换成一个终身退休金;(3)个人账户一分为二,一段实行真实的资产投资,一

段是现收现付;(4)将真实资产 (金融资产的回报率)与名义资产 (现收现付

制的内部收益率)“混合计算”,可达到一个8%的 “固定利率”即本文使用的

类似银行的 “公布利率”;(5)消除全体参保人的 “身份”界限与城乡户籍的鸿

沟,旨在实现社会保险的公平性和公正性;(6)城乡制度实现统一,消灭碎片

化现象。
这里要说明的是,这项政策设计考虑到了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目标:

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保体系。这章假定从2009年向 “混合型”统账

结合开始过渡,过渡期为2009—2020年。

一、 为个人账户筹资

个人账户由两段构成:一段是FDC,它来自真实资产,一段是 NDC。对

FDC那段,一个重要决定是如何对其储蓄进行投资。在目前条件下,我国不具

备像智利和香港地区那样由账户持有人对其账户资产投资进行自我决策的条件,
而只能选择集中投资或公积金的模式。为个人账户筹资是指,当养老金债务水

平确定并需要真实资产支持时,单一的机构投资者就制订和执行投资政策,而

没有必要将FDC资产从NDC的余额中分离出去①。账户资产实行全国统一投

资管理和集中投资策略,实行全国范围的统收统支。
转向DC型管理的一个重要收益是统筹基金更方便投资,并从根本上克服

了提高统筹的全部障碍,可一步到位实现全国统筹,为中央政府统一管理账户

资金的收入与支出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参保人异地工作和转续关系扫清了

障碍,因为养老金资产如同银行存款,完全透明,简单易懂。无论参保人在哪

里出生、工作和退休都不影响养老金积累和领取,没有任何身份歧视,国民待

遇平等一致,实现养老金的完全便携性,并可实现全国一卡通的查询和金融功

能。
目前基本养老金28%的缴费水平太高,不利于提高扩大覆盖面和提高企业

竞争力。本章提出个人缴费水平可维持8%不变,但单位缴费应全面下调。在

转型阶段,筹资公式可考虑三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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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至少在初始阶段,NDC的基金余额远远大于个人账户筹资所需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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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缴费为8% (在总体缴费率16%中,雇员缴费为8%),FDC的目

标是5%;
———单位缴费为12% (总体费率为20%),FDC的目标是8%;
———单位缴费为16% (总体费率是24%),FDC的目标是8%。①

上述FDC资产由中央统一投资,理论上,当全国个人账户达到目标比例时

即意味着FDC已经实现。企业缴费逐年下降并分布在启动改革后的11年里。
例如,在 “8%+8%方案”里,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最终从20%下降到8%;
在转型期,现行缴费率与目标缴费率之差将继续用于支付目前的养老金,即

FDC “溢出”的缴费资产实际上滞留在 NDC那段账户里 (见表6.1,从2009
年启动改革)。转型期结束后,全部雇主缴费进入FDC。

我们的预测显示了三个方案累计基金的演变情况。在转型期结束时,方

案一的当年收入2.7万亿,支出2.0万亿,资金累计结余8.8万亿元,占当

年GDP的13.1% (见表6.2)。进入FDC之后还有结余资金1.1万亿元;方

案二里的余额将达11.2万亿元,占当年 GDP的16.7%,当年略有缺口约1
万亿元,但随后几年的缴费将可弥补;方案三的基金余额到2020年将达当年

GDP的20.6%,实际资产比FDC的8%多出1.5万亿元。长期预测显示,所

有三个方案里,FDC的目标筹资水平均可实现,基金余额可用于应对流动性

波动。

表6.1 2009—2020年过渡期个人缴费均为8%三个方案 “单位缴费”和统筹部分 (%)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方案一 “8%+8%”:NDC16%,其中FDC5%

社会统筹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雇主缴费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方案二 “8%+12%”:NDC20%,其中FDC8%

社会统筹 7.3 6.6 6.0 5.3 4.6 4.0 3.3 2.7 2.0 1.3 0.6 0

雇主缴费 19.3 18.6 18 17.3 16.6 16 15.3 14.7 14.0 13.3 12.6 12

方案三 “8%+16%”:NDC24%,其中FDC8%

社会统筹 3.7 3.4 3.0 2.7 2.4 2.0 1.7 1.4 1.0 0.7 0.4 0

雇主缴费 19.7 19.4 19 18.7 18.4 18 17.7 17.4 17 16.7 16.4 16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

注:雇员与雇主缴费的表述如果是 “8+8”,意味着第一个数字是雇员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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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2009—2020年三个改革方案在转型期的财务可持续情况比较 (万亿元)

当年收支状况 滚存结余

当年收入 当年支出 当年结余 滚存结余 占GDP%

第1列 第2列 第3列 第4列 第5列

筹资后的余额

第6列

方案一 “8%+8%”:其中FDC5%

2009 0.91 0.64 0.26 1.00 3.47 0.86

2013 1.57 1.11 0.46 2.97 7.58 1.42

2017 2.21 1.74 0.47 5.78 10.84 1.48

2020 2.67 2.01 0.66 8.79 13.09 1.11

方案二 “8%+12%”:其中FDC8%

2009 0.91 0.64 0.27 1.01 3.49 0.76

2013 1.65 1.11 0.51 3.15 8.04 0.64

2017 2.47 1.76 0.68 6.73 12.61 -0.19

2020 3.22 2.03 1.15 11.3 16.75 -1.07

方案三 “8%+16%”:其中FDC8%

2009 0.92 0.64 0.28 1.02 3.53 0.77

2013 1.73 1.12 0.61 3.37 8.59 0.85

2017 2.74 1.78 0.96 7.74 14.52 0.83

2020 3.78 2.05 1.73 13.8 20.62 1.52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

注:表中各列说明如下:第1列 “当年收入”包含 “个人缴费8%+单位缴费8%+统筹部分+灵活就

业和农民个人缴费8%”(以方案一为例,下同),包括账户资产5.8%的真实投资收益率;第2、3列为当年

制度实际支出及其收支差额情况;第4、5列为累计结余,包括5.8%的真实投资收益率;第6列 “筹资后

的结余”指累计真实资产达标后的余额状况。

二、 自雇者与农民的参保登记、 缴费与补贴

这个NDC-FDC混合型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可促进自雇者登记参保,

包括没有雇主的农民群体。表6.3将就业者分为四大类:私人部门和国有企业的

职工;公职人员;城镇和非农活动的自雇者;农民。第一和二类群体的缴费继续

按工资收入缴费,雇主缴费的上限是当地平均收入的3倍。
对自雇者有两个问题应该考虑,一是他们的储蓄能力较低,二是他们的收入

水平很难估算。因此,他们的缴费应具有灵活性,其费基应设定为地方平均收入

的50%,费率应在个人强制性缴费的50%~100%之间。但这个费率到老年时不

可能提供足够的养老金,因此,应允许社保机构将所谓 “雇主缴费”以记账的方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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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混合型统账结合制度覆盖4类人员和12个群体的特征及其单位缴费来源

四大类
12个

群体
12个群体名称

群体特征、个人缴费费率

及其单位缴费来源

第一类:

职工

1 国有企业职工

2 民营企业职工

3 集体企业职工

4 三资企业职工

5 农民工 (含各类企业)

 私人部门职工的特征是有雇主,除个人

按法定费率缴纳以外,不管雇主的性质如

何,单位缴费均由用人单位依法缴纳。特

别指出的是,各类企业使用的农民工按职

工对待,用人单位要依法足额缴纳

第二类:

公职人员

6 国家公务员

7 各类教师

8
事业

单位人员

有财政补贴或差额补贴

无财政补贴

 公职人员的特征是其雇主被视为国家,

按双方缴费原则参保,除个人缴费以外,

雇主需依法足额缴费,其中,事业单位

的资金来源仍按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

无拨款的原有经费来源渠道和结构执行

(或另行规定)

第三类:

城镇灵活

就业人员

9 各类私营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

10 城镇自由职业者

11 城镇无职业居民

 这类3个群体特征是无雇主,“单位缴

费”部分采取 “记账”方式解决。个人

依法缴费,考虑到缴费能力,费基均按

上年社会平均工资的50%计算

第四类:

农民
12 农民

 农民为典型的无雇主参保人员,“单位缴

费”部分采取 “记账”方式解决;个人缴

费基数为当地上一年农村人均纯收入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

式直接计入其个人账户。当然,这个政策不可能由真实资产和现收现付的资产

来支付,而应予显性化并恰当解决。其中,减少这个债务的一个机制是在家计

调查的基础上给予目标补贴。对参保并缴费的农民也应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他

们的收入甚至比自雇者还要低。

测算结果显示,即使在没有额外收入的情况下,补贴也可在制度内部实现。

这是参保人的隐性债务,因为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他们领取的养老金将高于

其缴费 (即缴费的回报率高)。二是透明、显性和有补贴的方案要依靠政府的转

移支付,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担。例如,中央政府分担一个固定的、相当于雇

主费率50%的水平,这时,应考虑到全国范围的平均收入和受益人数量的情

况。地方政府可补足个人账户的缺口。转移支付的成本预测显示,预算成本是

可以管理的,在头几年里增加较快,但此后一直到2050年,三个方案分别稳定

在GDP的0.5%、0.8%或1% (见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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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2009—2070年农民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财政补贴及其占GDP比例

年份

方案一 (8%+8%)

补贴额 (亿元)

农民 其他 合计
GDP%

方案二 (8%+12%)

补贴额 (亿元)

农民 其他 合计
GDP%

方案三 (8%+16%)

补贴额 (亿元)

农民 其他 合计
GDP%

2009 287 66 354 0.12 431 99 530 0.18 574 133 707 0.25

2014 1588 784 2372 0.56 2382 1176 3558 0.84 3176 1568 4744 1.12

2020 2006 2426 4432 0.66 3008 3639 6648 0.99 4011 4852 8864 1.32

2030 2714 4502 7216 0.58 4072 6753 10825 0.87 5429 9004 14433 1.16

2040 4322 6946 11268 0.56 6483 10419 16902 0.83 8644 13893 22536 1.11

2050 6513 10619 17132 0.52 9769 15928 25697 0.78 13025 21238 34263 1.04

2060 11336 14915 26251 0.49 17004 22373 39376 0.73 22671 29830 52502 0.98

2070 20758 21353 42111 0.48 31137 32030 63167 0.72 41516 42706 84223 0.96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

注:“其他”指第三类即灵活就业人员。

三、 应计权益转换为初始资本与年金的计算

在退休时,目前制度里的个人及其累计的养老金权益应采取 “倒推建账”
的办法 “补齐”缴费记录,其方法是模仿以往的缴费 (一般情况下,不采纳完

整记录的办法),将既定的利率计入在账户。改革之后的新缴费直接计入NDC
和FDC的账户。

待遇发放形式既可采取一次性领取的方式 (少部分人),也可采取终身年金

的方式按月发放。待遇计算和发放应由新建立的 “全国基本养老基金投资管理

总局”(NABPFI)负责,该机构承担年金的风险测算。年金应与工资指数化挂

钩 (例如,覆盖工资增长率的60%)。
遗属养老金可考虑两种情况。如果参保人在退休之前死亡,账户的储蓄可

视同其他一般资产,其遗属可对其依法继承或按照遗嘱继承。测算发现,名义

资产转换成现金支付给遗属对养老基金余额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遗属继承额

的数值很小,在三个方案中均在0.2%左右 (见表6.5)。如果参保人退休后死

亡,遗属获取的养老金将视发放的年金种类而定。如果参保人希望死亡后给遗

属发放的是年金,那就需要建立共同年金。
这里给出替代率的参考值是,60岁退休的单一年金分别是41% (方案

一)、52% (方案二)和62% (方案三)。根据定义,共同年金的替代率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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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 “混合型”制度中个人资产继承对基金余额的影响

年份
死亡人数

(万人)

遗属继承额

(亿元)

没有继承的基金

结余 (万亿元)

有继承下的基金

结余 (万亿元)

遗属继承占基金

结余的比率 (%)

方案一 (8%+8%)

2009 50.9927 0 1.0349 1.0349 0

2013 111.3763 87.4314 3.6764 3.6532 0.2378

2020 119.1634 240.4365 12.7597 12.5835 0.1884

2030 163.1190 1361.4538 50.2754 48.9146 0.2708

2050 166.2235 7035.9238 280.9642 264.2942 0.2504

2070 147.6722 17222.3465 945.1541 854.4841 0.1822

方案二 (8%+12%)

2009 50.9927 0 1.0591 1.0591 0

2013 111.3763 87.4314 4.2018 4.1787 0.2081

2020 119.1634 240.4365 17.1196 16.9435 0.1404

2030 163.1190 1361.4538 71.5040 70.1432 0.1904

2050 166.2235 7035.9238 389.9343 373.2643 0.1804

2070 147.6722 17222.3465 1301.9817 1211.3116 0.1323

方案三 (8%+16%)

2009 50.9927 0 1.0865 1.0865 0

2013 111.3763 87.4314 4.7592 4.7361 0.1837

2020 119.1634 240.4365 21.6109 21.4347 0.1113

2030 163.1190 1361.4538 92.9634 91.6025 0.1465

2050 166.2235 7035.9238 499.6171 482.9471 0.1408

2070 147.6722 17222.3465 1661.0102 1570.3401 0.1037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

注:“遗属继承占基金结余的比率”是 “遗属继承额”除以 “没有继承的基金结余”的结果。

四、 确定利率的原则

确定利率的原则在两个阶段采取不同的原则。第一阶段是10年过渡期,名

义利率确定为8%,因为平均缴费工资增长率至少为8%。测算显示,8%的利

率在三个方案中均是可持续的。利率每年由国家统一公布,全国一个标准,每

月按时记入账内,透明公开,用电话和互联网即时可查。
在转型期之后,养老基金将支付具有可持续性的制度回报率,它是现收现

付资产增长率与真实资产投资回报率的加权平均值。测算显示,后者每年的真

实回报率估计为5.8%①。NDC的名义利率大约是覆盖工资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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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高退休年龄

改革后的制度里,计算养老金的基础是年金公式,它将自动考虑退休后的

余命。如果缴费年限相同,早退休的参保人获取的养老金就低于晚退休的参保

人。为鼓励延迟退休并领取较高退休金,在最低缴费年限的条件下应实行逐渐

提高退休年龄的改革,并分步实施,到2020年,女性退休年龄统一为60岁,

男性65岁。

第三节 引入社会养老金

虽然缴费型养老金覆盖面可望逐年扩大,但在转型阶段仍有很多老年人没

有养老金。此外,即使他们加入了养老金制度,但如果缴费期限短,他们的养

老金也仍不足以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因此,有必要引入一个转移支付的社会

养老金,支付给所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社会养老金可以是普惠型的 (给所有

老年人提供一个定额的转移支付),或为了减少成本而实行家计调查型,对不足

的养老金予以补足,这样,对领取缴费型养老金的群体来说,社会养老金可以

相应减少。社会养老金可以减少自雇者和农民群体对补贴的需求。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金的初始水平 (2009年价格)可以设定为每月200元,农村居民50元。

社会养老金每年调整,与全国平均收入增长率100%挂钩。

测算显示,即使建立一个普惠型社会养老金,其成本也是可持续的。在启动

改革的第一个五年里,全部支出一直低于或接近于GDP的0.5% (见表6.6)。随

着受益人数的增加,到2020年支出将超过GDP的0.8%。由于2040年后受益人

数将逐渐减少,支出也随之减少,到2070年稳定在GDP的0.6%左右。

应该注意的是,引入社会养老金将增加家庭收入,因此,将减少低保的财

政支出,相当于对低保的财政支出的置换。

表6.6 2009—2020年社会养老金支出预测

年份

城镇 (元/月/人) 农村 (元/月/人) 合计

受益

人数

(万人)

给付

额

支出

(亿元)

占GDP
(%)

替代率

(%)

受益

人数

(万人)

给付额
支出

(亿元)

占GDP
(%)

替代率

(%)

总支出

(亿元)

占GDP
(%)

2009 3078 200 739 0.26 9.1 7448 50 447 0.16 14.3 1186 0.41

2010 3279 224 881 0.28 9.1 7587 56 510 0.16 14.9 1391 0.45

2011 3462 251 1042 0.31 9.1 7732 63 582 0.17 15.4 1624 0.48

·412·



第六章 中国:一个基于NDC的 “混合型”养老金改革思路  
 ZHONGGUO:YIGEJIYUNDCDE “HUNHEXING”YANGLAOJINGAIGESILU

续表

年份

城镇 (元/月/人) 农村 (元/月/人) 合计

受益

人数

(万人)

给付

额

支出

(亿元)

占GDP
(%)

替代率

(%)

受益

人数

(万人)

给付额
支出

(亿元)

占GDP
(%)

替代率

(%)

总支出

(亿元)

占GDP
(%)

2012 3706 280 1244 0.34 9.1 7913 70 664 0.18 15.9 1908 0.53

2013 3927 311 1463 0.37 9.1 8082 78 753 0.19 16.4 2216 0.57

2014 4163 343 1714 0.40 9.1 8336 86 858 0.20 16.7 2572 0.61

2015 4380 377 1983 0.43 9.1 8596 94 973 0.21 17.1 2957 0.65

2016 4581 413 2272 0.46 9.1 8825 103 1094 0.22 17.3 3366 0.68

2017 4811 450 2601 0.49 9.1 9180 113 1241 0.23 17.5 3841 0.72

2018 5029 489 2949 0.51 9.1 9495 122 1392 0.24 17.5 4341 0.75

2019 5265 528 3335 0.54 9.1 9831 132 1557 0.25 17.5 4891 0.79

2020 5493 567 3740 0.56 9.1 10175 142 1732 0.26 17.5 5472 0.81

2021 6349 607 4626 0.64 9.1 10421 152 1898 0.26 17.3 6524 0.90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

第四节 结  论

这章描述了中国养老金改革的一个思路,其基础是NDC-FDC的混合型设

计。这个讨论给出了改革遇到的主要挑战:(1)对县市级的碎片化制度要实行

制度统一,以改善再分配和劳动力流动性;(2)提高目前制度的筹资水平 (即
统筹层次);(3)强调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4)改善个人参保登记和缴费的透

明性和激励性;(5)创造条件,将养老金覆盖面扩大到所有劳动力。
雇员和雇主缴费全部存入个人账户。制度债务应由两类资产给予支撑:现

收现付资产 (NDC部分)和真实资产 (FDC部分)。长期看,这个混合型制度

的收益率是NDC的名义利率和真实资产的实际投资回报率的加权平均。在这个

制度下,NDC的利率在扣除物价之后固定将风险减少到宏观经济和人口风险的

水平。
这个改革思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养老金可覆盖到正规部门的工资收入者、

自雇者和农民,其部分原因是在缴费和权益之间创建了一个直接联系,改善了

参保和缴费的激励性。为鼓励自雇者参保,一个改革思路是对他们的缴费给予

资助 (相当于雇主的缴费)。这项改革还考虑到了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引入社

会养老金,其结果将会减少对缴费补贴的需求。最后,改革的目标是降低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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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这将有利于激励正规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章很大程度上还考虑到了改革实施的问题,特别强调的是,它对转型期

的制度安排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有一个问题涉及现行参保人应计权益的转换计

算,例如,提出 “倒推建账”(即追溯历史)的建议是为了有效计算资本的初始

水平并向这个新 “混合型”制度进行转移支付。此外,还包括逐渐降低缴费率,
降低目标筹资水平和提高最低法定退休年龄等。以精算模型为基础的测算显示,
改革的财政成本是可负担的,长期内,养老基金的财务可持续性是可以保证的。

图6.1 2009—2070年社会养老金受益人口的规模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

附录:预测模式与假设条件

本附录提供了本章测算中使用的模型、数据和假设条件,讨论了包括替代

率、基金平衡和筹资比率的三个模型。

替代率模型

缴费终值。一个在t年退休的典型工人,退休第一年的名义资本价值 (即

所有缴费的终值,FVI)是:

FVIt=Wa,t-b+a*∑
b-1

i=a
c*θt-b+i

t-b+a+1*ϑi
a+1*γt-1

t-b+i+1 (6.1)

其中,a 是参保人开始工作的年龄,b是法定退休年龄,Wa,t-b+a是初始工

作年龄的工资,c是个人账户缴费率,θt-b+i
t-b+a+1是归属于社会因子的工资增长指

数。后者是社会工资增长率wj 的函数,可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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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t-b+i
t-b+a+1= ∏

t-b+i

t-b+a+1

(1+wj)(i≠a) (6.2)

θt-b+a
t-b+a+1=1 (i=a)

ϑi
a+1是归属于个人因子的工资增长指数,后者是工龄工资增长率ψi 的函

数,来自于职业生涯的年限,可表达为:

ϑi
a+1=∏

i

a+1

(1+ψi)        (i≠a) (6.3)

ϑa
a+1=1 (i=a)

γt-1
t-b+i+1是归属于公布利率αj 的利率指数,利率每年计入账户,其表达为:

γt-1
t-b+i+1= ∏

t-1

t-b+i+1

(1+αj)(i≠b-1) (6.4)

γt-1
t =1 (i=b-1)

养老金现值。对一个t年的退休者来说,其全部养老金现值 (PVE)的表

述是:

PVEt=Bt+
Bt(1+kt+1)
1+βt+1

+…+Bt∏
t+eb-1

t+1

1+kh

1+βh

æ

è
ç

ö

ø
÷   

=Bt* 1+ ∑
t+eb-1

j=t+1
∏
j

t+1

1+kh

1+βh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6.5)

其中,Bt 是退休后第一年的养老金 (t年的养老金),eb 是退休后的平均

寿命预期;kh 是以往社会平均工资60%的调节因子 (kh=0.6w'
h-1);βh 是折

现率,等于制度的内部回报率,假定βh=αh。
替代率。基于精算中性的原则,下述公式可表达为:

FVIt=PVEt

将公式 (6.1)和 (6.2)带入公式,得到:

Wa,t-b+a*∑
b-1

i=a
c*θt-b+i

t-b+a+1*ϑi
a+1*γt-1

t-b+i+1=Bt* 1+ ∑
t+eb-1

j=t+1
∏
j

t+1

1+kh

1+βh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6.6)
于是,Bt 在分离成一个组成部分之后,就得到:

Bt=
Wa,t-b+a*∑

b-1

i=a
c*θt-b+i

t-b+a+1*ϑi
a+1*γt-1

t-b+i+1

1+ ∑
t+eb-1

j=t+1
∏
j

t+1

1+kh

1+βh

æ

è
ç

ö

ø
÷

(6.7)

最终,我们获得替代率Rt,

Rt=
Bt

W'
t-1

=
Wa,t-b+a*∑

b-1

i=a
c*θt-b+i

t-b+a+1*ϑi
a+1*γt-1

t-b+i+1

W'
t-b+a*θt-1

t-b+a+1* 1+ ∑
t+eb-1

j=t+1
∏
j

t+1

1+kh

1+βh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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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t-1是退休前那年的社会平均工资,W't-b+a是参保第一年的社会平

均工资。

基金平衡模型

养老基金收入。由于为社会统筹的缴费持续到2020年,所以,我们将分别

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建立基金收入模型。
个人账户的基金收入是:

It=μ*∑
b-1

i=a
c*Wa,t-i+a*θt

t-i+a+1*ϑi
a+1*

Ni-1,t-1+Ni,t

2
æ

è
ç

ö

ø
÷ (6.9)

其中,μ 是缴费密度;Ni-1,t-1是t-1年末i-1年龄的缴费工人数量,

Ni,t是t年末i-1年龄的缴费工人数量。
社会统筹的基金收入是:

I't=μ*∑
b-1

i=a
c't*Wa,t-i+a*θt

t-i+a+1*ϑi
a+1*

Ni-1,t-1+Ni,t

2
æ

è
ç

ö

ø
÷ (6.10)

c't是t年社会统筹的缴费率,其中,t≥2020,c't=0.
养老基金支出。在2009—2020年过渡期,根据目前的水平,退休工人的平

均替代率是55%。2020年之后, “混合型”制度对新退休者提供新的替代率。
所以,在养老金支出模型中,无须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区分开来,而应使用

一个统一的公式:

Et=∑
ω-1

i=b
μ*Rt-i+b*W't-i+a*θt-i+b-1

t-i+a+1*(
N'i-1,t-1+N'i,t

2
)*φt

t-i+b+1

(6.11)
其中,Et 是支出,ω 是遗属的年龄高限,φt

t-i+b-1是调整指数,可表达为:

φt
t-i+b+1= ∏

t

t-i+b+1
1+kh( )   (i≠b) (6.12)

φt
t+1=1 (i=b)

养老基金年度平衡。养老基金的年度平衡 (Mt)是

Mt=It+I't-Et+Ft (6.13)
其中,Ft 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
累计赤字或养老基金余额。养老基金的累计赤字或余额 (Gt)是

Gt=Mt+Gt-1* (1+rt) (6.14)
其中,rt 是养老基金真实投资收益率。

筹资比率模型

隐性养老金债务 (IPD)是指某一时点所有未支付的养老金权益总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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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为:

IPDt=∑
b-1

x=a
Nx,t*∑

x

i=a
c*Wa,t-x+a*θt-x+i

t-x+a+1*ϑi
a+1*γt

t-x+i+1( ) (6.15)

筹资比率可表达为:

δt=
Gt

IPDt
(6.16)

基础数据和假设条件

参保雇员和退休者人数。测算程序分四步:

1.建立2005—2070年人口动态均衡公式和不同年龄与性别的人口预测。
生育率、寿命预期、死亡率等所有假设条件直接来自参考文献或作者基于 《中
国1%人口抽样调查》(NBS2007)以及联合国人口司 (UN2007)发布的 “世
界银行人口预测:2006年版”的计算结果。

2.城镇—农村移民的年龄结构曲线来自2005—2070年城镇不同年龄和性

别的人口调查数据,其假定的城镇化率来自一些现成的研究成果。

3.2005—2070年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城镇就业人口预测是根据 “中国第五次

人口普查”的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计算得出。

4.新参保人数的估算来自政府设定的2020年实现全覆盖的目标。2005—

2020年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数量来自目前新参保人年龄和性别结构情况的估算。

2005—2020年不同年龄与性别参保者和退休者的总数根据参保人口的动态均衡

公式算出。
平均初始参保年龄。根据北京、成都、大连、上海和西安五省市调查结果,

1999年参保人的平均初始年龄为16岁。资料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

保险研究所。根据这项研究的结果,参保人的初始参保年龄2001年是16岁,

2005年是17岁,2010年以后是18岁。
考虑到中国2020年实现全覆盖的目标,从现在起到2020年的新参保人不

仅包括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工人,还包括工作多年的参保人。本章假定参保

人参保的初始年龄在2004年之前平均是17岁。在2014年之前,平均每年增加

1岁,届时,初始年龄是27岁。如果假定扩大覆盖面很顺利,在2020年之前

每年减去1岁,那时就是21岁。
工龄工资的增长率。根据中国学者的调查数据和研究文献,本章做出如下

假设:工龄工资在22~40岁之间的年度增长率是1.5%,41~60岁是1%。对

低于22岁的年轻人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工龄工资增长率是零。
其他指标。表6A.1显示的是其他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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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A.1 人口与经济主要参数

指标 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3020402050+

城镇化率

(%)
48.6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5 68 70

劳动参与率

(%)
67.567.567.8 68 68.368.568.8 69 69.369.569.8 70 70 70 70

失业率 (%)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平均

退休年龄
55 55 55.5 56 56.5 57 57.5 58 58.5 59 59.5 60 65 65 65

实际投资

回报率 (%)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5.8

公布利率

(%)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 * *

GDP名义

增长率 (%)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5 5 5

名义工资

增长率 (%)
12 12 11.5 11 10.5 10 9.5 9 8.5 8 7.5 7 5 5 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中国数据计算并预测。

注:离散数据来自线性插入法。失业率是登记失业率。2020年之后,公布利率 (αj)是个人账户的

筹资与未筹资回报率的加权总和,其中,前者是真实投资回报率 (rt),后者几乎相当于工资增长率

(wj),其公式可表达为αt=rt*δt+wt* (1-δt),其中δt 是筹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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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阿格尼斯卡·克罗恩 多明扎克*

在上卷第六章里,郑秉文对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

思的方案,即在混合型制度的基础上把 “名义缴费确定型” (下简称

“NDC”)纳入进来。以NDC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为缓解中国目前的人口老

龄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机会。
正如该文所指出的,设计良好的NDC制度可有效地分散人口老龄化风

险 (见GóraandPalmer2004)。引入NDC公式可使制度根据寿命预期的提

高而进行调整,正确设计的NDC指数化账户可分担年龄结构变化的风险以

及工作与退休人口比例变化的风险。

NDC制度还为加强农民工养老金权益的可转移性打下良好基础。由于

中国养老金制度的碎片化和工人的高流动性,建立一个DC型账户平台将

有助于识别和认可终生工作经历所获得的养老金权益。
最后,一个NDC型制度有利于应对目前扩大中国养老金覆盖面遇到的

挑战。DC型制度既可激励缴费,又有利于养老金权益的识别与认可,甚至

包括期限很短的缴费,所以,有利于保护未来的老年工人。
上述提到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流动快、覆盖面较低等因素组合起来

成为中国的独特现象,在任何其他实施或考虑NDC制度的国家里是看不到

的。作者对这些挑战做了确认和描述,指出应深刻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峻

性。由海基·奥克萨宁撰写的第七章对中国养老金改革的讨论提供了另外

一个视角,即对中国养老金面临的挑战做了一个外部评估,是对本章的一

个很好的补充。
正如第六章所论述的,郑秉文给出的混合型NDC的改革思路为讨论中

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潜在框架提供了一个良好开端。这章概括了未来构建

制度的主要要件,包括缴费率水平、雇员与雇主平均分担缴费、NDC账户

的指数化,考察了将覆盖面扩大到农民的制度选项,讨论了引入社会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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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作为反贫困手段的前景。正如阿格尼斯卡·克洛恩-多明扎克、丹尼尔·佛朗

哥、爱德华·帕尔默在本卷第二章所讨论的,鉴于其他国家NDC养老金的制度

设计,有些制度要件需要进一步精心设计。
首先,决定新制度的缴费率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中国养老金制度的财务

形势,还需考虑到它的未来———既包括养老金计划的财务可持续性,还包括养

老金给付的充足性。其他国家的经历显示,相当于工资20%的缴费率为获得一

个大约60%~70%的替代率打下了基础,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与人口形

势。较低的缴费水平将导致一个相对较低的待遇水平,在设计养老金制度时,
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事实。

改革养老金制度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NDC与FDC (实账缴费确定型,下

简称 “FDC”)两个账户的回报率。作者建议,NDC的回报率是需要管理的,
以中国的预期工资增长率为基准。预先确定回报率的做法有可能导致养老金制

度低效。在NDC制度里,回报率应与覆盖的工资增长率挂钩,因为要考虑到覆

盖工资的变化和参保人数量的变化。如果行政手段确定的回报率较低,未来养

老金水平就会低于所能提供的养老金,除非让养老金制度陷入财政不可持续的

境地。反之,如果行政手段确定的回报率较高,其结果就会使可持续性遭到损

失。所以,额外的保护措施还是需要的,例如,瑞典养老金制度建立了一个平

衡机制 (见本卷第二章)。
现在回到应计养老金权益的识别与认可问题,建议的改革方案是对缴费历

史进行记录,以计算NDC账户的价值。瑞典实行的就是这样的方案,但应该注

意的是,这要求对以往的工资收入和雇员缴费予以准确地记录,如果没有这些

信息,就只能寻求简单的方案,比如,使用养老金改革前的方式。
作者建议对这个混合型制度实行混合式的筹资方式,一部分缴费分散到

FDC制度里,其资产由中央政府实施投资管理。这就需要进一步给出制度细

节,精心设计资产管理与投资的规则,包括制定基准、确定缴费资金实行投资

的大类资产配置、给出国际投资的风险承受程度。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投资的

制度背景、投资政策和国际标准,例如,OECD发布的 《OECD养老基金治理》
(2005年)、《OECD养老基金资产管理指引》 (2006年)和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ISSA)发布的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指引》(2005年),后者包括了治理结构和

投资管理两个方面。
这章还涉及了养老金制度未来扩大覆盖面的问题,特别是自雇者和农民的

覆盖面。作者正确地指出,由于这些群体收入较低,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即他

们未来的养老金给付可能不充足。作者提出的一个潜在解决方案是有选择性地

对那些为自己账户筹资进行缴费的工人群体的缴费提供补贴。虽然这样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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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似乎可以解决一些潜在问题,但也能制造一些其他问题,例如借口逃避缴费。
需要建立一个控制机制,以便支持建立起一种再分配机制。还应值得注意的是,
缴费补贴和再分配不仅与特殊群体的工人联系在一起,还应为产假、陪产假和

失业期间等有选择性的工作中断提供补贴。
作者建议引入社会养老金,这是再分配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那些没

有积累起足够养老金权益的群体来说可确保获得一个最低收入。作者指出,社

会养老金可以是普惠式的,也可以针对养老金收入设计成家计调查式的,它取

决于养老金制度的财务状况。如同这章所阐述的,存在这样一个机制,意味着

可以减少一个其他老年人口的社会安全网机制。
这章还对未来变化及其潜在结果做了预测,其主要集中在财务可持续性和

总体支出水平上。虽然给出的预测支持这些建议,但还需进行敏感性测试,在

经济预测的基础上,对提出的方案做出评估。
作者并没有讨论个人账户系统的行政管理这个重要议题,但它对实施NDC

制度最具挑战性,特别对中国来说更具特殊意义,因为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农

民工养老金权益在便携性上存在困难。
总而言之,这章精心设计的混合型NDC的方案强调了中国养老金制度面临

的挑战,对养老金制度的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但在很多方面还停留在泛泛的

一般层次上。其他国家的经历显示,制度设计的细节和良好的行政管理能力对

未来的实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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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 老龄化经济
下的养老金改革

海基·奥克萨宁*

本章分析了中国碎片化养老金体系改革方向的几种选择,该体系目前

仅仅覆盖了55%的城镇职工和极小部分的农村人口。本章首先概述了中国

养老金体系的历史沿革,然后提出了相关的改革建议,并讨论了改革需遵

守的基本准则,尤其是需降低养老金缴费率来增加制度的吸引力以及提高

覆盖率。鉴于中国人口急速老龄化,我们建议实行名义账户 (NDC)制度,

且调整养老金缴费规则以应对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

将累积的养老金权益转移到 NDC账户内,并开始采用新的指数化的

NDC账户规则,对于中国的养老金体系来说并非是惊险的一跃。相反的,

这或许是一种有效且被期盼已久的规则的明确和向全国统一养老金体系的

迈进。基于中国数据的模拟模型,我们构建了一系列养老金改革的方案并

评估其特点。

第一节 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概况及背景

中国的养老金体系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比如现有体系覆盖率低,没

有按预期的模式运转,人口老龄化加速等。

在城镇职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下,2008年 养 老 金 支 出 占 GDP的

2.5%,缴费收入占2.7%。因为缴费收入持续超过养老金支出,所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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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总额在2008年达到GDP的3.3%①。这些数据相对较小,而且农村人口的

养老金对整体数据也几乎没有影响。养老保险体系覆盖率较低,城镇职工低于

30%,大部分农村老龄人口则没有养老金。基金盈余的主要来源是较低覆盖基

数之上的覆盖率缓慢增长。
中国现行的城镇职工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

提出建立完全积累制个人账户 (FDC),退休后基本养老金额度为社会平均工资

的20%。由于政策执行的问题,这些账户实际上是空账运转,缴费被用于当期

养老金发放或者支付其他费用。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这些个人账户累积的

权益,是填补空账,还是接受现有制度已经类似于无基金积累的现收现付制度

这个事实,从现在开始重建并修改规则且付诸实施。

一、 低覆盖率

中国现行的养老金体系计划共计覆盖3.02亿 (2008年)的城镇职工,但

实际上仅有55%的职工在缴费。由于要求强制参加计划的规定并不明确,导致

遵缴率低下。逃费的一个明显原因是缴费率较高,企业和职工缴费率合计达到

工资的28%。同时,因为相关的规章制度不明确,人们不信任这个制度,怀疑

其可持续性,且担心缴费会被挪用。
城镇职工养老金体系也覆盖了一些公共服务部门,主要是教育和医疗卫生

系统。其他事业单位和政府公务员另有一套由政府财政资金支付的养老金制度,
养老金支出约占GDP的1%。

2008年,在农村的4.73亿劳动人口中,公共养老金体系仅覆盖了5600万

人口,占比仅为12%。农村老年退休人口为5.1亿,他们的养老金非常低,

2005年仅为每月58元 (BirminghamandCui2006)②。2009年8月发布的政府

规划 (中国2009)显示,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意识到,提高农村人口的养老金覆

盖率是一个挑战。

二、 人口老龄化加剧

中国人口数量高达13亿,人口老龄化速度在世界上也是最快的。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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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除非另有说明,数据来源于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这里指来源于缴费的收入。根据统计年鉴,
总收入是GDP的3.2%,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MHRSS)的数据显示,其中有0.5%来源于政

府的转移支付。资产由省、市或者县级机构管理 (Impavido,Hu,andLi,2009)。另外一部分是全国社

保基金 (NSSF)管理的资产,2009年底其占GDP的2.4%。
以2010年的名义汇率计算,人民币58元相当于6~7欧元。但据IMF出版的 《世界经济展望

2010》,在中国,欧元的购买力是2004年欧盟扩大之前原15国 (EU-15)的4.5倍。因此,从购买力角

度看,人民币58元相当于欧盟15国的3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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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以上人口为1.11亿,到2050年预计将增长到3.31亿,同时预期寿命也将

从目前的73岁延长至80岁。如图7.1所示,到2050年,年龄在65岁及以上

的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率 (老年人口赡养率)也将从目前的11%增长到

38%。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的中等出生率计算,2050年西欧和其他高收入国家

的老年人口赡养率会更高一些,目前这些国家的老年人口赡养率为25%。图

7.1也验证了我们这里使用的预测模型跟联合国的人口预测结果大体上一致。
但是在联合国预测中,2045—2050年中国赡养率预测的部分偏低,这是值得怀

疑的。基于同样出生率和死亡率来测算,我们预测的数据表现出更明显的上升,
接近最为富裕的福利国家的水平。

图7.1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老年赡养率实际值与预测值 (至2080年)
资料来源:2050年以前数据来自于联合国2009年数据。本文模拟结果是根据中国养老金体系数据

模拟计算的。

注:老年人口赡养率指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百分比。地区划分按联合国规

定,详见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progareas/population.shtml.

三、 养老金系统性改革的重要性

鉴于以往的养老金改革并没有建立起一套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体系,中国

政府和专家学者也在考虑改革养老金体系的结构并且扩大其覆盖范围。在过去

几年 中,国 内 外 专 家 提 出 了 一 系 列 的 改 革 建 议 (例 如,CERAP2005a,

2005b)。其中一些专家也建议承认整个养老金体系实际上已经变成纯粹现收现

付制这个事实,提倡通过类似拉脱维亚、波兰及瑞典的改革逐步建立 NDC制

度。在NDC的体系下,缴费率是固定的,缴费在名义资本账户里积累,按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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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制定的规则记录收益 (例如使用工资增长率),以保证财务的平衡。退休时,
养老金的额度由基于退休时预期寿命的年金因子决定,未来受益人也可以选择

灵活、可持续的领取规则。在NDC制度下,缴费可以不采取完全积累制或仅采

用部分积累制。如果采用部分积累制,在个人养老金待遇与整个养老金体系的

总资产之间没有严格的关联关系,资产收益是在不同代劳动者之间分配的,且

分别制定收益率计算规则来反映这种过渡性安排。
在本章,我们将考察各种改革建议,且通过模型来分析这些改革方案的影

响。我们会提出另一种改革路径,更重要的是设计一种新的改革方案,并从养

老金制度关键变量的角度来阐述,推动养老金体系从当前的碎片化状态转向

NDC制度下更加一致的规则。当然,NDC制度也不是万能药和美好蓝图,只

是在制度设计规则和实施之间预留了一定的调整范围。本文建议用私营部门管

理的FDC养老金制度作为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这可能是对NDC制度这

一支柱的有效补充。
政府部门承担着保证养老金体系正常运转的责任,对于养老金改革路径的

分析自然非常关注。但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尽早并令人信服地宣布改革方向也

是很重要的,他们需要对退休年龄和退休金做出现实的预期。
我们研究中国养老金体系还有着更广泛的原因。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中国

农村低成本、低技能的劳动力提供了充足来源。养老金的融资成本影响着劳动

力的价格。同时,劳动力供给也受到退休年龄的影响,中国为了减轻养老金体

系的负担,迟早会提高退休年龄。劳动力的供给和价格 (包括养老金缴费)将

会对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产生影响。因此,养老金体系会在整体上影响中国经

济,中国经济因其体量大进而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如果以购买力标准来衡量,
中国的经济规模目前仅次于美国而排名世界第二位,超过日本2倍多,超过德

国3倍多。即便以目前的价格和汇率来计算,截至2010年,中国也超越了日本

而取代其第二名的位置。①

除影响劳动力价格外,养老金体系也影响着国内储蓄,进而影响到经济的

外部平衡。② 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这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经常账户的国际失

衡,进而影响全球的经济环境。最近,在有关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讨论中,
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也有能力增加国内消费,这一观点也被中国政府自身和其

他国家反复提及。中国的养老金也成为影响国内消费的一个越来越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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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果对货币区域进行比较,中国GDP的购买力已经占世界第二位,取代了2011年欧元区的地

位 (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虽然中国的储蓄率受养老金的影响较明显,但同时也受到诸如房地产政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见ChamonandPrasa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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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养老金制度简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以后,中国建立了统一集中的养老金制度,按照工

资总额的3%提取劳动保险基金,由企业工会进行管理。1969年,在 “文化大

革命”期间,工会组织被撤销,各个国有企业承担了提供养老金的责任。这就

是如今仍然很普遍的碎片化养老金体系的起源。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放宽了养老金领取资格的标准,使养老金领取者急剧增加。同时期,计划生育

政策也开始制定实施,直接导致当时的出生率大大降低,而此前每名妇女生育

约2.1个儿童。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结果,出生率低至1.3左右 (联合国估算

为1.77)。
为了适应更具市场导向性的经济,国有企业面临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养

老金负担日益加剧,并且各级政府也被要求承担养老金义务。因此,在20世纪

80年代中期,中国尝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地市级统筹的养老金体系。由于不同

地区和行业的差距,养老金体系被割裂了。
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碎片化养老金体系所导致的养老金不可携带、不

可转移的问题已经得到社会公认,且预期的人口变化也使养老金体系的财务可

持续性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在各种现实的困难下,中国政府尝试建立一个多支

柱的养老金体系,基本养老金由强制性个人账户缴费提供,补充的部分由享受

税收优惠的自愿性养老金计划提供。1991年,政府遵照上述原则正式启动了建

立养老金体系的过程,随后还颁布了一些政策以维持全国统一的养老金制度和

各省自主选择权之间的平衡。这个过程在世界银行1994年出版的一份报告内也

有相同的描述。该报告也建议逐步建立以个人为基础的完全积累的第二支柱养

老金。后来在199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推荐中国建立多支柱养老金体系,职工

工资收入的9%作为第一支柱的缴费,8%计入个人账户作为第二支柱 (Agar-
wala,1997;seealsoPiggottandLuBei,2007)。第一支柱设计的替代率为

24%,第二支柱为35%。报告也同样指出,如要保证第一支柱养老金体系可持

续且第二支柱能累积起足够的资产额度,显然就要求养老金资产的回报率必须

高于经济增长率。

1997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发26号文 (中国1997),规定了中国建立

养老金制度的根本原则,并由各省分步实施。文件规定第一支柱为现收现付

制的基本养老金,只要个人缴费满15年,基本养老金按职工所在地上年度职

工平均工资20%计发,第二支柱是个人账户养老金。退休年龄方面,男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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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为60岁,女性干部为55岁、工人为50岁。与世界银行所建议的缴费率相

比,中国养老金制度的缴费率相当高 (见下文 “最近提出的建议”的评论)。企

业和职工总计需要缴纳工资收入的28%,其中20%为企业缴纳。企业缴费7%
计入个人账户,该比例逐渐减少到3%。起初个人缴费8%的一半计入个人账

户,个人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的比例逐步提高,到2005年8%的缴费全部计入个

人账户。
上述参数的设计期望达到58.5%的替代率,其中20%来自计划中的现收现

付部分,38.5%来自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算公式如下:在个人账户

内按工资收入的11%缴费超过35年,按与工资增长率相同的收益率计算,退

休时账户资产积累可达到退休时年收入的3.85倍。假设退休后以10年的余命

计算,月度养老金即为退休时账户总资产除以120个月。这种方式计发的养老

金相当于退休时工资收入的38.5% (LeckieandPai2005)。在职劳动者或退休

者去世后,个人账户内的资产是可继承的。由于人们退休以后的余命早已经远

远超过了10年,并且还在不断增长,因此这个养老金制度在财务上是绝对不可

持续的。
按照职工参加工作时间的不同,该制度也采取了不同的覆盖方式。1996年

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完全按照新制度执行,1996年底前退休的职工通过所在地

市一级仍按照旧制度执行,剩余中间段的职工按照一定的比例同时被新旧两套

制度覆盖①。
上述养老金体系并没有像预先设想的那样运转。因为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

国有企业改革,很多工人未到退休年龄就下岗并开始领取养老金,甚至有些人

在40岁就开始领取。这造成个人账户大部分都在空账运转,政府不得不使用当

期的缴费收入支付当期的退休金。2000年,国务院发布国发42号文 《关于印

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 (中国2000),并决定于2001年在

辽宁省进行试点,将现收现付制部分与个人账户分开,逐步做实个人账户。雇

主缴费 (工资的20%)进入统筹基金,员工的个人缴费提高到工资的8%。此

外,鼓励雇主通过多种方式建立自愿性补充养老金计划。对于社会统筹部分的

基本养老金额度,新政策也规定如果缴费超过15年,最高可以得到社会平均工

资30%的养老金。
如前文所述,假设年金因子为10,个人账户部分的月养老金发放额度为退

休时账户资产除以120个月。国发42号文再次确认了这种养老金计发方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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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eckieandPai(2005);WilliamsonandDeitelbaum (2005);DrouinandThompson (2006);

Zhang (2007);Li,Dorfman,and Wang (2008);Huand Davis (2009);Impavido,Hu,andLi
(2009);Herd,Hu,andKoen (2010);WorldBankandOEC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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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当个人账户养老金资产发放完毕时,该部分养老金从社会统筹基金中

支付。因此,政府最终承担了养老金赤字的责任。在2000年底,在养老金省级

统筹基金面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依然建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NSSF)作为战略储备金,划拨国有企业资产到该基金中以弥补养老金缺口,
要求国有企业上市融资额的10%转让给全国社保基金。但由于中国的股市表现

欠佳,而且这种 “上市税”备受争议。于是,国有资产划转全国社保基金事宜

被叫停 (LeckieandPan2007)。随后,在部分省市出现的腐败案也使养老基金

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例如2006年的上海社保案①。据报道,2009年底全国社保

基金资产占GDP的2.4%。

2004—2006年,辽宁的个人账户做实试点扩展到另外10个省 (中国总计

31个省)。这11个试点省份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9% (Salditt,Whiteford,

andAdema,2007)。根据各试点省份的财政状况,个人账户做实部分的缺口由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负担。2008年,全国各级财政转移支付额度总计达

GDP的0.5%,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政府筹资已经成为常态且不可或缺。
上述措施和其他试图实现养老金体系财务可持续性的努力都收效甚微。有

关现行体系的详细信息和存在的问题,读者可以参阅例如DunawayandArora
(2007)、LeckieandPan (2007),Clarke (2008,2009)和冼懿敏 (2008)等

参考文献。
问题的根源在于,1997年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改革没有建立全国统一

的体系,反而非常零碎。原本改革的预期是建立一个重要的完全积累型支柱,
但到2008年底,估计的资金储备约占GDP的5%,仅仅为原始规划蓝图的一小

部分。今天,仅有55%的城镇职工被覆盖,而农村绝大部分人口尚在体系之

外。通过上文所提到的个人账户做实试点,期待能获得更多经验来修订和完善

该体系,实行一个更全面的改革计划。接下来,我们会叙述一些新的建议、举

措和想法。

一、 最近提出的建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养老金改革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相当高的

关注,因为中国作为主要的经济体,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已经成为一个关键的

角色。或许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养老金改革的选择路径还是相当宽泛的,改

革方向将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的冲击力。中国的养老金改革方向已经成为一场

辩论,这绝不出乎意料。辩论双方一方支持建立以强制性FDC为主的制度,另

·132·

① 陈良宇,时任上海市委书记,2006年因涉嫌腐败和滥用社保资金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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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则支持由政府管理的DB型现收现付制度①。
最早的争辩是在Yin,Lin和盖特 (2000)这部收纳了中国和国外专家的论

文集中。费尔德·斯坦代表了上述第一种观点,阿罗代表了第二种观点。在世

界银行最新的一部论文集中,费尔德·斯坦和利伯曼 (2008)再次重申支持建

立FDC制度,并且提议将隐性的养老金负债转为显性的国家债务,来解决养老

金转制的成本②。在同一本书中,Li,多夫曼和 Wang(2008)建议中国转向建

立NDC制度,将没有基金积累的现收现付制和有基金积累的DC制的一些特点

结合起来。由中国财政部授权、世界银行即将出版的养老金改革述评中将建立

NDC制度作为改革提议的中心,在该制度下,城镇和农村的养老金体系应该结

合在一起 (世界银行即将出版)。

同时,在名为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的项目中 (CERAP2005a,2005b),来

自中国和国外的专家组也发布了共同研究的课题成果,对养老金政策和体系的

设计提出了更广泛的建议。小组的两个成员巴尔和戴蒙德在2008年的著作中也

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并且在2010年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专家组强烈建议

改革采用建立NDC制度。他们认为,应该承认当前的个人账户制度实际上已经

变成了部分积累制,也不应该去试图填补空账,因为这样会让现有职工的缴费

负担过重。

Zhang (2007)也与上文所述的Li,多夫曼和 Wang (2008)持有同样的观

点,威廉姆森和迪特鲍姆 (2005)也支持该观点。郑秉文 (2007)建议,进入

公共账户的缴费额度下降到工资的8%,用于支付DB型现收现付制度下的养老

金;工资16%的缴费进入个人账户,进行不完全的积累, (至少一部分)以

NDC账户为基础进行运营管理。在总计为工资额度28%的缴费中,剩余4%的

部分应当进入第二支柱,建立完全积累的DC型计划。郑秉文在本书的第六章,
提出了基于NDC制度的改革建议。

费尔德·斯坦和利伯曼 (2008)实际上重申了世界银行1997年的建议,并

主张向新设立的FDC账户资金征收8%的工薪税。他们也不假思索地重申这将

产生35%的替代率,再加上社会统筹部分,这样养老金水平就会合理并且充足

了。他们建议废除向第一支柱的养老金缴费,通过发行国债来偿付已累积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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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主要论 点 见 OrszagandStiglitz(2001);FeldsteinandLiebman (2002)和 Oksanen (2004,

2010)。
费尔德·斯坦和利伯曼 (2008)认为,在一个完全积累制体系内,8%的缴费率将产生35%的替

代率。基于我们建议的人口假设条件和显著提高的退休年龄,这要求资产回报率超过GDP增长率3个百

分点。在我们的模型中 (见 《中国养老金模拟模型和改革选择》),我们谨慎地假设收益率 (和DC计划

的资产回报率)在未来30年中都低于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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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权益,通过基础广泛的税收 (如增值税)来偿还国债,提供基本的社会统

筹部分养老金。
在一些确定的简单假设条件下,维持非完全积累的养老金体系,或者是通

过发行国债来偿付已累积的养老金权益 (隐性负债显性化),进而转向FDC制

度,这两种方式带来的退休金水平和需要的融资总额是相等的。转向FDC制度

的倡导者主要强调此种模式可以通过工薪税等税收来转移部分财政负担,以减

轻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他们还指出,这也会对金融市场机构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那些建议保持非完全积累制度体系的倡导者主要考虑到增加公共债务 (约

为每年GDP的100%)会带来的危机,且与之规模相当的资产会以私营 (受
托)养老金形式来管理。这对中国来说,等于在金融市场中做出重大的调整,
但目前的金融市场和监督机制发展并不完善,将会隐藏潜在的风险。如果采取

DC型计划,养老金在完全积累的制度安排下,意味着最终的养老金额度将依赖

于金融市场的投资回报率,让普通民众承担过大的风险。这些学者也认为,在

DB型制度下维持风险的分散,对强制性社会保险来说是更为合理的。
现收现付制的很多支持者发现,NDC模式下的现收现付制对中国来说是最

有希望的,在中国,养老金权益需要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NDC制的优势在于

养老金并不承担金融市场的投资风险,个人账户仅仅按照一个名义利率计息

(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大多数人倾向于使用工资增长率作为个人账户收益率)。
从这个角度来看,NDC制是一种改良的DB制,这种制度下养老金的领取额度

是基于个人账户缴费额,且与平均工资、退休年龄、预期寿命等进行指数化关

联。这样,在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增加的条件下,就可以避免当替代率和退

休年龄固定时,传统DB计划所遇到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标准的DB计划因人口

老龄化而需要不断修正其参数,但从政治上或者其他方面来看,这通常是一个

困难的过程。若采取NDC制,则会进行自动调整 (更精确地说,半自动的调

整,因为全自动是不可行的,见下文解释)。这个特点对中国的现状尤为适用,
因为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及以后,中国人口会发生急剧的变化①。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建立基于金融市场投资的FDC计划 (与自愿的储

蓄工具类似);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公共养老金作为一种社会保险,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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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克拉克 (2008)明确指出,DB计划与 NDC相比有很多优势,但他也意识到DB计划需要通过

有条件的指数化调整,使计划成本保持在可承受能力范围。因此,对于城镇人口而言,他的DB计划和

NDC计划并不是截然不同的,要取决于设计细节。关于农村人口的养老金制度,他提议用税收为其融

资,参保人缴费仅作为记录养老金权利的依据,而不是依靠缴费来提供主要融资来源。这一提议或许是

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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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充当维护代际团结的中间人,通过提供 DB型养老金 (或者作为其变体的

NDC)来纠正市场失灵,这两种观点的论战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会轻易

结束。这个论战同时也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论战,且在各种相关问题上

侧重点各不相同。无论两个学派有什么区别,都有一个共同的忧虑就是,不管

采用何种筹资模式,提高退休年龄在中国都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养老金体系将

无法持续 (或者至少是难以管理)。劳动力供给的调整将对整个经济有着非常重

要的影响。提高退休年龄意味着增加城镇劳动供给,因为现存的城镇劳动力将

工作更多年限。在农村仍然会有大量过剩的劳动力,且大部分都是低技能的,
但随着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建立,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大量的具有一定技能的

劳动力。这种不断扩大的有效劳动力供给 (尽管生育率低下)意味着中国经济

的转型过程还将持续数十年。重要的是,无论养老金制度如何改革,这都将对

养老金体系的筹资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这些不断增长的劳动力能够顺利地向

养老金体系进行持续缴费。

二、 使用世界银行PROST模型进行的模拟

上述引用的文献中讨论了中国养老金改革设计中的相关问题,至少给出了

初步预测的关键变量,但作者并没有将他们的建议转化成系统、明确的改革选

项。

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外就是冼懿敏 (2005),她提出了运用世界银行PROST
模型计算中国城镇养老金体系的一组模拟结果①。若要建立一个财务可持续的

养老金体系,提供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养老金水平 (大概是40%的替代率水平),
需要三个措施:修正退休时120的年金因子,使其与实际预期寿命相符合;逐

步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在目前城镇人口养老金50%覆盖率的基础上,再

逐步提升覆盖率。
除改革以外,冼懿敏的模拟方案从制度设计的最基础开始提供了一系列宽

泛的选择。该模式需要37%的缴费率才可以在技术上实现养老金体系财务可持

续性。但这个缴费率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体系将会很快崩溃。冼懿敏的改革

方案随后指出,改变养老金领取规则和退休年龄对改革有极大的帮助,这样就

可把缴费率降低至20%。更有力的改革将会更进一步降低缴费率,而养老金积

累额度仍将会增长至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冼懿敏提供了一系列的选择并且进

行了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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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银行和OECD在2008年出版的 《养老金概览:亚太地区》包含了替代率的模拟,参见Pen-
sionsataGlance:Asia/PacificEdition (WorldBankandOEC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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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转向新的养老金体系:原则和问题

尽管在过去15年中不断地努力,中国的养老金体系仍然具有局限性且碎片化

问题严重,未来发展方向并不明确,这已经是一个广泛的共识。本章主要探讨建

立统一养老金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为中国设计养老金体系过程中应该考虑的问题。

一、 新兴和成熟养老金制度对比

仅仅在30多年前,中国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一旦国有企业摆脱支付养老

金的义务,就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政策及制度。因为这一制度相对较新,
设计合适的公共养老金体系方案就要基于多方面考虑,而不仅仅从养老金体系

的内在规则出发。在工业化的福利国家,成熟的 (或者接近成熟的)现收现付

制养老金进行制度转型时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但对中国来说,这种分析思路和

方法并不合适。
例如,比茨马和奥克萨宁 (2008)提出分析人口老龄化影响和养老金改革

的显性和隐性债务的框架时,使用了 “代际精算中性”这个基础概念作为人口

转型期设计养老金体系规则的基准。在养老金体系受人口老龄化影响的工业化

福利国家,这种中性规则可以为解决代际公平问题提供一些指导。但在中国,
扩大非完全积累制的公共养老金体系而偏离精算中性,或许是合理的。

二、 高缴费率和低覆盖率的恶性循环

有关的问题之一就是城镇人口的养老金低覆盖率,部分原因可能是高缴费

率 (约占工资的28%)所带来的恶性循环,这导致遵缴率较低,因而又需要维

持高缴费率。有没有可能通过降低缴费率来打破这种循环呢?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计算,假设正常的劳动力可以工作35年,在60岁退

休时男性预期余命为19年,女性为22年。如果在60岁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为

工资的50%,那么在非完全积累的公共养老金体系中,缴费率应该约为28%
(粗略考虑60岁以下年龄人口的死亡率)。所以,28%的缴费率也是合理的。

若目标是为了扩大覆盖率,那么28%的工资税显然是太高了。必须注意

到,中国其他的工资税也非常高,约占工资的12%~16%,总计超过40%,此

外还有16%的住房公积金缴费 (见Clarke2009,HuandDavis2009)。整体的

工资税太高,所以通过削减一部分工资税来提高企业对养老金制度的遵缴率,
可以给国家带来更多的缴费收入。如果同时再提高退休年龄,在20年的转型期

内将会有更多的改革空间。这种缓解只是暂时的,并不是所有增加的资金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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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该用于降低现有的缴费率。
要找到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更多办法,需要更全面地考察过去30年里中国

经济发生的变化。GDP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以9%的速

度增加,人均消费相应增加8%,分别是1980年水平的11倍和9倍。这是否给

养老金政策留下了一些可操作的空间?

三、 作为老年人工作回报的公共养老金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的西欧,公共养老金是部分积累的,因为第一代退

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显然要超过根据他们缴费计算的额度。但这种不平衡也是

合理的,因为那一代人通过努力工作来重建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经济。而

且,政府财政资金充足,公共部门储备很高,一部分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换句话说,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工作的工人,并没有

正式且完整地向公共养老金体系缴费,就获得了他们的退休养老金,但他们努

力工作,全体进行储蓄,为自己和后代创造了财富的基础①。同样的,在中国

也可以认为,经历过 “文化大革命”并且30年前才开始进行经济和政治转型的

一代人,已经给他们自己和后代创造富裕的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养老金体系改革的一个合理基础就是中国政府的实际资产,不仅包括遵

循市场经济原理的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还包括金融资产 (主权财富基金和中央

银行所持有的外国资本),上述资产在总体上已经超过了相对规模较小的公共债

务。政府强大的财政实力可以降低缴费率,促进养老金制度的遵缴率,进而扩大

覆盖率。坚实的财务基础有利于支付账户已归属权益的成本 (在合理慷慨的指数

化规则下,让更多劳动者能够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为没有充分缴费的老年人建立

养老金,并填补因规则不当、管理不善、贪污欺诈导致的账户内基金损失。

四、 提高退休年龄维持长期财务可持续性

上述争论是基于养老金体系过去和当前的特征。在设计养老金规则时,必

须尽早考虑预期人口变化情况,防止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起财务支出激增。
关键的一点是需要提高退休年龄。养老金的领取规则也需要纳入适当的激励措

施,鼓励人们在目前退休年龄基础上延长工作年限。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必

要性应该是相当明确的,也应该意识到,中国提高退休年龄的必要性是毋庸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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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SchokkaertandVanParijs(2003)提到的欧洲和BarrandDiamond (2008)提到的美国相比,
中国或许更有理由建立非完全积累的公共养老金体系。这些作者指的是对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

条的那些劳动者的补偿。我们强调的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老年人对集体福利所做的不

同方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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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村仍有大量正在寻找工作的未充分就业的

劳动力。

五、 收益率和增长率之间的差距

巨大的劳动力供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20~30年。这会产生一

个跟养老金相关的关键性问题,即收益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一般情况下,
在工业化福利国家,长期的收益率比增长率稍高,但在中国却是相反的。这发

生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即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20世纪70
年代早期,恰逢公共养老金体系建立之时。在中国,相对较低的收益率也不必

然意味着经济动态无效或资本存量会 (迅速地)减少。相反,当过剩劳动力逐

渐被利用,这种始终高于收益率的高增长率将一直持续下去,包括国有企业重

组在内的科技与制度创新的持续也将推动这个进程。这种经济模式不可能永远

有效,但在中国,这种增长过程或将持续数十年,正如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持续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公共养老金体系的未来应该依照这个前景来分析。
一个结论就是,完全积累且养老金资产投资于金融市场工具的养老金制度

在收益率方面并不一定优于公共养老金计划,后者通过将内部收益率 (以养老

金的形式获得)和总增长率联系起来,使得参保人能够共享经济的增长。然而,
在中国,如下文将要论述的,来源于公共支柱的合理预期的养老金水平比目前

西欧普遍的水平明显更低。完全积累的强制性或者自愿性养老金计划及其他形

式的个人储蓄,作为额外的养老金积累将会产生作用。因此,没有理由采取一

种极端的观点,完全排除基于金融市场的养老金储蓄。

六、 需要扩大农村人口的覆盖率

1949年后不久,中国人口被户籍体系分成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户籍体系

调整了居民权利,尤其限制了农村人口在城镇工作的权利。与许多其他的政府

政策一样,养老金体系也采用了这种分离的模式。
大部分关于上述问题的改革建议限于讨论城镇人口的养老金问题,但有些

至少提到中国农村人口的老年保障也是一个问题。中国政府1991年的决定也涵

盖了农村劳动人口的养老金,按照3%的缴费率筹资,但覆盖率一直很低。在

20世纪90年代末,政策和组织上的变化导致整个体系严重收缩 (Birmingham
andCui2006)。在2008年,仅有12%的农村劳动人口被覆盖,且平均养老金

水平非常低。中国大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甚至比城

镇还要快 (见图7.2)。

·732·



 养老金世界变化中的名义账户制 上卷: 进展、 教训与实施
YANGLAOJINSHIJIEBIANHUAZHONGDEMINGYIZHANGHUZHI SHANGJUAN:JINZHAN、JIAOXUNYUSHISHI

图7.2 中国城镇及农村的老年赡养率 (2008—2120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养老金体系数据模拟计算,详见文章描述。

注:老年人口赡养率指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百分比。

在BarrandDiamond (2008,2010),克拉克 (2008),冼懿敏 (2008)和

世界银行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农村的养老金问题得到了承认。赫尔德,Hu,

andKoen (2010)和OECD (2010)对于老年保障和土地所有权之间的复杂关

系也提供了有益的见解,尤其是关于2002年和2007年审议并颁布实施的新物

权法下农村财产权的变化和土地向非农业用地的转化等。
中国政府也认识到农村的养老问题,并在2009年8月发布工作计划对该问

题做出回应,称到2020年逐步建立一个全覆盖的、待遇水平适度的新型养老金

体系。资金大部分来源于中央财政,但需要由高收入的省份共同努力。虽然,
城镇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很多联系,比如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废除户籍

制度也正在讨论中等,但两套制度已经并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好将它们分

开单独分析,正如我们所做的一样,当然我们的模型也可以模拟将其合并的结

果。

七、 计划生育政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出生率低于2,尽管没有低于1。
这引起了关于国家责任的基本分析和规范的问题。一系列的研究导向一个假说:
公共养老金导致生育率下降 (CignoandWerding2007)。我们或许会怀疑,自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养老金体系的扩张是否也导致了这个结果,当然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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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他社会因素也会促使生育率下降。不管怎样,在发展中国家,生育率高是

由于缺少养老金体系,且缺乏为私人养老金储蓄提供便利的成熟金融市场,这

个说法听起来也是有道理的。于是人们就会生育很多子女来保证老年生活有足

够的支撑。如果这样,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共养老金体系会有助于降低人口增

长,从全球资源有限性的角度看,这种做法应该是可取的。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地区已经有所放宽,但是他们的后代不断向城镇

移居,也导致许多仍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人失去了足够的家庭支持。子女对老

人们的汇款和偶尔的探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这种支持是不足的,且持

续性是不确定的。这也促使我们转而讨论关于公共养老金和生育率下降之间的

联系。既然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所以国家必须承担责任,
在经济上或者以其他方式为那些较少获得或者完全没有家庭保障的老人提供养

老保障。因此,应大力发展覆盖广大农村人口的公共养老金体系。

八、 NDC制度的优势和简介

NDC制度的优势在于可以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帮助维持养老金体系的

财务可持续性。在NDC制度下,整个体系可以适应不断增长的预期寿命,因为

养老金领取额度的计算是依据受益人退休时的预期余命。(通过修改传统DB计

划的规则,在计算养老金领取额度时引进预期余命因子,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

果。目前一些国家已经修订,如芬兰和德国)。

NDC制度包含记录个人缴费的名义账户、退休时年金 (养老金待遇)支付

规则、个人账户的回报率、养老金支付的指数化。NDC制度不需要 (大量)资

金储备就可以运行,跟纯粹的DB型现收现付制体系一样,但也可以拥有大量

的资金储备,如DB型计划一样 (见Holzmann,PalmerandRobalino2012,关

于NDC制度中储备基金作用的讨论)。与FDC计划不同,部分积累制的一个关

键特征就是养老金待遇并不是由账户资产 (或负债)、回报率、债务利息直接决

定的。然而,制度蕴含的间接关联机制可以发挥作用,正如资产收益能够给制

度带来资源。
应该注意的是,若满足以下条件,NDC制度采用的回报率 (比如等于缴费

工资总额增长率)财务上可持续且年金领取额度也使用该回报率来计算,那么

这种没有资金储备的NDC制度在稳定状态下也能实现财务完全平衡。如果这些

条件都不满足,整个制度将会从均衡走向崩溃。如果在制度建立之初没有达到

均衡,或者受到某些关键因素预期变化的冲击,比如没有建立养老金待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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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以抵消人口寿命变化的冲击①,制度最终同样会趋于崩溃。
在完全的自动调节机制下,NDC制度并不能正常的运行,需要额外的规则

来进行调节或不断修订。例如,瑞典NDC制度的规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在

经济危机发生时,通常认为确定养老金时更大的自由裁重权是更加合理的,此

时自由裁量权会取代自动调节机制。或许更重要的是,从传统DB计划向NDC
制转型,需要制定具体的规则,而不仅仅是直接采用NDC制度的基本原则。

如果从成熟的DB计划过渡到NDC制度,缴费停止,但已累积养老金权益

部分的支出却不断增长,这经常会产生赤字。若将NDC制度规则应用于中国或

者其他养老金体系并不成熟的国家,又会遇到相反的情形。
简单的一点就是,假设一个没有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国家参照NDC制度规则

建立一套体系,实际上是建立一个基金积累的体系,因为养老金仅是在参与者

退休时才开始支付,且领取额度也是以个人账户余额为基础。与FDC体系相

比,二者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收益率。在NDC制度下,收益率是由工资统计规

则决定的;在FDC制度下,收益率是账户资产实际产生的。
如前文所述,中国城镇职工的养老金覆盖率仅为55%,如果覆盖率增加,

来自新参保人的缴费将会给资金储备带来非常显著的增长,正因为如此,中国

养老金体系向NDC制转型未必会产生赤字 (像欧洲国家一样),相反的或许会

产生盈余。
中国向NDC制转型是因为需要应对人口急剧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中国人口

老龄化过程刚刚开始,所以现在转型或许是明智的,能让中国政府有充足的时

间去建立新的体系。

九、 中国的选择

中国城镇职工养老金体系运转不良的僵局 (低覆盖率和高缴费率)可以用

养老金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解决。选项如下:

1.转向FDC制。这会让现有职工承担双重负担,或者也可通过发债来支

付已确认的养老金权益。这两种选择或许都是很难实施的,前者会带来难以接

受的高缴费率,后者又会带来不可接受的高额公共债务。

2.接受目前实际上已经是现收现付制的体系,并遵循精算中性原则,这意

味着隐性养老金债务将转移给下一代,每一代除了要为自身养老金缴费,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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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瓦尔德斯———普列托 (2005)构建了一个NDC模型,养老金债务的最初解决方案是由依据缴费

工资总额指数化的债券来担保,以使得NDC计划可以自动保持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在覆盖率大大增加的

情况下,现在的缴费者将从新加入者中获益,我们或许会问这种计划具有代际公平性吗? 鉴于很难看到

这种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所以我们不考虑这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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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担这种债务 (BeetsmaandOksanen2008)。既然这样,那来自于扩大覆盖率

和农村涌入城镇的劳动力增长所带来的额外缴费收入,不能仅仅为当期的参保

人而提取出来,也应该为了未来几代人的养老金而放在一个积累基金中。

3.至少目前这一代年纪较长的劳动者和退休人员已经为国家创造了相当多

的财富,他们获得的养老金收入超过他们的缴费也是合理的。在养老金经济学

中,这叫作 “入门收益”(introductorygain),是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建立时第

一代人获得的收益。在中国,这个观点能够证明,一定程度上降低缴费率会增

进对制度的遵缴率。最后,规则的制定还需要考虑预期寿命的增长和退休年龄

的提高。NDC的规则还应该与接下来第一阶段20~30年的过渡安排行动相一

致。

4.承认目前在富裕国家慷慨的保障水平在中国的收入关联型公共养老金计

划中并不可行。目前,中国不仅需要建立针对低收入老人的基本社会养老金体

系,还需要建立额外的养老金储蓄机制,在逐步开放和更有效率的市场中由金

融机构来管理。

第四节 中国养老金体系模拟

    模型和改革路径选择

为了阐明一系列的养老金改革方案,我们构建了中国养老金体系的模拟模

型,且根据中国公共养老金体系、人口特征和2008年的经济状况对模型进行了

校准。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呈分布不均衡状态,且没有全面的综合数据,我们的

基础模拟只能测算大致的预期结果。但这不是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主要目

的是提出改革的各种可选路径,尤其是向NDC制的转型和与之伴随的DC计划

及定额养老金,还有允许改变退休年龄的优势。
与以往的测算相比,本文模型的很大优势在于,城镇与农村分别采用了单

独的人口统计和单独的养老金规则。对于各种外生经济变量的假设,该模型也

可以灵活应用,如工资增长率 (城镇和农村单独计算)、利率和通货膨胀。该模

型较简单,其行为人 (在职工人和退休人员)分别代表按照性别、城镇或农村

居民和年龄来划分的不同群组。该模型是部分均衡的,因为它仅涵盖养老金体

系 (及其改革选择路径)的财务状况。此模型可以在一系列决定人口和经济发

展状况的外生变量的假设下,为每一套政策和规则的参数估算养老金。比如,
劳动力供给是由人口统计变量决定的,每一组的就业率是由性别和年龄决定的。
在基准情景下,就业率假定保持在初始水平,在改革情景下,就业率被假设提

高了,尤其是因退休年龄提高而继续工作的老年劳动者。我们可以将各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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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每种情况下合理的养老金政策参数进行自由组合。还需要注意,这里使用部

分均衡的模型并不会严重影响大部分的结论,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养老金与单位

城镇工资指数化关联的情况,并且用GDP百分比的形式来显示主要结果。此

外,尽管缺少养老金 (筹资来源是基于工资的缴费)与劳动力供给 (每个群组

的就业率)或与收益率的内在关联,我们仍然可以在任何合理和重要的变量组

合下来运行这个模型。
我们提供几种不同的养老金方案,从一个基本观点开始,即人口老龄化要

求对中国的养老金体系进行重大变革,否则该体系就不可行。然后,提供了可

实现财务持续性的改革路径和可能的改革蓝图。如同所有关于人口的假设,在

模型中,经济和养老金体系都可以简单地修订,可考察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并做

敏感性测试。这种灵活性使我们在原有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讨论更加丰富。
模型外生变量的时间跨度一直到2060年。这 (几乎)涵盖了现在进入劳动力

市场的工人的一生,由于覆盖了连续的2~3代人 (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在20~30
岁且逐步提高),能让我们充分地分析代际分配情况。外生变量的变化将在2060
年停止这一假设仅仅是技术性的,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去判断模型 (尤其是养老金

体系)在每一组假设下,在无限的将来是否可以稳定且可持续发展。通过运用模

型测算出到2120年的结果,可观察每一套规则是否具有内在的可持续性,如果没

有,规则迟早需要修订。在技术上,模型并没有禁止假设2060年以后外生变量的

变化,只是进一步看来,未来更加不确定,所以模拟结果的准确度会降低。对于

我们现在的研究目的来说,覆盖未来50年的关键问题就足够了。
下面我们来解释模型的主要结构和最重要的假设。

一、 人口特征

人口统计模块以中国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的最新数据为基础。我们使用了

联合国中等出生率下、到2050年的人口预测作为主要数据来源和参考来构建模

型。该出生率用于中国的人口寿命和出生率,并将2060年的人口寿命增加了一

年。死亡年龄使用了最新数据,性别数据来自于2007年联合国人口年鉴 (UN
2010)。根据预期余命的变化,该模型重新调整了一些数据,对未来的每一年都

建立了完整的年龄—性别矩阵。
此外,一个基本的要求是单独考察农村和城镇养老金体系,我们也依据各

种来源的指标性数据,为城镇和农村分别构建了人口模型。我们假设目前城镇

和农村人口的预期余命相差5年,到2060年会缩小到4年。相应地,模型调整

了性别—年龄的死亡数据。根据联合国预测,全国范围内育龄妇女的生育率目

前是1.77,2050年为1.85。我们假设目前城镇为1.30,农村为1.95,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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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收敛,使全国的平均水平遵循联合国的预测。我们将生育率预测到

2060年,城镇和农村人口比例达到最终稳定的状态并保持不变。 (农村的生育

率稍高以补偿农村女性稍高的死亡率)。这样,模型就可以产生在稳态下的一个

完全稳定的经济结构,即使可能因最终的生育率低于2.1而导致人口数量收缩。
模型的一个关键优势在于考虑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因素。在接下来

的几十年里,从某些方面来说,人口迁移对于城镇养老金体系的影响甚至比人

口老龄化本身来说更重要。我们也承认只能做出一些大概的假设,因为人口迁

移是官方和非官方活动的混合结果,数据并不准确,且这种迁移难以预测。目

前中国城镇人口占比为46%,中国政府也提出到2050年要增加到70%这个目

标 (OECD2010)。根据上述目标,我们按照年龄来预测人口迁移的简单规模

(2060年将会降低为0),且简单假设,迁移后获得城镇人口特征的移民将完全

加入城镇养老金体系中。但目前并不是这样,如何对待这些移民确实也是政府

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下面探讨的结果提供了一个基准结论,假设的偏差需要

再进行单独的研究①。
老年人口赡养率是指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百分比,

按照城镇和农村的综合统计和分别统计的预测结果如图7.2所示。农村的赡养

率增长是相对较快的,部分是因为我们假设从农村移居城镇的人口大部分处于

工作年龄。到2025年,农村老年人口赡养率会超过城镇,在2055年会达到超

过50%的峰值。但达到稳定水平后,农村的赡养率数值还是低于城镇,因为农

村人口预期余命假设持续低于城镇水平,即便是在2060年以后,但这并不影响

我们的结果。

二、 经济环境

技术上,我们参考使用的是决定养老金缴费水平的城镇实际工资 (也就是

缴费工资)。在模型中,我们校准为使用官方公布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

2/3,这与其他的假设条件在一起,就产生了2008年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的总缴

费收入 (GDP的2.7%)。假设2010年缴费工资增长率为8%,到2060年逐步

降低至2%②。这或许看起来很简单,但初始结果证明这是合理的。通胀也是如

此,一般情况下假定每年是3%。模型中其他关于工资、价格和指数化的假设

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也可使用这些假设的各种组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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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模型没有考虑农村人口从城镇退休后再回流到农村的情况。如果返回的农民工仍然享受城镇

养老保险,就不会影响退休金的计算。但是,城镇化指标应重新考虑这个群体的人口数量。
后面的假设对我们的结果并不起决定作用,尤其是从现在开始50年内的实际工资增长情况。因

为,在这里的模拟报告中,我们假设养老金 (包括在积累阶段和领取阶段)是按城镇工资增长率指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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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使用了工资、就业和社会工资总额等数据,但组成GDP的其他部分

并不在模型中。为方便起见,我们使用GDP百分比的形式来描述结果,还需要

一个关于工资增长与 GDP增长之间关系的假设。在中国,社会工资总额占

GDP的比例目前是非常低的,约为40%左右,但资本回报占比却比较高。相应

地,个人消费仅占 GDP的36%,但投资额和净出口额占比较高。简单假设,

2010年社会工资总额增长比GDP增长快1个百分点,这个增速差距在2060年

逐步缩短为0,那么到2030年,社会工资总额在GDP中的占比增加7个百分

点,到2060年增加11个百分点。与国际水平相比,这个占比水平仍然相对较

低,这也是合理的,因为中国需要基础设施投资 (包括减少空气污染的投资),
未来几十年中,中国总体上投资额度及其增长也是相对较高。

粗略地以农村和城镇的收入差别为基础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将农

村工资设定为城镇工资的33%,假定该比率缓慢增长,到2060年达到70%。
显然,这又是一个粗略的假设,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模型结果。替代数据将用于

进一步的测试。
该模型允许在设定收益率时采用多个变量,比如与通货膨胀、城镇工资水

平、社会工资总额和GDP的增长相关联。该模型也可以为DC型养老金总资产

的回报率、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总资产或负债、养老金隐性负债的计算 (等于累

积权益的现值)等设定单独的收益率。我们可以用GDP、社会工资总额或通货

膨胀作为参考,随着时间变化而增减其自由选择空间。
在报告中,我们参考GDP的增长率,对所有的收益率均选择了统一数值。

除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政府债券的收益率稍高以外,过去几十年

中其收益率通常约为5%~6%。GDP增长率约为9%,通货膨胀率为2%,我

们将收益率定在5%,低于2010年的GDP增长,并且假设GDP增长率在2040
年降低为0,到2060年将出现1%的正增长。我们将NDC账户中政府设定的收

益率定为与工资增长率相等 (注意,考虑到NDC体系的资产或者负债,收益率

需要适当的假设)。

三、 就业情况

模型使用了基于2005年人口普查的农村和城镇的就业率数据,且分别按年

龄、性别来划分。广义上讲,我们的模型中,在2008年,18~59岁的城镇人

口中72%已就业,60~69岁的城镇人口中就业率为21%。在农村,18~59岁

年龄组中几乎每人都在就业状态,60~69岁年龄组有65%就业,70岁及以上

人口就业率逐步降低。在模型中,开始领取养老金并不意味着停止工作。尤其

是在农村地区,差不多每个人都在工作,因为几乎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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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初始年份2008年的养老金校准

我们主要的目标是模拟城镇基本养老金体系,不包括政府公务员和其他公

共服务单位的事业编制员工 (主要是教育和医疗系统),这些人的养老金由政府

财政直接支付。城镇养老保险体系非常分散,数据不容易获取。简单地,我们

首先观察到在2008年,平均养老金占平均统计工资的48%,占假设的缴费工

资的71%。然后,我们又调整了基准以保证一个简化版DB制度的初始规则具

有延续性,推定在20岁开始每年有2%的累积率,这样能保持城镇出生的代表

性雇员的平均养老金基本维持不变。
缴费率设定为 (缴费)工资的28%。城镇养老金的覆盖率也调整为公布就业人

口的55%。在模型中,还含有每年缴费人口的百分比变量,考虑到各种原因使参保

人不能够持续缴费,比如失业和在非正式部门的临时性工作,我们简单地设定缴费

人口比例为90%。同时假设2008年城镇职工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性为55岁。
上述假设,再加上缴费工资率的假设,就构成了2008年的缴费收入和养老

金支出。这里忽略了来自政府的占GDP0.5%的转移支付,因为我们的想法是

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收入关联体系。可能存在的政府转移支付及其用途后面会

单独讨论。2008年养老金体系资金储备假设为GDP5%的整数部分。
农村的初始养老金制度非常小,我们可以使用那些复制支出记录的简单数

字。在初始年份2008年,因为覆盖率非常低,假设的退休年龄几乎没有任何意

义,尽管已经将其设定为男女均为60岁,这也是在新的农村养老金体系中将采

用的退休年龄。

五、 城镇养老金体系的基准情境

在模型中构建基准数据,用于表明老龄化过程下一些初始假设的含义。对

于城镇职工,目前的就业率和覆盖率维持不变,假设每年有2%的养老金累积,
且与城镇工资指数化挂钩。男性退休年龄维持在60岁不变,女性假设从2008
年的55岁增加到2020年的58岁,到2030年达到60岁 (这个假设并不固定,
可以重新修订)。工资28%的缴费率保持不变。假设2008年以后60~69岁人口

的就业率小幅增长,由21%增至2020年的25%,也反映了因健康状况改善使

得就业率缓慢上升的观点,即使养老金体系的规则并不变化。
即便在假设情形下,城镇的养老金体系也是不可持续的,这很容易理解。

直到2025年,缴费都将超过支出,但之后制度就会产生赤字,债务开始激增,
如图7.3和7.4所示。(此后,在不考虑投资收益的情况下,缴费减去支出将一

直会是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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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中国城镇养老金体系的结余 (预期缴费收入减支出)(2008—2120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养老金体系数据模拟计算,详见本文描述。

注:缴费和支出不包括资产或负债的收益率。情景假设如下:1.基准情形;2.DB改革方案;3.缴

费率20%和定额养老金2.4%下的NDC养老金;4.缴费率16%和定额养老金0.3%下的 NDC养老金。

详见本文。

图7.4 中国城镇养老金体系预计积累资产 (2008—2120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养老金体系数据模拟计算,详见本文描述。

注:缴费和支出不包括资产或负债的收益率。情景假设如下:1.基准情形;2.DB改革方案;3.缴

费率20%和定额养老金2.4%下的NDC养老金;4.缴费率16%和定额养老金0.3%下的 NDC养老金。

详见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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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45年,新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从最初占缴费工资的71%降低

到少于60% (见图7.5)。这是因为农村移至城镇的人口养老金水平低于平均

数,在我们的模型中,他们的缴费期限少于城镇出生的人口。如图7.5所示,
当移民进程结束,我们的模型在技术上也是连续的,平均养老金回落到初始水

平。但主要的问题是该制度自身在财务上不可持续,需要提高缴费率或者提供

约占GDP4%的政府补贴 (见图7.3)。

图7.5 中国城镇养老金体系的初始退休金预测 (2008—2120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养老金体系数据模拟计算,详见本文描述。

注:DB计划、NDC账户、定额养老金和DC计划的合计数,性别平均。情景假设如下:1.基准情

形;2.DB改革方案;3.缴费率20%和定额养老金2.4%下的NDC养老金;4.缴费率16%和定额养老

金0.3%下的NDC养老金。详见本文。

六、 城镇DB型养老金改革方案

这里使用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到2050年人口余命将增长6.3岁 (我们假设

到2060年预期余命还会增加1岁)。据此,我们假设到2020年,城镇男性人口

退休年龄将增加5年,到2030年再增加2年,女性到2040年再增加1年。对

于女性,我们假设退休年龄增长更快,总计增长9年,即在基准之上,到2040
年增长5年,在DB型方案中再增加4年。最终,男性的退休年龄为67岁,女

性的退休年龄为64岁。上述退休年龄增长,加上预期余命的缓慢增加,意味着

有必要对养老金体系做出重大变革,这也是被认可和接受的。退休年龄在模型

中定义为触发退休金领取的年龄,但该退休人员仍可能继续工作而不继续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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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9岁城镇人口的就业率在2008年的初始值为21%。随着退休年龄的

增长,假设到2020年上升到40%,到2060年逐步增长到65%,这些数据也包

含了那些已经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人。我们并没有预测城镇老年人口就业率会

快速增长,因为他们也要跟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竞争。
在DB型养老金改革方案中,参保人累积权益是维持不变的,但从2010年

起累积率降低为每年1.78%。这基于以下假设,一个职工已经工作40年且还

要继续工作5年,养老金达到跟以前一样的替代率水平。在转型过程中,由于

累积权益不变,工作时间延长将带来权益增加,所以实际的替代率水平将变高。
我们也假设到2010年缴费率将从28%减少到20%。如上,20%的缴费对

于目前的养老金体系来说在财务上不足以支撑养老金支出,且远远低于因寿命

增长带来的养老金支出增加。但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缴费水平的降低也是合理

的:第一,目前的职工已经给国家财富的增长做了很大的贡献;第二,缴费水

平的降低有助于提高覆盖率水平,为整个体系带来更多的缴费收入。假设由于

对养老金体系的信心增加,覆盖率到2020年将增长到超过在职劳动者的90%。
在该覆盖率水平下,90%的职工每年都进行缴费。

在这些假设下,缴 费 率 降 低 到20%,制 度 初 始 两 年 会 有 相 当 于 GDP
0.4%的赤字,但随着覆盖率增加带来的额外缴费收入,制度将再次产生盈

余,峰值达到GDP的1%,且将持续到2040年。但随着老龄化进程的继

续,赤字出现,债务激增 (见图7.3和7.4)。由于提升退休年龄带来额外

权益的增加,新退休职工的养老金首次出现增长,然后又会降低,如基准

数据那样 (见图7.5)。
这个改革方案显示,假设退休年龄增长且保证养老金领取的初始水平不变,

对于维持制度的财务平衡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七、 农村地区的新计划

当前农村养老金体系的支出太小,并不值得复制当前数据以做出单独的预

测。相反地,我们为中国政府2009年8月提出的新养老金计划建立了一个模

型。根据赫尔德,Hu和科恩 (2010)年提供 (并解释)的信息,新计划将会不

断扩展,到2020年,超过60岁的农村人口将全部被覆盖,每月支付55元的定

额养老金,相当于2004年欧盟15个成员国 (EU-15)中25欧元的购买力水

平,约为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15%。
此外,个人也可以自愿参加新建立的缴费型养老金计划。作为间接的激励,

需要符合固定养老金资格的人才可以参与。参保人至少要缴费15年,年龄大于

45岁者还需对缴费年限不足的部分进行额外的补偿性缴费。如果年龄大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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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老年人有成年子女参加了该计划,这些老人也可以领取定额养老金。
根据赫尔德,Hu和科恩 (2010)的观点,该计划的覆盖率预计在2009年

底为10%,2012年为50%,2017年为80%,2020年覆盖率达到100%。作者

引用了对平均家庭收入和工资的估算,替代率大约相当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

入的25%,这相当于农村平均工资的15%。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假设基本的定

额养老金是农村工资的9%,于2010年开始支付给计划覆盖的人群,第二部分

养老金从2009年的0%开始逐步增长到2025年的6% (在15年之内)。技术

上,我们将两部分合并作为一个定额养老金放在模型之中,并根据关于城镇—
农村工资比率的假设,以城镇工资百分比的形式来表达。

关于筹资,计划允许参保人自行选择缴费水平,每年在100~500元之间,
我们使用在这个范围内的一个粗略的平均数,即工资的3%。其余的,我们简

单地记录由中央政府承担的缴费与支出的差额,在东部高收入省份,由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同时承担这个责任。
农村养老金体系是建立在政府支持基础上的,实质的问题是政府需要承担

其赤字。到2050年,达到全覆盖和目标养老金水平时,这个赤字将会增长到

GDP的0.5%。随着老龄化的继续,到2040年筹资需要超过GDP的1%才能够

达到假设的稳定状态,如图7.6所示 (GDP使用的是前述就业率增加方案中的

数据)。

图7.6 中国农村养老金体系的支出、缴费和赤字预测 (2008—2120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养老金体系数据模拟计算,详见本文描述。

注:a.赤字等于养老金支出减缴费收入,测算不包含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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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城镇养老金体系向NDC制转型方案

城镇养老金体系DB型改革方案的主要问题是很清楚的,养老金不能够充

分适应人口寿命的增长。总体上说,DB型计划能够通过调整以适应长寿风险,
如在一些欧洲国家那样,财务可持续性也是可以保证的。但正如上文解释的,

NDC制改革最主要的优势在于,当退休后名义账户资产转换为养老金时,年金

额度的计算纳入了长寿因子。因此,NDC计划可以为DB计划的参数式改革提供

一个参考,或许也会启发更全面的改革建议。在中国,我们也考察向NDC制的转

型,因为个人账户已经成为改革的一部分,并且中国现行养老金制度更类似于

NDC,但这并非是刻意的规划,而是实施过程中各种问题导致的一个后果。
第一种NDC方案:20%的缴费率。对于中国的养老金改革计划,我们假

设,除了提高退休年龄以外,从2010年以后开始转向NDC制,年龄在40岁及

以下的参保人工资20%的缴费全部记录在NDC账户内。承认参保人以前累积

的养老金权益,从2010年开始,40岁以上参保人的累积率降低到1.78%,与

前述方案一致。
我们现在转向NDC制度的一系列具体规则,涉及更多细节,而不是在文献

中经常提到的无资产积累的基本养老金体系的基本规则 (例如参见Palmer
2006,2012;GronchiandNisticò2008)。

在积累阶段,就需要制定NDC体系的收益率规则。将收益率设定为缴费工

资总额增长率,需要令人满意的稳态结果,在中国的案例中并不合理。为什么

在职劳动者不能够享受覆盖率扩大和劳动力由农村流入城镇导致参保人增加所

带来的利益呢? 所以,我们将账户收益率设定为社会工资总额的增长率,虽然

模型中其他假设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注意在最终的稳定状态下,社会工资总

额与缴费工资总额增长率是相等的,因为过渡阶段的问题已经消失了。
养老金发放的指数化规则也是需要确定的,将其设置为城镇工资增长率,

需要注意到这并没有考虑新稳态下劳动力不断减少的因素。我们知道,在长时

间的运行中,假设条件并不会总是达到完全平衡,同样原因,这里我们也不想

使用缴费工资总额增长率。
接下来,我们需要指定养老金的计算规则。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依据退休

时的预期余命划分账户余额。在现实中就是这样做的,因为这样便于理解。还

要决定是使用退休当年的死亡率来计算,还是需要一并考虑退休后死亡率的预

期变化。这里,我们使用了后者,因为它会更准确一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

决定年金发放额度的时候是否考虑收益率的变化,目前我们暂未考虑该因素。
我们使用了针对不同性别的年金因子,意味着在退休时若NDC账户余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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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男性将比女性获得更多的养老金。若使用不分性别的年金因子,账户余额

和平均的养老金水平大体相同。
年金的计算决定了初始养老金水平,指数化的依据也需要确定。我们假设

养老金的支付依照单位工资进行指数化,虽然就业情况的未来变化 (影响到缴

费基数)也会影响到整个制度的财务平衡,但在一个成熟的制度中,以工资为

指数更加准确。
还有个问题是当参保人在退休年龄之前死亡,NDC账户余额将如何处理?

在现实中是可继承的。这里我们排除了这种结果,假设退休前死亡的参保人的

账户余额仍然留在NDC制度中。这与普通的DB养老金规则相一致。
遗属养老金与账户余额的可继承性相关联,这些还包括伤残保险,但在我

们的行为人模型中都没有考虑。在养老金体系中也可以加入粗略估计的额外责

任,但这里我们将其省略了,期待在后续分析中能够更恰当地讨论这些问题。
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尽管没有一个详细列表,也表明在建立NDC制度时

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每个问题的答案至少在原则上影响着整个体系的财务可

持续性。我们也知道,一个国家开始采用NDC制度,财务上来说一般都是不均

衡的,也不会自动达到完美的长期平衡状态,如上文所提到的,一些额外的调

整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NDC制度的方案就应该被摒弃。NDC的优势在

于,在任何给定的退休年龄下,通过降低养老金来应对退休余命的增长,这个

基本规则,即使没有完全解决,也大大减轻了公共养老金制度长期财务可持续

性的问题。如果雇员可以自由选择停止缴费且开始领取退休金的时间,NDC制

则提供了最接近精算公平的养老金额度来鼓励延迟领取。
由于我们早已经发现这些规则在长期的运行中会导致替代率明显下降,所

以建议增加4%的缴费率,用于新建一个强制性的FDC养老金计划 (也可以解

释为自愿的养老金储蓄)。两个计划的结果分别报告。
在前面的方案中,由于缴费率降为20%,公共养老金体系最初会产生赤

字,但随着覆盖率扩大也会产生盈余,在2020—2030年间,盈余会达到GDP
的1%。在2040年,总资产会达到GDP的16%,由于缴费收入仍然会超过支

出,若假定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那么资产就会无限扩大。这说明一点,与

最基本的稳态的NDC模型相比,资金更充裕的制度结构需要额外的平衡机制或

微调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很多方法将 NDC制度修订得更加慷慨一

些,比如改变某个参数。
为了说明自由裁量权的规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在NDC制度下,除

在相同退休年龄下获得NDC养老金之外,给城镇退休职工再提供一个额外的定

额养老金。我们发现如果2.4%的定额养老金从2010年开始发放,制度仍然是

·152·



 养老金世界变化中的名义账户制 上卷: 进展、 教训与实施
YANGLAOJINSHIJIEBIANHUAZHONGDEMINGYIZHANGHUZHI SHANGJUAN:JINZHAN、JIAOXUNYUSHISHI

可持续的。到2050年,制度总资产达到 GDP的15%,并将稳定在 GDP的

11%左右 (见图7.4)。这部分额外养老金支出在2040年达到GDP的0.2%,
在稳定状态下将保持在GDP的0.3%。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支出费用流并不是

很高,也可以用于其他目的,如遗属养老金等。
当2010年加入养老金体系的最年轻的男性职工在2057年退休时,NDC账

户初始养老金为缴费工资的32% (见图7.7)。同时,假定投资收益率相对于

GDP增长率不断上升,基于4%缴费率的FDC养老金达到工资的6%,在稳定

图7.7 第一种NDC方案下中国城镇职工的初始养老金 (2008—2120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养老金体系数据模拟计算,详见文章描述。

注:1.NDC初始养老金;2.原有DB计划和NDC初始养老金之和;3.(2)与DC计划初始养老金

之和;4.全部的初始养老金,包括定额养老金 (2.4%)。详见文中描述。

状态下会达到工资的8%。养老金总额降低到约为工资的40%。这个城镇养老

金体系的方案在财务上是稳定的,第一支柱 (NDC账户加上定额养老金)的支

出将会稳定在GDP的4.3%,第二支柱为GDP的1%。
第二种NDC方案:16%的缴费率。在第一种方案中,两个支柱的缴费率总

计为24%。这个缴费率或许太高,可能影响到养老金制度的遵缴率及覆盖率提

升的假设。因此,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即 NDC制度的缴费率降低为

16%,第二支柱的缴费率跟第一种方案一致,仍为4%。结果显示这个方案只

能提供占工资0.3%的定额养老金。整个体系的资产从最初占GDP的5%,降

低并将稳定在0 (见图7.4)。NDC养老金达到工资的25%,总养老金加上DC
计划养老金后总替代率为工资的33% (见图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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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第二种NDC方案下中国城镇职工的初始养老金 (2008—2120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养老金体系数据模拟计算,详见文中描述。

注:1.NDC初始养老金;2.原有DB计划和NDC初始养老金之和;3.(2)与DC计划初始养老金

之和;4.全部的初始养老金,包括定额养老金 (0.3%)。详见文中描述。

在2057年第一代经历完整职业生涯的参保人退休时,第二支柱养老金的总资

产达到GDP的23%。预设回报率从2040年以前低于GDP增长率的水平,逐步增

长到高于GDP增长率1个百分点,养老金总资产也朝着稳定状态逐渐增加。
其他可能的完全平衡的NDC方案也会考虑退休年龄逐步增长这一因素。这

些方案也可以解释为,通过推断个人可以选择的退休年龄,来获得任何目标替

代率。

第五节 模拟结果的讨论和评价

在这个部分,我们考察对退休年龄、储蓄和其他经济因素的模拟结果,更

细致地观察养老金体系改革转型中产生的问题。

一、 提高退休年龄

我们对城镇养老金体系的模拟说明,如欲将公共养老金缴费率降低到工资

的20%,就有必要提高覆盖率,还要显著提高退休年龄,到2030年男性要提

高到67岁,女性要提高到63岁,再提高到64岁。养老金发放规则也要进行调

整,保证替代率水平反映退休时的预期余命。否则,整个体系在财务上将不可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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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假定的政策条件下,来自于公共NDC体系的养老金待

遇并不充裕,如果将缴费率降低到16%,待遇会更少。主要原因就是快速变化

的人口结构,对此没有简单的办法来解决。养老金支出较高是因为退休时的预

期余命增加 (即使我们假设退休年龄也显著提高),男性约在18年,女性在23
年左右。养老金额度比理论上的最高水平低1/10左右,这是因为假设的覆盖人

群在职业生涯10%的时间内并没有缴费。
若考虑到可以接受额外缴费,将额外向FDC计划的4%缴费加入到这两个

模拟中,养老金的增幅可达工资的6%~8%。此外,在我们的模拟中,额外的

定额养老金还有一定的待遇增长空间。
何时提高退休年龄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但若推迟太久,或许它自身在

政治上就会危及体系的可持续性。本质上,上面的假设结论依据的是未来30~
40年的人口预测,所以,不受远期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退休时要获得更多

的养老金,需要提高退休年龄或缴费率,或同时提高这两个条件。认识到这一

点,晚一些提高退休年龄或许也可以考虑。
在提高退休年龄的所有讨论中,是否会严重损害年青一代的就业机会这个

问题也产生了。经济学家一般不理会这种担忧,认为这是把工作岗位看成是固

定数量的一种谬论。关于这点,我们也不想再激起更多的争论,但看看我们模

型中关于就业人数的数据是很有趣的,如图7.9所示。它清楚地表明,对城镇

图7.9 中国在不同情境下的就业数量 (2008—2120年)(百万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养老金体系数据模拟计算,详见文章描述。

注:1.不含移民的城镇就业数量;2.城镇就业数量的基准 (含移民);3.提高退休年龄下的城镇就

业量;4.总就业数量基准;5.提高退休年龄下总的就业数量 (城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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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供给而言,从农村到城镇的人口流动远比提升退休年龄更加重要。例如,
未来20年,与城镇职工缴费相比,外来工的缴费要多出50%,随后还会产生

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增长。到2030年,因提高退休年龄对养老金产生的影响

也不过是提高6.7%,全部影响也不会超过16%。关于全国就业的数据,由提

高退休年龄所带来的增长实际上与低生育率的滞后效应所带来的劳动人口下降

相一致。所以,在中国的动态劳动力市场中,提高退休年龄不会给全局带来严

重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没有问题,例如,老年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培训和工

资的确定等。

二、 对储蓄的影响

在目前的研究模型中并没有包含养老金改革对储蓄、经济增长率和对中国

经济外部平衡的影响。在这里,这个问题或许仍然与欧洲福利国家和美国的情

况相反,传统观点认为公共养老金会导致总储蓄率降低,未来养老金储蓄会增

加。而中国的情况却相反,中国居民储蓄率太高,甚至导致全球失衡。
在两套NDC制度方案中,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下,养老金体系对政府

储蓄的贡献最初是负数,到2020年代会增长到GDP的0.5%~1%。如果不进

行改革,整个制度应该也会产生盈余,按照基准计算,2010—2020年期间盈余

为GDP的0.4%。但这个盈余是建立在28%的缴费率基础之上的。而在NDC
改革方案下,缴费率仅为20%,且盈余是由覆盖率扩大而产生的,这意味着

NDC改革将引导养老金体系朝着经济和政治上长期稳定的方向前进。第二支柱

的养老金不太大,仍处于积累阶段,但4%的缴费率在几十年后也会使国民储

蓄增加GDP的0.5%。
这里应该强调,评价养老金改革对总储蓄的影响 (借此给经济带来的其他

影响),应该与政府的财政总体情况相联系,也就是与政府的实物及金融资产和

负债相联系。我们能够也应该将它们联系起来,例如,在分析弥补个人账户空

账这个改革选项时,或者在任何情况下将其作为一个可能的因素。如果政府通

过增加额外缴费,或利用其他税收来弥补空账,目前这一代人就承担了双重的

负担。如果这不公平也不可行的话,那政府通过发债 (或者变卖资产)来弥补

空账的方式在责任分担和资金积累上大致就是公平的。这就是费尔德·斯坦和

利伯曼 (2008)提倡的财政负债策略。如果在整个养老金体系都如此实行,会

导致公共债务增长到GDP的100%或国有资产被耗尽,这只是对国家的重大显

性影响。这种回填—融资策略是否具有合意性,需要首先对金融机构和其他有

关机构承受这种结构性巨变的能力进行充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
整体来看,Feng,He和佐藤 (2009)提到的一个实证分析结果,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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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养老金改革中,退休金水平的降低实际上导致了家庭储蓄增加。
因此,正如我们在NDC方案中已经阐明的那样,作为维持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

的必要手段,退休金水平的进一步降低或许会增加私人储蓄。如果人们了解到

即使退休年龄提高,但退休后的生存时间也会很长,或许有助于促进私人储蓄

上升。
作为对这一结论的警告,我们需要注意到,降低养老金水平本身并不必然

决定老年人的储蓄。这可能会因为对未来养老金缺乏信心而提高当前的储蓄。
如果对未来养老金信心增强,即使养老金水平低于当前不确定的水平,也可能

会导致储蓄的减少。现在判断这个事情为时太早,这些复杂的问题应当仔细考

虑宏观问题的影响再进行评估。

三、 FDC制与NDC制的优缺点比较

按照我们的假设,DC制4%的缴费率可以使替代率提高6~8个百分点,
累积资产约占GDP的25%。在我们的直接设置下,简单地将上述数据乘以2,
就得到8%缴费率下的结果,这也是1997年世界银行建议的和目前政策执行的

缴费率。一个有意思的结果就是1997年的预测,费尔德·斯坦和利伯曼

(2008)也重复多次,完全积累制下8%的缴费率可以产生35%的替代率,在我

们的模型中,这个假设还需要资产回报率超过GDP增长率3个百分点。在1997
年时,没有人知道未来的情况,但回头来看,1997—2009年间GDP平均增长

率为9.7%。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才能够假设完全积累制

的养老金资产回报率达到13%?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呢? 世界银行1997年

设计的8%的缴费率在现实中似乎不会再现了。我们不得不重申,中国政府在

1997年制定的更高缴费率并没有产生一个运转良好的养老金体系,企业对养老

金制度的遵缴率和制度覆盖率仍然很低。
在我们的方案中,我们谨慎地假设未来的资产回报率实际上到2040年仍

低于GDP增长率。按照工资8个百分点的缴费率向DC计划缴费,产生的替

代率还不到上文所述35%的替代率的一半。这就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了所有

养老金方案的重要驱动因素上。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经济相对

高速增长的假设条件下,我们很难看到用于养老金储蓄的金融工具的投资回报

率会大幅超过GDP增长率。我们也可以反驳说,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以及

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经济也有下跌风险,但由于市场因素,中国的利率或许

长时间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甚至政府可能采取行政手段保持这种低利率的政

策。
如果这是合理的,在未来几十年中,与建立NDC制的优势相比,主张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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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扩大FDC制度的这些观点就显得黯然失色。在NDC制度下,由政府决定

回报率,自然的选择就是工资增长率,没有相对安全的资产可以轻松跑赢中国

经济增长率。所以,增加给定的缴费率,在NDC制度下比FDC制度下,预期

增加的养老金会更多。诚然,建立NDC制且不进行大规模的养老金储备,意味

着未来几代人将承担隐性养老金负债。但正如上文所述,这也是公平的,因为

当前一代劳动者已经为国民财富做了贡献。

四、 将现有账户转入NDC

在现有制度下,公共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相互分离,且各省之间也不统一,
我们没有办法去搜集制度的最初细节和将现有账户转入NDC账户时会遇到的实

际问题。广义上,现有个人账户表示为累积养老金权益的资本价值,并没有考

虑到其背后的金融资产总量,在特定的地区,可以将其转移到NDC账户内并提

供相当于工资增长率的保证收益率。只要保证的最低收益率高于 (相对安全的)
资产的投资收益率,在参保人眼里,该制度就如NDC制一样运行。对于那些不

以账户余额表示的累积权益,如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关联的基本养老金,也可以

转入NDC账户的余额中,保持为单独的账户,如果有实际理由需要这样做的

话。
这样来看,从现行碎片化的养老金体系转向NDC制度并不是全然跃进了未

知,而是明确各种问题 (尤其是如何确定那些累积权益)并将它们与客观观察

到的经济变量联系起来的过程。累积权益的说明在任何改革方案中都是需要的。
以账户余额的方式 (而不是以工资的一定比例)表示养老金权益,且将指数化

规则替换为按工资指数计算的回报率,不应被看作以全新的东西来替代旧的体

系。相反,对于雇员来说,NDC制度是更易于理解的养老金合同。对养老金管

理机构来说,NDC也是履行其自身角色和承诺的一个有效办法。
综上,我们简单地设定在改革时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仍然适用旧的养老金

制度。但也可以考虑设定更高或者更低的年龄界限来将参保人转移到新制度中,
问题仅仅是他们的累积权益以何种方式来表示。

五、 资产的管理

建立NDC制度后,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制度所持有资产的管理,包括全国

社保基金在内,目前占 GDP的5%,在第一套模拟方案中会增加到 GDP的

25%。在NDC制下,资产管理跟养老金管理是分开的。与做实空账、建立

FDC制相比,这个特点或许是NDC制的一个优点。
评价填补空账的策略,可以分为两种选择: (a)进行一次性的资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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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逐步转向FDC,承诺对个人账户的新增缴费将不再用于当期养老金支出,
但政府需要对这些支出提供额外的财政支持。第一种选择需要政府将大量资产

转移到个人账户中 (由省级或地方养老金管理机构来管理)。对于空账的估算,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将是一个复杂的工作。相比之下,欧盟国家政府对养老金

隐性负债的评估也只是刚刚开始,在修订后的国家会计准则下这些评估对补充

账户很有必要。这项工作将会耗费数年时间 (ECB2010)。空账资产的测算对

中国来说更加困难,因为养老金权益并没有完整地明确过,与拥有成熟金融市

场 (虽然时有动荡)的成熟福利国家相比,在计算中使用的收益率也更加有争

议。这种评估或许是不可行也不实际的,这可能在一些年间导致对不同人群的

工作 (包括各部委)产生干扰,因此可能不会被认真考虑。
第二个选择也未必不可行,这也是辽宁和其他省份正在进行的试点计划的

一部分。这需要政府在几十年内给予补贴,其中一部分是现在占GDP0.5%的

政府转移支付。这还需要通过明确投资原则和实践、引入更多竞争以及加强监

督等方式来改善代表参保人进行的资产管理。

NDC方案避免了上述很多要求,因为NDC账户仅仅是用于记录和确定养

老金权益的,真实的资产管理可以委托给一个中央机构。账户的目的是为了在

不同代人之间均摊养老金负担,并不直接影响个人账户和养老金额度。
另外,我们的两套NDC养老金方案显示,该养老金体系未必需要政府进行

资产转移或者长期的财政补贴。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确定累积权益时,假设的

覆盖率扩大有助于分担缴费率降低的损失 (见SeeHolzmannandJousten2012,
作者认为以此方式支付历史遗留成本,尤其适合于覆盖率低的发展中国家)。避

免政府支付长期补贴可以被看作一个优势,因为这强调了个人缴费和养老金的

关系,并且传递了一个信息:要获得较高的养老金,需要增加缴费或提高退休

年龄。
如果政府希望通过资产转移或者长期补贴在财政方面支持养老金体系 (比

如说,被将国企私有化的收入转移给广大民众以促进私人消费的这种政府意愿

所引导),那么用资产填补个人空账将不是唯一的选择。这也可以在部分积累制

且实行资产集中管理的NDC养老金体系下来实现。政府长期补贴的另外一个相

关用途或许是建立一个基本的社会养老金体系,根据我们的模拟结果,财务可

持续的收入关联计划的养老金水平似乎是相对较低的。

六、 农村的养老金体系

我们为农村养老金体系设计的方案是模拟中国政府在2009年8月公布的方

案,该方案试图到2020年实现全覆盖目标。定额养老金加上缴费率为农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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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的个人账户计划,能够提供仅为工资15%的养老金。如果农村养老金的筹

资来自于中央政府预算,且一部分来自于高收入的省份,筹资成本在2020年代

早期将达到GDP的0.5%,到2050年将增加至GDP的1.2%。
进一步提高农村养老金有着社会和政治的原因。建立政府公布的全覆盖的

新型养老金体系,也要求设立必要的行政机构,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准备。
我们的模型也可用于NDC和FDC账户的其他组合方案,并可能跟城镇养老金

制度融合。

七、 全面的改善

缴费率从目前工资的28%降低,会提升制度遵缴率和覆盖率,我们的结果

正是基于这个假设而得到的。对养老金制度的其他方面改革和改进或许有助于

达到这个目标,这些改进也是达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处理

养老金权益的便携性,这被目前碎片化的制度所限制。还有一个需要改进的情

况是至少15年的缴费才能获得养老金领取资格,否则只能一次性支付。在各省

之间设置足够相似的养老金规则,可以提升便携性,降低归属规则的约束。所

有这些措施,再加上财务的可持续性,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养老金制度的信心和

遵缴率,从而提升覆盖率①。
关于公共养老金体系的总体规模,在第一种 NDC方案下 (即第一支柱

20%的缴费率),到2060年城镇养老金体系的总支出为GDP的4.4%,农村养

老金支出为GDP的1.3%②。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支出目前约占GDP的

1%,这一比例将来会明显增加。在可预见的老龄化进程后,所有支出合计约占

GDP的7%。相比较之下,欧盟15国目前的公共养老金体系总支出占GDP的

10%,到2060年预计增加到GDP的13% (EPC-DGECFIN2009)。在美国,
相关数据约为上述数值的一半。假设中国的人均GDP是欧盟15国目前的20%,
且低收入国家养老金缴费和税收的征集更加困难,我们为中国设计的方案更接

近能够可靠管理的规模。
如何评估那些并不富裕的老年人的收入保障是否充足,这个问题在我们的

模型中并未提及,我们只是按性别、城乡区属和平均缴费历史设定了各个群组

的代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废除当前这个规则:即参与者只需要15年相对较短

的缴费年数就可以获得社会平均工资20%的基本养老金。在中国,如在世界其

·952·

①

②

提升覆盖率也有助于拉平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的劳动力成本。前者目前的覆盖率是90%,后者

低于50%。
养老金隐性债务 (农村和城镇方案)会从目前GDP的300% (以我们的模型基准来计算)降低

到2060年的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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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方一样,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消除老年贫困,基本的定额养老

金是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目前的情况,若每个人都能得到定额养老金

(其筹资来自于养老金缴费,从NDC制度的缴费中扣除),与严格的收入关联制

度 (如NDC制)相比,个人缴费与养老金收入之间的关联就会变弱。这将影响

制度遵缴率,可能会引起逃费和低覆盖。
此外,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定额养老金,成本总是很高的。例如,从模型

中我们可以计算出,若所有城镇退休职工都增加社会平均工资10%的养老金

(即便在更高的退休年龄假设下),需要的成本在2040年为GDP的1.3%,2060
年为2.0%。

如何以合理成本提供足够的养老金,这个问题并没有通行的解决方案,但

政府必须面对各种相互冲突目标之间的权衡,寻求折中方案。一个办法是基于

养老金调查的基本收入扶持,就是说,使得基本收入补贴与收入关联养老金负

相关,当收入关联养老金达到一个给定水平时,基本收入补贴降低为0。这个

办法的缺点是,对于那些面临部分收入削减的人,收入关联养老金的隐性税是

很高的;优点是,对于那些收入水平超过享受基本养老金条件的那些人,他们

的缴费和养老金收入之间的关联性更强。
将基本养老金和收入关联养老金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来说并

不是全新的事物,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养老金改革的一个核心特征。此外,
根据收入调查结果而确定的发放给老年人的现金转移计划,俗称 “低保”,目前

占GDP的0.2%。如果定额养老金用工资税以外的其他来源筹资,那么收入关

联养老金体系的运行也会获得广泛赞同。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收益构成一个可

能的筹资来源,其他选项或许来自不同来源的税收 (各种收入税、消费税和其

他)和各级政府 (HussainandStern2008)。

八、 医疗保健支出

在中国,公共医疗保健支出跟养老金一样也是一个大问题,在其他国家亦

如此。2008年,城镇人口的医疗保险支出占GDP的0.7%,基金储备约为1.5
年的支出。最近,农村人口和城镇未就业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也建立了起来。
虽然其支出水平最初低于养老金支出,但因为受诸多难以管理和预测的因素影

响 (例如,医疗技术的变化,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加入,个体风险和不确定

性、总体保障水平等),这种支出也在不断增长。这对公共财政的影响是显著

的。用跟养老金同样的简单模拟,有助于粗略地估计规模和讨论代际成本和收

益分担。
公共卫生保健计划对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及对经济的影响整体上是非常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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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也与对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接受度相关联,因为健康的人群可能会接受更

高的退休年龄。

九、 教育

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也受人口统计变量的影响,不仅仅是生育率。尤其是

在中国,评价包括养老金缴费在内的代际责任分担,不仅需要考虑儿童的数量,
也要考虑家长的教育支出。这笔费用是对年轻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他

们支付未来父母的养老金的能力。私人和集体的教育投资都应该考虑。
我们前面指出,当前的老年养老金领取者和在职劳动者付出的努力使得养

老金改革有理由不要求大量的资金储备,因为预筹积累早已在过去通过其他的

各种形式完成。目前年轻人的教育水平是由当前一代劳动者筹资和支持的,这

也可以看作另外一个合理的理由。虽然还有其他相关的考虑因素,但基本原则

是相对清楚的。

第六节 结  论

中国的养老金体系面临着双重挑战:当前的体系只覆盖了一小部分人口,
且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中国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占

15~64岁人口的比例现在为11%,到2050年预期将增长到38%。
目前,中国城镇职工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呈碎片化,并没有如预期那样运行,

制度遵缴率比较低。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的养老金体系本想通过设立个人

FDC账户来满足基本养老金待遇 (社会平均工资的20%)支出,但实际却是空

账运行,因为缴费被用于支付给当期的养老金领取者。
至于构成劳动者主力的农村籍雇员,养老金体系只覆盖其中非常小的一部

分人,且金额非常低。中国政府也明确承认扩大覆盖率是一个挑战,且在2009
年8月发布的政府计划中也已经表明。

城镇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之间有很多联系,尤其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在城

镇中工作,通过改变户籍制度等政策也可以增加覆盖率。但这个过程将会是逐

步的,因而在分析时还建议保持城镇和农村养老金制度的分离,正如我们在本

章所指出的,但考察模拟方案时,他们可能会逐步统一。

一、 城镇的养老金体系

国内外专家都为中国提出了多种不同的养老金改革方案,并且普遍认为

28%的缴费率是提高覆盖率的障碍,伴随老龄化的进程,当前的缴费水平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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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支付当期的养老金。解决高缴费率和低覆盖率的两难问题并不容易。我

们的假设是基于以下观点,即如果不大幅降低缴费率并把待遇水平下调至足以

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水平,覆盖率就不能实现大幅扩张。
一个选择方案就是,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支付已累积的养老金权益,并建

立真正的即刻生效的完全积累制养老金体系,但金融市场和机构是否有能力吸

纳这笔巨额债务还是个问题。此外,FDC计划的资产回报率平均水平很可能会

低于工资增长率。传统观点认为,完全积累制的回报率要高于现收现付制,但

它对中国来说并不适用。
在本章,我们已经指出,目前年龄较高的在职劳动者和退休人员已经为国

家财富做了重大贡献,他们获得超过其缴费水平的退休金也是合理的。依照这

个原则,承认目前体系实际上是现收现付制度,也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方案,即

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积累大量的储备,重要的是设计一套新规则,尽早考虑预期

寿命增长,这主要是指退休年龄应该大幅提升。
这些原则都可以在NDC制度下实现,根据众多专家的说法,这也是中国最

有前途的选择,或者至少可以为全面改革提供有益的指导。NDC制度的主要优

势是养老金不暴露于金融市场风险之中。NDC制度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储备,
在中国的案例中这也是一个优势,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并可能已经过度。

NDC制度下养老金依据退休年龄和预期余命来调整,财务的可持续性因而会自

动调节。
在NDC模型的讨论中,除基本原则之外,很多方面仍有可以选择的范围

(指数化规则、生命表等)。任何情况下,在向NDC转型的第一个阶段 (20~30
年)中,也总是需要量身定制的规则。

我们利用中国养老金体系的模拟模型提出了几种NDC改革的方案。参保人

以前累积的养老金权益全都保留。而且,与当时转向完全积累制体系一样,隐

性养老金负债并没有显性化为政府负债,当前工作的一代也不需要承担双重负

担。相反,在不完全积累 (或者部分积累)的公共养老金体系中,当前和未来

的几代人需要共担责任。
鉴于预期余命不断增加,我们假设退休年龄将逐步且显著提高,男性提高

到67岁,女性提高到64岁。在第一个方案中,NDC缴费率是工资的20%,第

二个方案是16%。我们也假设了一个适度的FDC型计划,缴费率为4%。
依据这些假设,由于覆盖率的提高,在两种缴费率选择下,养老金体系积

累的储备都将无限量。因此,在NDC和FDC两个部分以外,还可以支付额外

的 (很小)定额养老金。在20%的缴费率下,包含三个部分的退休金总额降低

到缴费工资的40%;在16%的缴费率下则降低到30%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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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幸的结论是预期养老金将可能不足。这一结果主要来自于未来

30~40年的人口预测,不受遥远未来的变化所影响。更高的退休金收入需要更

高的养老金缴费或者更高的退休年龄,接受这个选择并不容易。高额的养老金

支出主要源于对退休余命的高预期 (在我们的模型中,男性退休余命约为18
年,女性约为23年),尽管我们假设退休年龄有显著的提高。其含义是,应该

考虑设定比我们模型中假设的更高的退休年龄。

二、 农村养老金体系

2009年8月,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新方案,要求到2020年农村老年人养

老金达到全覆盖。定额养老金加上农村工资3%缴费的个人账户部分,会产生

约为农村工资15%的养老金。根据我们的方案,差额部分如果用中央政府和部

分高收入省份的预算来补贴,在2020年代初,成本占GDP的0.5%,到2050
年将会增加至1.2%。进一步增加农村养老金也有着社会和政治原因。但即便

是仅占GDP0.5%~1.2%的连续支出,也不能持续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支出

和缴费之间的差额应以有序的方式通过政府其他收入来源融资,否则制度的信

誉将会受到损害。

三、 实施问题

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无法得到全部的官方原始数据和在中国养老金体系

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但我们的NDC改革仍然提供了一些指导。一个问题就

是如何将现在仅有一部分实际资产的个人账户转移到新的NDC下。一个办法就

是在特定的地区,政府承诺支付不低于平均工资增长率的回报率。只要保证的

最低收益率高于 (相对安全的)资产的收益率,在参保人的眼里,该制度就如

NDC一样运行。这些养老金资产目前占GDP的5%,在NDC方案下还将继续

增长,资产管理可以和养老金管理分开。同样地,政府其他部门的资产转移到

养老金体系中,可以当作一个单独的问题来解决,与养老金权益的界定没有直

接关系。
将已确定的养老金权益转移到NDC账户内,且开始采用新的指数化规则,

对于中国的养老金体系来说并非是跳进未知。相反的,或许是一种有效且被期

盼已久的规则明确化,并且向更加统一的全国性养老金体系迈进。这可以增加

养老金的便携性,进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转能力,包括从农村到城镇的迁移,
也将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庭融入全国性的养老金制度。全国养老金制度的统一也

可以逐渐扩展到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退休金。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市

场的正常运作能力,同时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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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的NDC方案和为农村人口描述的新方案中,公共养老金水平也是相

对适度的。两个额外的计划也是需要的:一是由政府预算筹资的老年人基本收

入支持计划,二是由各种金融机构管理的额外的个人养老金储蓄计划。基本养

老金的筹资需求将要求从政府基金分一杯羹来填补现行制度的个人空账。而在

NDC制度下,覆盖率逐步提高,将为政府支持基本养老金留下更多的空间。
由于额外的个人储蓄部分可以进入强制性FDC账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

是,强制的养老金缴费在FDC账户和NDC账户之间如何分配。这种分配没有

一般性的指导原则,尤其是在新制度最初开始建立的20~30年间,且经济制度

结构也在发生根本转变。在不改变原则的情况下,NDC账户的缴费率也可以增

加或者降低。期望的养老金相对规模和私营部门管理的养老基金都依赖于金融

市场的发展和经济中的目标总储蓄。
我们强调目前的研究中,在设定公共养老金体系融资的目标程度时,应当

考虑包括政府资产和公共债务在内的总储蓄。在NDC制的未来方案中,公共养

老金体系可以仅为部分积累或者完全不进行资金积累。当前工作的一代人和已

经退休的人员因其对国家财富的贡献,获得的养老金权益超过他们的缴费,这

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观点也同时证明了养老金体系要进行适当的资金累积,也

需要一定程度上降低缴费率以提升制度遵缴率。此外,NDC方案胜过传统的

DB型计划,还在于个人缴费和未来养老金之间有着确定的联系,而且也考虑到

寿命增长和退休年龄的提高。
本章的模拟表明了财务可持续的NDC制度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为老年人建

立基本的社会收入支持计划及适度的FDC养老金计划,这些都可以作为养老金

改革诸多选项的基本框架。我们期望设计相关的改革方案且说明其特性,能够

对政治决策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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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中国城镇养老保险
采用NDC制的基本原理

马克·多夫曼*

强化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和实施的改革需要遵循当前和未来中国社

会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包括迅速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流动和迁移情况、
经济波动和家庭收入支持制度的变化。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完善社会保障,
以鼓励参保人承担风险并引导消费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城镇老年人养

老保险体系和近期的农村养老金体系改革是其重要步骤,但从中国经济和

社会迅速变革的角度看,还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提出了建立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建议。我们

相信NDC制度的框架特别适合用于解决中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社会统筹和

个人账户问题,有助于处理目前面临的如下状况。
(1)老龄化。中国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需要能够自

动适应因生育率变化和预期寿命增加所带来的巨大的人口结构转变的养老

金制度。NDC框架具有设计良好的平衡机制和缓冲基金,在未来可以适应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无法预知的调整。缴费与领取之间的直接联系和NDC制

的自动调节功能可以持续应对中国的老龄化挑战。相比较下,目前现收现

付的DB型社会统筹制度则需要几乎持续的参数调整。
(2)劳动力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中国表现出高度多样化的经济条件,

地区和行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在不断增加。NDC框架提供了累积权益可计

算并且可携带的一个基础。此外,NDC账户资产与工资和缴费直接关联,
账户制框架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不同的工资和缴费率。最后,

NDC框架可以更好地应对劳动力流动,因为仅仅在缴费阶段才增加 NDC
账户余额。

(3)金融市场状况和转型时期的融资成本。与FDC制相比,NDC框

架下,政府将不必发行债务来承担转型时期的成本,同时也可以尽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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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资金在中国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上投资的风险。短期来看,中国的经济政策

试图通过降低过高的个人和家庭储蓄率来提高消费,NDC改革方案与FDC制

相比更符合这一目标。

DC计划方案 (包括NDC制)的另外一个优点是,DC型的结构 (a)为历

史遗留成本的分别融资提供了基础,导致缴费率的实质性降低;(b)为以前的

累积权益提供一致的基础,尽管领取规则、缴费率和领取条件都是碎片化的;
(c)使得养老金计算基于退休时的预期余命和当时的条件。

技术设计的考虑

在中国的背景下,NDC制度在设计时应当考虑如下因素:
(1)建立计算NDC收益率的基础应当反映未来的变化和需求。虽然环境的

不同支持使用以区域或者省份为基础的名义收益率,但国家的统一指数会降低

养老金额度的区域差异,而非增加差异。此外,名义收益率如何决定,将深刻

地影响养老金资产和负债的变化。为了降低地区的差异,NDC的收益率应当考

虑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基础。
(2)在账户制度安排下,中国养老金体系的中期现金流预测,显示建

立缓冲基金是必须的。建立缓冲基金也可以作为免受未来冲击的一个重

要的目标。
(3)承认并且为遗留成本融资,将会极大地影响养老金的激励因素,包括

NDC制的规定。
(4)最低退休年龄将会对领取水平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会影响到劳动力。

我们建议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男性和女性均为65岁,这对制度的可持续性和退

休时期合理的收入替代率是必不可少的。
体制的挑战

中国养老金体制改革的最大挑战就是常见的政策设计的选择。主要的体制

挑战包括: (a)在积累和发放阶段,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数据平台;
(b)制定政策整合不同区域的NDC余额;(c)创造用于识别以往养老金权益的

制度基础;(d)加强退休阶段年金化养老金确定和调整的框架。

总  结

中国要达到加强老年人口的收入保护,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市场

变化挑战的这个核心目标,不仅需要进行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还需

要进行 其 他 养 老 金 制 度、契 约 性 储 蓄 规 则 的 改 革。这 些 改 革 应 当 包 括:
(a)为那些退休金不足的人或者老年弱势群体,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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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和城镇的养老金框架;(b)农村和非正式部门工人的储蓄最好通过匹

配补贴来实现,最近已经在中国推出; (c)大大加强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性

储蓄安排以补充强制性养老金; (d)持续改进健康保险制度,以降低医疗

保健费用支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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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希腊: NDC范式作为可持续
养老金制度的架构

密尔顿·内克塔里奥斯*

截至2010年,希腊是欧盟中为数不多的尚未进行全面、有效的养老

金改革的国家之一。该国的养老金制度是 “地中海福利模式”的典型代

表,具有高度碎片化、高税率以及养老金待遇不足 (尽管缴费率很高)
等特点。

早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在人口压力出现之前,希腊养老金制度就

遭遇了因过度碎片化、逃费现象严重和极低的正式参与率等问题而引发的

财务困难。之后,希腊政府开始每年负担1/3的养老金缴费。
希腊养老金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制度本身并没有为参保人提供长期财务计划的便利,人们无法

通过它清楚地知晓目前和将来会得到多少养老金待遇。在大多数情况下,
参保人只有等到退休那天才能知道可以领到多少养老金。

第二,制度中有着大量的代内不公平因素,存在着从职业生涯较长但

收入结构相对平滑的个人向职业生涯较短且收入结构陡峭的个人进行转移

支付的现象。这也是大多数DB型制度的通病。
第三,考虑到预期寿命将会持续增长,如果DB型现收现付计划中没

有相应的改变退休年龄或针对新增待遇的精算调整机制,也就意味着该制

度无法实现代际公平。若不对现行制度进行调整,则对于未来的劳动者而

言,其工资中用以支持现收现付制度的融资比率将会提高。假设希腊经济

未来的增长率降低 (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就意味着下一代工人用

于支付养老金待遇的工资份额将会增加。因此,旧养老金制度的这一特点

难免会产生让人难以承受的风险。
第四,通常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本身会通过鼓励提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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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给劳动力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另外,其降低储蓄率的方式也会阻碍经济

增长。
第五,希腊养老金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其2015—2050年间将会面临的财务不

稳定性风险。据可靠的精算评估显示 (GAD2001a,2001b),如果不对希腊养

老金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它将来的成本将是欧盟15国中最高的。这无疑将需

要政府财政投入更多的资金去支持养老金待遇承诺,而这无疑将会削弱国家的

公共财政实力。

2010年,为满足希腊与3家联合谈判者 (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欧洲中央银行)之间达成的希腊经济调整计划的要求 (欧盟委员会2010),
希腊进行了激进而草率的养老金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养老金体系的长期

可持续性、简化运行过程并且提高制度覆盖率。希腊政府于2010年上半年迅速

实施了改革,摆脱了35年以来的政治惯性。
早在2009年12月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我们已经证明希腊的养老金制度

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也是自1975年以来历届政府政治不作为的结果。我们

在会上提出,并在此重申,希腊的养老金改革应该建立在现成的NDC范式 (也
就是瑞典模式)基础之上。一个设计合理的名义账户制度可以消除经济和人口

因素对养老保险制度财务稳定性的不利影响。
相比之下,从经济层面看,现行制度下的养老金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以及全国工资基数的比例,在经济增长缓慢时期较大,经济增长较快时

期较小。从人口统计层面看,在退休年龄不变且预期寿命增加的情况下,每一

代新增养老金领取者的成本都会增加。而引入NDC机制,可以通过自动调整机

制减轻经济和劳动力增速放缓带来的影响。此外,在瑞典模式中,计算养老金

待遇时还把个人预期寿命考虑在内。当预期寿命增长时,待遇计算公式中的预

期寿命因素也会相应调整。

NDC可以增加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体系的财务稳定性,而引入预筹式补充养

老金制度会起到鼓励储蓄的作用。2000年,我们曾建议补充养老金计划实行完

全积累的模式,按照我们的建议,这一计划最终将会支付一半的养老金待遇

(Nektarios2000)。从长期来看,要想保证待遇承诺得到偿付,这种组合应该被

视为在2050年之前控制养老金长期总成本的唯一途径。然而,这样的计划将需

要大量的额外资源,而且建立完全积累制度将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过渡期。考

虑到过去20年中,低生育率和待遇领取者预期寿命不断增长的因素同时存在,
而这些组合因素将会在2015年以后开始逐步给养老金制度带来不利影响,因此

我们认为希腊亟待实施有效的养老金改革。
即使没有2010年的改革,在现阶段建立完全积累的补充养老金制度也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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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可行。一是时间不够,二是国家的财政状况根本不允许。2010年改革之后

面临的重要问题应该是考虑基本养老金制度 (primarypensions)和补充养老金

制度之间的再平衡,从而考量降低总缴费水平的可能性。希腊的缴费水平在欧

盟国家中属于最高,而新的改革并未能改变这一状况。

接下来的两节描述了2010年之前的希腊养老金体系,并勾勒了后续一系列

并不充分的、参数式改革尝试。第三节 (更新了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汇报资料)

描述了2010年上半年进行的养老金改革。在第四节,我们认为2010年匆忙进

行的改革是不完善的,希腊的公共养老金计划应该改为NDC计划,以获得完备

的NDC设计所具备的全部技术优势。此外,在降低总缴费水平的目标下,应该

在基本养老金计划和补充养老金计划之间建立新的平衡。第五节对全文进行

总结。

第一节 2010年改革之前的希腊养老金制度

改革前,希腊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呈现出高度碎片化和复杂化的特点,包

括24支主要养老基金 (primarypensionfunds)和超过120支 (公共)补充养

老基金,还有诸多针对养老金待遇的不同规定。制度的碎片化给提前退休提

供了多种渠道,也为逃避缴费等行为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也导致代际和代

内不公平现象广泛存在,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一些公共机构雇员的累积

率高于3%,公务员的累积率为2.86%,领薪雇员为2%。2008年,政府在

法律上 (而不是在操作层面上)把基金合并为5支基本养老基金和8支补充

养老基金。其中,基本养老基金可以依据工作种类分为5组 (见表8.1)。补

充养老基金通常建立在企业协议基础之上,且覆盖的工人数量远小于基本养

老基金。

表8.1 希腊基本养老基金的覆盖人数 (2008年)

覆盖人群 参保人数 (万人) 养老金领取人数 (万人)

私营部门员工 242.5 95.5

农民 66.1 83.7

非农业自雇者 57.6 28

公务员 54.9 34.5

其他 39.8 13.5

  资料来源:Greece,NationalActuarialAuthority,2008。

注:数据以希腊国家精算局最近的研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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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基金 (老年、遗属以及残障待遇)的标准缴费率是雇员承担

6.67%,雇主承担13.33%,政府承担10%。补充养老金的缴费率则为雇主和

雇员各负担3%。需要注意的是,补充养老基金并不是积累制的,而是按照现

收现付制模式运作。
尽管缴费率已经相对较高,但来自雇主和雇员的缴费仍然不足以支撑当前

的养老金待遇给付。事实上,国家通过预算为这一缺口进行了融资。2008年,
国家对养老金待遇支出的补贴高达GDP的6%。

平均来看,大多数养老基金的替代率都非常高,并且预期还有不断攀升的

趋势。从表8.2可以看出,2007年平均替代率 (新支付养老金待遇的平均数占

平均工资的比率)为60.6%,预计2050年会增加至70.0%。基本养老基金之

间的替代率差距很大,农民养老基金替代率仅为10.6%,而公务员基金替代率

高达149.8%。事实上,即使在同一支基金中也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尤其存

在于1992年之前和之后的参保人之间,前者在退休年龄、替代率等方面都可以

享受更多特权。

表8.2 希腊基本养老基金的替代率 (2007—2060年)(%)

2007 2020 2030 2040 2050 2060

所有基金 60.6 67.9 70.7 67.8 70.0 66.5

领薪雇员基金 (IKA) 84.2 87.1 81.6 76.4 73.7 70.0

非农业自雇者

基金 (OAEE)
79.8 108.5 123.2 92.0 84.6 85.1

公务员基金 149.8 130.5 116.0 103.6 112.3 111.2

农民基金 (OGA) 10.6 11.5 23.4 22.4 19.6 21.0

其他基金 48.2 45.0 38.8 38.2 45.9 44.0

  资料来源:希腊国家精算局,2008年。

注:IKA即社会保险机构;OAEE即自雇者保险机构;OGA即农民保险机构。

希腊相对慷慨的养老金待遇成为许多欧盟养老金制度比较研究的关注焦点。
希腊是OECD国家中平均名义替代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参见OECD2005)。在

图8.1中的样本国家中,希腊 (男性)的替代率在所有收入组别中都是最高的,
与其他多数国家形成对比。

希腊养老金制度的慷慨性从表8.3的估算中可见一斑,该表列出了平均养

老金占工人人均GDP的比例 (希腊数据假设平均养老金每年增长的比例比通胀

率高1个百分点)。在2000—2050年间,希腊的平均养老金在欧盟15国中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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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部分国家2010年改革前不同收入群体 (男性)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替代率

资料来源:OECD2011。

表8.3 部分国家平均养老金占劳动者人均GDP的

比例 (2000年和2050年)(%)

国家 2000 2050 变化

奥地利 22 19 16

比利时 16 14 -16

丹麦 23 21 -12

芬兰 22 22 -1

法国 24 16 -34

德国 19 15 -20

希腊 25 32 29

爱尔兰 20 19 -4

意大利 16 12 -27

荷兰 17 18 3

葡萄牙 17 18 7

西班牙 17 16 -5

瑞典 24 19 -21

英国 14 7 -49

欧盟15国 19 15 -21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和经济政策委员会,2001。

注:欧盟15国指2004年欧盟东扩之前的15个国家。

希腊养老金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和碎片化掩盖了那些给财政带来压力的因素。
对所有基金而言,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个人名义待遇相对于缴费而言过度慷慨,
但养老金领取者仍抱怨基本养老金的待遇偏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这一矛盾

·772·



 养老金世界变化中的名义账户制 上卷: 进展、 教训与实施
YANGLAOJINSHIJIEBIANHUAZHONGDEMINGYIZHANGHUZHI SHANGJUAN:JINZHAN、JIAOXUNYUSHISHI

是因为过去的养老金缴费相当低 (由于对应的缴费工资总额很低),并且缴费年

限也很短。尽管如此,大多数领薪雇员 (接近60%)都可以领到相对慷慨的最

低养老金。此外,在2010年立法之前,养老金领取年龄很低 (通常情况下,公

共部门为55岁,私人部门不到60岁),缴费年限短导致养老金待遇较低。另

外,农民的基本养老基金覆盖面大,但待遇很低。该基金成立于1998年,与其

说它是养老金待遇,不如说是一种定额福利补贴,因为它的额度还不及领薪雇

员最低养老金的30%。
由于希腊养老金制度过于复杂、过度碎片化,且行政管理薄弱,导致监管

不力,因此该制度难免缺乏透明度。在该制度下,养老金欺诈行为难以辨别,
逃费行为普遍存在。据估计,逃费金额大约占当期制度收入的20%~30%
(Tatsos2001)。许多研究表明希腊养老金制度欠缺良好的组织管理,在进行代

际和代内转移时,有关参保条件和养老金权利方面的规定均有失公平。
针对希腊养老金体系的重要研究 (OECD1997;MylonasanddelaMaison-

neuve,1999)表明,现有公共养老金体系的主要缺陷在于,待遇领取资格过于

宽松,同时还为提前退休和逃费等行为提供了错误的激励。这些希腊特有的问

题,加上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等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导致希腊老年赡养率

畸高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根据长期预测可知,希腊是OECD国家中现收现付

制度未筹贷债务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据估计,将来养老金债务的现值 (雇员

和雇主缴费的净值)高达GDP的2倍 (Roseveareetal.1996;Mylonasandde
laMaisonneuve1999)。

大多数针对希腊养老金制度的诊断性研究都没有清晰地区分该制度 (过去

和未来潜在)存在的问题和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而制度固有的慷慨性和不断

加剧的人口因素,必将使希腊成为欧盟15国中养老金成本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

(IMF,2006)。尽管1980—2000年间希腊缴费率非常高,可是制度缴费收入仍

然不足,因此问题的本质并不是制度的慷慨性。事实上,2004年希腊的年平均

养老金是6380欧元,大约65%的养老金领取者可以得到最低养老金 (IMF,

2006)。内克塔里奥斯 (2007)证明,希腊养老金待遇低和缴费率高这一矛盾产

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制度本身的高度碎片化和随之伴生的逃费现象,以及过低的

劳动力参与率。1980—2000年间工资税增长26%便是源于这些因素。同时该文

章也表明,如果希腊实行全民统一的养老金制度,根据1980—2000年间所支付

的待遇水平,缴费率必须从1980年的7%增长到2000年的16%。而20世纪80
年代的实际缴费率为14%,1993年之后大约在25%~30%之间,造成这一差

距的主要原因是遵缴率过低。

2001年,希腊政府聘请英国政府精算部 (GAD)对养老金体系进行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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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的精算分析,并对2000—2050年间需要 政 府 承 担 的 融 资 进 行 了 估 计

(GAD2001a,2001b)。有关一般税收对养老金赤字进行补贴的估算结果见表

8.4。根据估算,到2050年,最乐观的情况将是养老金赤字翻倍,最坏的情况

是赤字增加两倍。也就是说,未来几十年中需要政府提供融资的养老金赤字将

从目前的水平 (2000年占 GDP的4.8%,2009年占 GDP的5.5%)增加到

GDP的8%~12%。

表8.4 希腊养老金赤字估计值 (2000—2050年)

赤字 (占GDP比率)

2000 2020 2030 2050

2000—2050

的变化率

(%)

与中间情

景的差别

(%)

情景

类别

中间情景 4.8 6.9 11.1 16.8 12.0 n.a.

悲观情景 4.8 8.7 13.4 23.0 15.6 3.6

乐观情景 4.8 4.7 8.2 9.3 4.5 -7.5

参数式

改革

养老金指数与

通货膨胀率挂钩
4.8 5.4 8.8 12.8 8.0 -4.0

退休年龄为67岁

(如果参保人在

2001年时未满50岁)
4.8 5.0 8.6 13.2 8.4 -3.6

适用1992年条款 4.8 6.6 10.3 16.2 11.4 -0.6

把所有缴费年限作为

计发养老金的基础
4.8 6.8 9.5 14.6 9.8 -2.2

  资料来源:GAD2001a。

注:有关中间方案的假设如下:每年通胀率为2.5%,实际工资增长率为每年1.75%,实际养老金

增长率为每年1%,GDP增长率为每年2%。

如果假设政府财政将来有更大的能力为养老金制度融资 (比任何欧盟15国

都高),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据估计,希腊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10—2020年

期间3.5%的平均水平降至21世纪20年代的2.5%、30年代的2.0%、40年代

的1.3%、50年代0.9%的水平。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生产率的增长来维持

(目前生产率增长水平为2.5%,预计2050年这一水平将降为1.9%)。由于过

去20年生育率水平较低,劳动力将会在2020年达到峰值,随后逐渐降低

(IMF2006)。
欧盟委员会针对所有欧洲国家的养老金成本进行了一系列比较研究,从表

8.5可以看出,如果希腊不对现有养老金制度进行重建,2007—2060年间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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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老金成本增幅将位列欧盟之首。希腊养老金支出在欧盟15国中增长最快,
如果不进行改革,将会增至GDP的24%。相比之下,欧盟25国 (2007年欧盟

扩展之前的25个成员国)的平均值大约为GDP的12.4%。

表8.5 欧盟国家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比率 (2007—2060年)(%)

国家 2007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2060
2007—2060

年变化 (%)

奥地利 12.8 12.7 13.0 13.8 13.9 14.0 13.6 0.9

比利时 10.0 10.3 11.8 13.9 14.6 14.7 14.7 4.8

保加利亚 8.3 9.1 8.4 8.6 9.5 10.8 11.3 3.0

塞浦路斯 6.3 6.9 8.9 10.8 12.8 15.5 17.7 11.4

捷克共和国 7.8 7.1 6.9 7.1 8.4 10.2 11.0 3.3

丹麦 9.1 9.4 10.6 10.6 10.4 9.6 9.2 0.1

爱沙尼亚 5.6 6.4 5.9 5.6 5.4 5.3 4.9 -0.7

芬兰 10.0 10.7 12.6 13.9 13.6 13.3 13.4 3.3

法国 13.0 13.5 13.6 14.2 14.4 14.2 14.0 1.0

德国 10.4 10.2 10.5 11.5 12.1 12.3 12.8 2.3

希腊 11.7 11.6 13.2 17.1 21.4 24.0 24.1 12.4

匈牙利 10.9 11.3 11.0 11.0 12.2 13.2 13.8 3.0

爱尔兰 5.2 5.5 6.4 7.5 8.7 10.5 11.3 6.1

意大利 14.0 14.0 14.1 14.8 15.6 14.7 13.6 -0.4

立陶宛 6.8 6.5 6.9 8.2 9.1 10.4 11.4 4.6

卢森堡 8.7 8.6 9.9 14.2 18.4 22.1 23.9 15.2

拉脱维亚 5.4 5.1 5.2 5.9 6.1 5.8 5.1 -0.4

马耳他 7.2 8.3 9.3 9.3 10.5 12.0 13.4 6.2

荷兰 6.6 6.5 7.8 9.3 10.3 10.3 10.5 4.0

挪威 8.90 9.57 11.46 12.70 13.39 13.33 13.58 4.7

波兰 11.6 10.8 9.7 9.4 9.2 9.1 8.8 -2.8

葡萄牙 11.4 11.9 12.4 12.6 12.5 13.3 13.4 2.1

罗马尼亚 6.6 8.4 8.8 10.4 12.6 14.8 15.8 9.2

斯洛文尼亚 9.9 10.1 11.1 13.3 16.1 18.2 18.6 8.8

斯洛伐克共和国 6.8 6.6 6.3 7.3 8.3 9.4 10.2 3.4

西班牙 8.4 8.9 9.5 10.8 13.2 15.5 15.1 6.7

瑞典 9.5 9.6 9.4 9.5 9.4 9.0 9.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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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2007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2060
2007—2060

年变化 (%)

英国 6.6 6.7 6.9 7.6 8.0 8.1 9.3 2.7

欧盟27国 10.2 10.2 10.5 11.4 12.1 12.4 12.6 2.4

欧盟12国 11.1 11.2 11.6 12.6 13.6 14.0 13.9 2.8

欧盟15国 10.2 10.3 10.7 11.6 12.3 12.5 12.7 2.4

欧盟10国 9.7 9.3 8.8 9.0 9.6 10.4 10.7 1.0

欧盟25国 10.2 10.3 10.6 11.4 12.1 12.4 12.5 2.3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和经济政策委员会2008。

注:欧盟27国指的是欧盟目前的成员国;欧盟12国指的是1986年欧盟最初的12个成员国;欧盟

15国、欧盟25国和欧盟27国分别指的是1995年、2004年、2007年欧盟扩张时的成员国;欧盟10国指

的是2004年欧盟东扩时加入欧盟的10个国家。

第二节 2010年之前连续不断的参数式改革

希腊福利体系始建于1934年,当时社会保险机构 (IKA)的主要任务是逐

渐吸收所有的社会保险基金,并成为养老金和健康保险的唯一组织管理机构。
不幸的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恶性历史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内战)使得希

腊福利体系的发展情况事与愿违。大多数职业群体依靠各自强大的政治力量,
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基本养老基金、补充养老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到了1997
年,社会保险基金总数目高达325支。由于它们都是法定的公共基金,国家不

得不承担起保障待遇承诺的兜底责任。

1974年独裁统治瓦解之后,希腊进入政治稳定和经济粗放式增长时期。然

而即使在这一阶段,希腊也没能在公共管理、教育以及养老金制度等诸多领域

达成关于改革的政治共识。自1974年之后,几乎每届新政府都会颁布一些有关

养老金改革的立法。但所有这些干预措施都太微弱,既无法满足当时的政治需

要,也缺乏一个全面有效的改革战略。

1981年,政府把最低养老金提高了50%;1983年,又把补充养老金的覆盖

面扩大到全体公民。1992年,政府实施了一项重大改革,试图在所有养老基金的

保险、缴费和待遇给付之间构建和谐的关系,并且引入一项额度为应税收入10%
的政府补贴。这项改革有两个严重弊端:一是把将来的最低养老金待遇降低了一

半,二是忽略了补充养老金的未筹贷债务问题。1996年,政府建立了最低养老金

制度,基于负所得税方式用一般税收收入为其融资。1997年,希腊为农民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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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基金,规定农民年满65岁之后可以领取最低福利给付。2002年,也

就是在希腊加入欧元区的同一年,其社会保险机构 (IKA)引入现代电子信息

系统。2008年,希腊把基本养老基金合并为5支,补充养老基金合并为8支。

毫无疑问,过去35年间的参数式改革是有益的,它们改进了希腊养老金体

系的运行情况,但是没能解决关键问题,即养老金体系的长期财务不稳定性问

题。这种不稳定性源自制度本身慷慨的待遇结构、不断上升的赡养率以及劳动

力的非正规性。如前所述,在欧盟15国中,希腊养老金体系存在最为严重的财

务不稳定性问题。
假设希腊养老金体系的目标是在长期内有能力支付所承诺的待遇,那么观

察希腊过去35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由于有关基本养老金改革的政治共识长

期缺位,致使这个国家失去了一个完善其养老金制度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看,
希腊已经没有太多其他选择。2010年,希腊政府面临的主要选择有三个:
(1)通过立法,大幅度缩减承诺待遇;(2)用持续增长的政府一般收入为养老

金赤字融资;(3)用本章后面所描述的方法实行全面的养老金改革。

本文在下一节将会证明,由于1980—2010年间希腊在养老金改革领域缺乏

政治共识,导致2010年希腊养老金改革实质上是通过选择方案 (1)的方式来

避免采纳方案 (2)。事实表明,这不是一次高效的改革。同时,它也意味着希

腊再度失去了改进本国社会保险制度架构的机会。

第三节 2010年的养老金改革①

1975年以来,由于历任希腊政府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导致国家实质上已经

破产,最终不得不向国际组织请求经济援助。在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

洲中央银行提供的联合融资方案中,包含有支持经济政策的要求 (其中包括下

面谈到的激进养老金改革)。毫无疑问,正如本研究所证明的,改革势在必行。

但是希腊劳动和社会保险部为取悦民众、工会以及满足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欧洲中央银行有关养老金改革的需求,在没有认真准备的前提下,出台了

一系列改革立法。最终出台的立法同样不得不遵循经济调整计划 (EcoAdjust-
mentProgram)的条款,主要目标是把2010—2060年间养老金成本的融资增幅

占GDP的比重降低10个百分点,从预测的占GDP的12.5% (见表8.5)降低

至2.5%,从而达到欧盟15国的平均增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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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0年养老金立法的主要规定

新的养老金立法的主要改革如下。

1.缩减当前待遇领取者的待遇:废除两种总额少于2500欧元的月养老金

(共14种)。同时引入一个定额红利作为替代。从2010年7月开始,最高养老

金 (每月的待遇总额超过1400欧元,覆盖的养老金领取者大约占到10%)额

度平均将会降低8%。

2.统一并降低累积率:旧的养老金体系下,不同养老金计划的累积率也有

所不同。新的立法统一了所有工人的累积率,根据服务年限不同,累积率将从

每年2%~3%降低至每年0.8%~1.5%。这一方法简化了养老金体系,降低了

成本,并且由于累积率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是累进的,因而也增加了对延长工

作年限的激励。

3.提高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旧的制度通常允许工人在60岁之前提前退

休。例如,1997年,在领薪雇员基金 (IKA)里,有特殊条款允许大约80%的

新退休者 (男性85%,女性70%)在60岁之前退休并领取养老金;只有20%
的新退休者选择在正常退休年龄 (65岁)退 休 (Börsch-SupanandTinios
2001)。新的制度规定所有工人的最低退休年龄为60岁 (男性和女性一样);规

定全额待遇的最低缴费年限为40年;对于那些在65岁之前退休且缴费年限不

足40年的退休者,每提前一年退休,待遇将会降低6%。另外,对两个关键年

龄 (60岁和65岁)进行预期寿命指数化调整。

4.危险职业目录更新:改革要求对艰苦和危险行业的目录进行更新,以减

少此类索赔。

5.计发养老金的收入:旧制度下,使用退休前10年中最高的5年收入作

为计发养老金的收入基准。新的法律把全部收入历史作为计发养老金的依据。
可计发养老金的年收入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加上一个成长指数 (目前为止对该

指数还没有详细规定)进行调整。

6.养老金的指数化:旧制度下养老金根据工资增长进行调整,新的制度把

通货膨胀率作为指数化的上限。

7.简化:新的立法计划把所有基金合并为3支,大致上对应私营部门工

人、自雇者以及其他种类的工人。新入职的公务员也将通过领薪雇员基金

(IKA)加入。然而,银行雇员将保留他们自己的养老基金,“第三方”(社会)
缴费将被用于覆盖工程师、律师和记者的基金。

8.财务影响:最初的估计显示,提案中的改革将会大幅度降低2060年之

前养老金支出的增速。按照新的立法,如果用占GDP的比例衡量,2010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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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养老金成本将从占 GDP的12.5%降到 GDP的4%~6% (不过仍高于

2.5%的目标比例)。主要的不确定性存在于补充养老金的成本中,这需要更进

一步的分析。

9.保障条款:如果精算分析表明改革未能实现把养老金成本降至 GDP
2.5%的最终目标,可以通过部长级决议,采用调整制度参数、基本养老金以及

补充养老金等组合方式进一步降低成本。

二、 评估

一些评论正在关注希腊2010年养老金改革。
第一,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改革仅仅是对旧制度的草率重建,并没有产生

设计精良的新体系。有关新改革的更多细节以及补充养老金制度的结构等主要

问题,有待将来更进一步的考虑。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因为之后的决定可以在一个较为平和、较为从容的环境下做出。

第二,新的制度把养老金待遇中的保险和福利因素区别开来。从2015年开

始,新的月养老金将会由一个360欧元的基础养老金和一个按可开发养老金的

缴费工资计算的 (按比例的)基本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将由公共财政融资,
基本养老金将依靠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支付的20%的总缴费率来融资。基本养老

金的累积率将随着工作年限而变化,从0.8%逐步增加至1.5%。与旧体系进行

比较可以看出,新的养老金制度下,那些收入较低、工作年限较长的工人将获

得更高的养老金。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缴费年限不足15年,参保人也会得到基

本养老金。而在旧制度下,如果缴费年限少于15年,将得不到任何待遇给付。
但对于职业年限较短的养老金领取者而言,是否有权利得到按比例支付的养老

金,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
第三,新的制度保留了最低养老金 (2010年大约为495欧元)。但这一待

遇的角色应该被界定为基础养老金。就目前看,这一项待遇违背了区分保险和

福利待遇的原则。此外,最低养老金的融资问题也不明确。同时,新制度中的

这类条款将会产生负的就业激励。
第四,新体系废除了所有关于提前退休的特殊条款。2011年之后,所有参

保人都必须达到65岁且缴费满45年,才能得到全额养老金。达到60岁才有资

格领取缩减的提前退休养老金。这一条款通过延迟退休的方法,极大地缩减了

2020年之前的养老金财务支出。
第五,新体系下,对于2015年及以前退休的参保人,养老金待遇计算仍将

按照旧制度执行。而对于2015年之后退休的参保人,其养老金待遇的计算将根

据参保人的退休年份和工作年限,部分依据旧制度、部分依据新制度执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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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直到2018年才会出现养老金待遇的首次大幅缩减。

三、 尚未解决的问题

新的养老金改革忽略了一些重要问题。第一且最重要的是,改革没有考虑

到缴费率极高的问题,这可能对将来一代年轻工人全职加入正规经济部门产生

负面激励。第二,新的立法完全没有涉及补充养老基金的问题,无论关于它的

财务稳定性,还是它与基本养老金之间可能的再平衡问题。第三,新的养老金

改革没有考虑到过渡期的分配公平问题。最后,新的改革没有通过建立固定缴

费率的方式,为长期财务合同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以便于年轻一代进行经济规

划。
希腊终于进行了自己的养老金改革,但对于那些已经退休或者临近退休的

参保人来说,最糟糕的是,这些人不得不面对经济和财务计划上遭遇的突变,
却没有任何时间或者方式去适应新的变化。过去30年,希腊一贯缺乏实施有序

养老金改革的政治共识,而这一政治惯性在2010年上半年被扭转了。然而,当

时立法起草及出台过程都极其仓促。希腊政府未经深思熟虑,就采纳了欧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专家小组的主要建议。不过,把2010—2060
年间养老金支出的增长控制在GDP的2.5%以内这一最终目标有可能会实现。

毫无疑问,新的养老金改革可以实现现代养老金体系的部分核心目标,解

决一些希腊历届政府没有力量或没有勇气解决的问题,特别是:(1)新的改革

试图简化养老金体系的结构;(2)在处理以后各代工人的分配问题时,试图建

立代内公平 (而非代际公平);(3)废除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在保险和退休条款方

面的不公平差别待遇;(4)大幅缩减未来养老金支出的增长以减轻公共财政的

负担。

第四节 以NDC范式作为全面养老金改革的架构

初看起来,希腊似乎已经在2010年完成了改革养老金体系的使命。但我们

认为,2010年立法事实上意味着希腊再度失去了一次建立有序养老金体系的机

会。毫无疑问,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所提出的改革指导意

见是必要的,并为降低政府对现阶段以及将来养老金体系所承担的财务压力方

面指出了正确的改革方向 (大多数改革方案,实际上在本研究的最初版本中也

有建议)。但要想进行有效的改革,必要条件是在 “新范式”的框架下进行这些

改革,现成的NDC模式将代表着希腊建立现代可持续养老金体系的新开端。只

有通过这种方式,希腊才能实现养老金改革的目标,成功建立一个现代、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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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的养老金制度,同时降低过高的缴费率 (新实施的改革并没有改变缴费率,
这也成为此次改革主要的缺陷之一)。届时,希腊人民就可以有效地规划他们将

来的养老金。

2000年,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政府考虑改革时,我们提议通过引入预筹积累

制补充养老金并重新平衡基本养老金与补充养老金待遇比重的方法,增强养老

金制度的长期财务稳定性 (Nektarios2000)。由于养老金制度的中长期融资需

要,养老金缴费率将会巨额攀升,为了避免出现这一情况,本章建议降低现有

现收现付制下的养老金待遇,同时,引入新的预筹积累制补充养老金计划来减

少降低待遇所产生的影响。
表8.6列出了现存养老金体系在不改革情况下的成本 (以现期收入为基

准),以及引入新制度 (包括预筹积累制计划)后对养老金成本的影响,分别假

设退休年龄为60岁和65岁。可以看出,新制度下,既要偿付当期养老金待遇,
又要为将来的养老金待遇融资,因此总的养老金成本初期将会有所提高。然而,
过渡期之后,总成本将大大低于未改革情况下的成本。事实上,仅建立积累制

计划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就可以满足实际支付当期养老金待遇的额外成本 (假设

投资收益率比工资增长率高2个百分点,长期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

估计)。
表8.6 对希腊养老金改革提案的成本估计

(以现期收入为基准)(2000—2050年)

现行制度

(不改革的情况)

改革后的制度

(退休年龄为60岁)

改革后的制度

(退休年龄为65岁)

年份
欧元

(亿)

占GDP比率

(%)

欧元

(亿)

占GDP比率

(%)

欧元

(亿)

占GDP比率

(%)

2000 129 11.3 182 15.9 165 14.4

2010 153 13.2 200 17.2 158 13.6

2020 179 15.9 203 18.0 156 13.8

2030 208 18.8 162 14.6 123 11.1

2040 223 21.5 162 15.6 123 11.8

2050 223 21.8 159 15.5 120 11.7

  资料来源:Nektarios2000。

在积累制下,在退休年龄为65岁的情况下,新制度的成本将会大幅度下降

(也就是在2010年改革设定的退休年龄下)。为积累制计划融资的额外成本在第

一个10年占到GDP的3.1%,接着将会降至GDP的0.4%,而为积累制计划

完全融资的过渡期大概为10年。在这样的财务安排下,新的国家养老金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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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本将大大低于未改革的旧制度的成本。实际上,在10年的过渡期之后,新

制度的总成本将会回到2000年的水平,而这一水平甚至要低于欧盟15国养老

金支出的平均水平。
鉴于希腊养老金面临的问题,只要能及时达成政治共识,从表8.6可以看

出,这种解决方式非常可行。人们可以得到他们的承诺待遇,并且制度的长期

财务稳定性比2010年的改革效果更好。

2008年,当保守党政府考虑养老金改革时,我们曾建议重新构建基本养老

金,引入NDC模式 (Nektarios2008)。NDC模式在欧盟被视为养老金改革的

新范式,因而这种改革方式可以使希腊养老金体系与欧盟其他国家更为接近

(Holzmann2006)。本文认为,NDC模式仍应被作为建立希腊养老金合理框架

的有效方式,但由于有了2010年的改革,最初的改革设计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现将改革建议简要阐述如下。

一、 改革目标

希腊养老金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为不同代劳动者进行有效的长期财务计划提

供便利。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选择强制性和 (公共和私人的)自愿性

养老金计划最有效率的组合方式。第二个目标是保证代内和代际公平,从而使

得制度完全透明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应该明确代际协议的相关条件,包括政

府以非缴费型制度和最低保障等形式做出的社会承诺。这一承诺可通过建立个

人账户、每年提供个人账户对账单等方式得以强化。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还

有赖于养老金制度的长期财务稳定性。养老金制度应该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

正向或至少是中性的影响。在一个设计良好的NDC和DC型积累制补充养老金

计划的组合下,这些条件都可以得到满足。
改革的一个额外目标是建立一种替代性的财务结构,以保证能够降低总的

社会保险缴费率 (目前为工资总额的26%,是欧盟成员中缴费率最高的国家之

一)。

二、 建议的养老金制度基本框架

我们所建议的养老金体系包含四个支柱:

1.社会 (最低)养老金,通过政府一般收入融资;

2.强制性基本养老金制度 (NDC模式);

3.普遍的、强制性补充养老金体系,完全预筹积累模式 (FDC);

4.自愿性、预筹积累制企业年金。
基本养老金体系是建立在NDC模式基础上的,通过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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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采用现收现付制度。补充养老金体系采用DC模式,通过雇主和雇员共同

缴费融资,属于完全预筹积累模式。新的制度覆盖1992年以后的参保人群。
建议对现有制度下的多个基金进行彻底的重组,从而实现上述主要的改革

目标。主要变革措施如下。首先,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基本养老金管理机构,
合并所有的基本养老基金,包括公务员基金。其次,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补

充养老金管理机构,合并所有补充养老基金。再次,为上述两支基金建立信息

共享平台。不同养老金计划应该与税务部门在缴费征收方面建立永久性合作,
并组建独立的税收征缴服务部门以减少逃费现象。这样一来,无论从政府还是

雇员的角度来考量,都可以提高制度的征缴效率。最后,养老基金已积累储备

的管理权,应交给现有的养老基金资产管理公司。
为了满足降低总缴费率的目标,我们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重新平衡基本养

老金和补充养老金制度。建议缩减基本养老金的比重,把缴费率从20%降低至

16%,从而相对增加补充养老金的比重,保持其缴费率在6%不变,并将制度

改为积累制。因此,对于有着40年工龄的参保人而言,总替代率将会在60%~
70%之间,而总缴费率将从26%降低至22%。在两个制度间进行再平衡的过渡

期内,应规定有关年龄的强制性参保门槛。对于那些年长的参保人,应采取自

愿参与的原则。

三、 基本养老金制度和NDC模式

主要的建议是用NDC模式重建基本养老金制度。NDC现收现付制度将建

立在名义个人账户的基础上,缴费率为工资总额的16%。把现有参保记录转换

为名义个人账户的初始资本是一项特殊的工程,可以利用充足的国际经验帮助

希腊完成。在NDC计划中,个人账户的名义资本将被转换为生命年金,计算基

准是同龄群组在退休时的预期寿命。账户资产和年金每年依据平均缴费收入或

缴费工资的增长进行相应的调整。最低退休年龄设定在62岁 (男女一样),但

相关规定中应有鼓励退休后继续工作的灵活规定。在考虑建立透明制度以应对

经济和人口风险 (Palmer2012)和建立 NDC储备 (Holzmann,Palmer,and
Robalino2012)的可选途径时,应该慎重。基本养老金待遇应逐步降低,同时

补充养老金待遇逐步增加。
大多数特殊权利在2010年改革中被废除。一个完善的改革应该废除特殊利

益团体所有的特权,包括62岁之前提前退休的可能性。关于如何把旧制度中的

既得权 利 转 换 为 新 制 度 下 的 权 益,在 国 际 上 是 有 先 例 的 (参 见 Chłoń-
Domińczak,Franco,andPalmer,本书第二章)。

NDC模式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分配问题。按照建议,新制度中对非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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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有相关规定,针对的是诸如因接受教育、服兵役、照看儿童、疾病、失业

和残疾等原因而导致的无法缴费的阶段。在这些情况下,国家或者各相关机构

(健康基金或者失业基金)负责缴纳总缴费中应由雇主负责的部分,缴费进入参

保人的个人账户。另外,按照建议,新制度提供遗属养老金和配偶联合年金。

四、 补充养老金计划

补充养老基金应该是普遍的、强制性的和完全预筹积累制的。正常的缴费

额为工资总额的6%,采取DC模式。每个参保人都有个人账户,在达到62岁

退休年龄之后可以自由选择何时把个人账户转换为保险产品,产品种类由相关

法律具体规定。
这一预筹积累制计划要求在一定年龄阶段的人群必须参与,但年长群体允

许自愿参与。
积累的基金及其有效的投资将有助于缩减国家养老金的长期成本。补充养

老金制度的结构和运行,对于实现降低总缴费率的目标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部分养老金待遇在总待遇中的比例将逐渐增加。对于已累积基金的管理,应

由资深养老金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独家负责。这家公司自2001年成立以来,已经

证明了它在希腊养老金资产投资方面有着最为有效的机制。
此外,应该有涉及协议退出的特别条款。在现有补充养老金 (公共性质的)

计划中,决定退出国家制度的参保人将被转移到企业年金制度中。在这种情况

下,参保人没有其他社会补贴保证其收入和待遇。

五、 企业年金

企业年金计划应是自愿性的,由利益相关方负责组织和融资。这些养老金

待遇没有国家担保。国家按照欧盟相关指示监管企业年金的建立和运行。

六、 社会养老金

目前的 (运行良好的)社会养老金体系可覆盖所有没有参保记录或参保记

录不充足的个人。一旦强制性养老金 (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待遇总额低

于贫困线,社会养老金可以把这类退休者的待遇水平提高至接近贫困线的水平。
社会养老金的支付应满足居住要求和家计调查,融资依靠一般税收收入。

七、 预期改革效果

相比之下,NDC模式比一般养老金改革更容易实现更多的目标。在更广泛

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NDC改革还会产生额外的正外部性。引入NDC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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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够有力地限制政府在提供未来养老金方面的作用,并且将为所有希腊参

保人提供足够的透明度,以便其做出长期财务计划。另外,强调NDC模式的相

对优势,将会为政府赢得更广泛的政治支持,这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资产 (就
像 Marin2006强调的那样)。

1.NDC成为一个公平标准、反腐败工具和养老文化的推动者。NDC体系

设定了广泛的公平共享标准,把精算公平作为最低限度的共识。NDC还能把隐

性和逆向的再分配显性化。它使得人们可从终身缴费、终身收入、年金、终身

养老金权益以及选择、权衡和预算约束等多角度考虑问题。

2.NDC是对福利体系进行功能性区分的催化剂。把社会保险风险管理进

行功能性区分,可以把资金区别开来,从而使得管理的透明性和政治上合理的

再分配成为可能。在NDC计划下,可通过专用的财务资源,为诸如儿童照护权

利等特定社会政治目的提供保障和非缴费型权益。

3.NDC是更好的风险管理方式。NDC在管理经济和人口风险方面比其他

现收现付制度参数更有优势。由于它被政治操控的可能性较小,因而不会产生

过度的期望,因此也无须担忧对待遇承诺的破坏。

4.NDC是任何养老金结构的核心要素。NDC模式作为现收现付制终身的

平滑消费储蓄计划,可以把隐性的、常常被严重扭曲的代际协议转化为显性协

议,从而保障代内和代际公平和公正。通过避免出现过度的债务,NDC制度可

以帮助政府解决希腊养老金体系的制度失衡问题,这也是该制度目前面临的主

要障碍,同时也是其他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与2010年的改革相比,引入NDC模式所产生的效

果将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可以实质性地改进目前养老金制度面临的问题,并且

将会给希腊带来额外的政治效应。

第五节 结  论

希腊在过去30年中错失了很多改革养老金体系的良机。根据本章的分析,

2010年大幅缩减承诺权益和待遇的改革,如果同时引入现成的NDC模式,本

可以顺利完成。此外,倘若当时实施NDC改革,还可以使希腊政府缩减公共财

政的行为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
本文的最初版本 (在2009年12月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旨在概

括介绍可以保障现有体系下养老金承诺的、全面的养老金改革。提议最初在

2000年出台,当时,希腊有足够的时间把大量政府一般税收收入用于创建预筹

积累制养老金体系。按照建议,希腊养老金改革应该在NDC和补充养老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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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相同的权重。这样的养老金体系可以在长期内保障所承诺的养老金待遇的

给付。此外,它将平等对待每个参保人,无论是同代还是不同代之间 (至少那

些在1992年之后首次参保的个体可以受到平等对待)。再者,养老金体系的运

行不会给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全面综合的改革要求把所有养

老金计划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基金计划,彻底解决碎片化问题和逃费问题。
在考量是否要进行一项重大改革时,最重要的问题是改革是否具有政治可

行性。在这样的框架下,对经济因素和有关效率问题进行争论是必要的,但却

是不够的,而建立在最优效率之上的公平和公正问题则显得至关重要。对于希

腊养老金改革而言,由于1975年之后历届政府的政治无能,导致希腊不得不草

率地实施了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主导的联合改革计划。由

于事先没有对改革可选方案进行有序的研究和评估,希腊没能建立实现上文所

提目标的、现代化的养老金制度,错失了一次改革良机。当时,希腊政府以危

机的紧急性为由,没有采取NDC式改革,而是制定了大幅度缩减养老金待遇的

政策。事实上,在2014年之前政府仍然有时间改正这一错误。倘若政府可以采

纳NDC式的改革建议,并把改革的逻辑清楚无误地传达给公众,公众极有可能

会同意相关待遇的缩减,并广泛接受现代养老金体系的主要原则。我们期待希

腊的这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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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高山孝一*

直到2010年中期,希腊的养老金体系仍属于典型的地中海福利模式,
有着过度碎片化的特点,并且由碎片化导致的逃费现象广泛存在,劳动力

参与率也非常低。制度本身还存在严重的公平问题和长期的财务可持续性

问题。在过去的30年中,希腊丧失了很多改革养老金体系的机会,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缺乏政治共识。

一、 养老金改革的政治风险

发达国家近期进行养老金改革的基本目的在于解决各参保群体不断增

加的养老金成本问题,并设定一个可接受的限值。这也是许多国家转向名

义账户制度的原因。无论采取哪种改革方法,难免会有潜在的改革受益者

和利益受损者。利益受损者往往很难接受方案中不利于他们的因素,从而

使得改革延迟甚至陷入停滞状态。在遭遇这类政治风险时,往往需要强有

力的领导才能。
推动养老金改革的另一个因素是来自于外部的强大压力,2010年的希

腊养老金改革就是例证。当时,希腊的主权债务已经失控,不得不实行草

率、激进的改革,从而大幅缩减养老金待遇,以确保该国满足国际金融市

场的长期借款条件。2010年改革中最重要的方式是废除了所有有关60岁之

前提前退休的特殊条款,把标准的养老金领取年龄提高到65岁。正如高山

孝一在第八章中解释的那样,希腊民众突然遭遇了经济和财务影响,却没

有足够的时间或者合适的方法去应对新的环境。
希腊需要一个财务上可控的养老金体系,因此2010年的改革是必要

的,但还不够,它仅仅是改革进程中的第一步。该国似乎仍然没有对养老

金体系的基本架构进行认真、清晰的思考,也没有考虑如何保障制度的公

平性、充足性以及财务可持续性。概括而言,国家养老金体系应该把N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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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孝一是日本东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学院的日本研究院养老金研究客座教授 (JRIPensionRe-
searchChair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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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核心要素。内克塔里奥斯认为希腊需要迈向改革进程的第二步,也就是用

NDC计划和FDC计划的组合替代现有的收入关联计划。然而,说起来容易做

起来却很难。
其中一个困难是短期成本很高。如果收入关联制度的缴费率从20%降低为

16%,按照内克塔里奥斯的提议让剩余比例进入FDC计划,那么短期内需要财

政一般收入的补贴将会大幅度增加。另一个困难是,新范式下潜在的利益受损

者可能坚持反对第二步改革。
我们可以从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希腊的问题。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它就

可以改变汇率,并实行更多决定性的财政政策,从而使其面临的财务制约相应

减少,让政府有更多时间实施第二步改革。这本身可以作为从希腊经验中汲取

的一个教训。

二、 从日本的视角来看希腊的困境

日本的政治家同样不愿意进行彻底的养老金改革。然而,在2004年,他们

规定基本养老金体系的缴费率将从2017年开始固定在18.3%的水平,从而成

功进行了一次NDC改革。同时,他们还引入了一个不受政治风险影响的自动平

衡机制,即一个考虑了人口因素的全新的养老金待遇指数化机制 (Takayama
2004)。

日本在养老金管理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自动平衡机制至今还没有启用。因为立法规定,在通货紧缩的情况

下这一机制将不适用。自制度设计至今的十余年间,日本一直处于通缩阶段。
因此,新的平衡机制必须与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脱钩。

第二,非正规就业者比例不断增长,2010年已经达到40%。增加的年轻雇

员被迫以非正规就业者的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后也很少有机会变为正规就

业人员以领取更高和更稳定的工资。此外,日本深受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专家描

述的 “一步错、步步错”问题的严重影响 (FrancoandSartor2006;Gronchi
andNisticò2006;BoeriandGalasso2012;Chłoń-Domińczak,Franco,and
Palmer,参见本书第二章)。

第三,日本的正常养老金领取年龄仍为65岁,而与长寿风险挂钩的自动调

整指数对于养老金制度的长期财务稳定性非常重要。
第四,当前制度下,针对全职家庭主妇的规定受到来自双职工夫妇和单身

女性的强烈抨击 (Takayama2009)。对此,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把有收入的

丈夫和他要抚养的妻子的收入区分开来。
第五,每周工作时间少于30小时的雇员,还没有被收入关联的养老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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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目前,有关是否应把每周至少工作20小时的雇员纳入制度覆盖的讨论非

常激烈。
几乎所有与上述方案相似的改革,都难免会导致潜在的改革受益者和利益

受损者出现。因此,日本如果想在不久的将来实施另一次养老金改革,同样会

面临政治风险。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有着和希腊一样的处境。因此,政府应

该首先与利益相关者达成政治共识,然后进行一个更有决定意义的改革。日本

是否有能力做到,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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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智利养老金向DC转型的
财政成本与待遇评估:
一个回溯分析

爱德华多·法竞希尔博 大卫·罗马里诺*

为提高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和经济激励性,各国往往选择以下

改革路径:要么将养老金制度转型为FDC型养老金,要么将养老金转型为

NDC型养老金,或者基于上述两种模式的其他变体。但是,在现有研究

中,学者们对FDC和NDC改革的转型成本和养老金待遇的比较,往往建

立在单纯地精算分析预测的基础上。与之相对的,我们则立足于回溯分析

法来探究这一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假设如果智利在1981年没有引入FDC
模式,而是建立了NDC模式,那么会有怎样的结果。

分析表明,FDC模式的转型成本明显高于NDC制度。在同等条件下,
如果当初智利引入了NDC模式,那么在随后的45年里,国家财政可以节

省约等于1981年GDP总额的50%。伴随工资率增长,NDC模式在最低保

障养老金方面的支出会更高一些。这是因为,在改革的头20年里,金融资

产的回报率高于工资增长率,因此FDC模式下的养老金给付也就随之更

高。但是,在不同的假设下,受到由随机过程导致的FDC模式下养老金回

报率动态变化的影响,NDC模式下的预期替代率不一定低于FDC模式。

第一节 NDC模式和FDC模式的比较

过去几十年来,DB型现收现付制养老金面临着财务偿付困难、再分配

不够透明、工作激励微弱等问题,而NDC模式则被视为一种前途无量的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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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方案。NDC模式根据现收现付原则进行融资,但待遇计发公式则高度透明,
并且强调缴费和待遇之间明确的精算公平性。如果设计得当,NDC模式可以充

分保证养老金的可偿付性,并且无虞诱发 DB模式中难以回避的负债问题。

FDC模式和NDC模式的核心区别在于,FDC模式下,劳动者的缴费将直接投

资于金融产品以获得收益;NDC模式下,劳动者的缴费仍将用于支付当期的养

老金支出。如此一来,FDC模式的养老金缴费收益将依据市场回报率计算,而

NDC模式下的缴费收益则需要与现收现付资产的增长率相匹配。所谓现收现付

资产,则是指养老金制度缴费的现值减掉未来养老金给付额的现值所得的差值

(RobalinoandBodor2009)①。鉴于现收现付资产的增长率难以直接观测,因此

实践中一般会对此进行假设。

NDC模式的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降低制度转型隐性债务的筹资难度,
因此在短期内能够减少财政支出,避免增加税收负担。这是因为NDC模式的

财务机制依然是现收现付的,因此当期缴费可以用来支付当期养老金。但是

在FDC模式下,所有的缴费都被投入金融市场,那么就必须另外筹资来支付

旧制度下的养老金支出,以及弥补过渡缴费者在旧制度时期的缴费。一般而

言,转型成本主要由两个因素引发②。在 NDC模式下,政府可以持续通过新

的缴费来偿还旧制度的负债。而隐性债务和现收现付资产之间的差额 (其大

小受 NDC制 度 缴 费 率 决 定)则 需 另 谋 他 法 融 资 (HolzmannandJousten
2012)。

在经济衰退时期,一个动态有效率的经济里,现收现付型养老金的增长率

理论上低于金融资产的回报率。尽管对这一现象的实证证据莫衷一是 (Holz-
mannandHinz2005),但总的来说,在相同的缴费条件下,NDC养老金的替

代率可能低于FDC养老金。这也就意味着,NDC模式下,制度对最低养老金

的给付可能更多,从而提高其财政成本。
对于政策选择而言,弄清两种模式的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是至关紧要的。

但是,就我们所知,目前对FDC和 NDC模式的长短期财政成本比较的分析,
都不够缜密。现有研究 (例如世界银行2004年和2006年的报告)都是以预期

精算分析为基础,这些研究都是对一些关键变量 (例如GDP增长率、工资增长

率、利率、覆盖率、缴费密度等)做出表浅的假设来进行预测。同时,一些关

键问题也被忽略了,例如FDC模式的回报率是否一定就高于NDC制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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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对缴费、现收现付制、隐性资产以及它们在何时取得一致的讨论,见 Vidal-MeliáandBoa-
do-Penas(2010);Boado-PenasandVidal-Meliá(2012)。

转型成本由缴费从现收现付制度向FDC制度转变而产生。如果FDC制度的缴费率与现收现付制

度一致,就不存在转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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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模式下养老金分配方面的差异①。
本章比较分析了智利进行FDC模式改革和NDC模式改革的财政成本。
本章的分析主要解决了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为解决预测分析的局限性,我

们引入了回溯分析法,假设智利在1981—2026年期间没有引入FDC模式而是引

入NDC模式,会有何不同。为比较FDC模式和NDC模式在转型时的财政负担,
以及在总体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养老金分配效果,我们使用了实际缴费历史数据对

此进行估算。不过,我们没有分析引入NDC模式所引发的一般均衡变化。假如智

利在1981年引入NDC模式,那么个人所面临的养老金激励,以及随之而来的劳

动力供给行为和储蓄行为,都可能产生变化。而在FDC模式下,个人账户积累无

疑也会产生非常突出的宏观经济影响 (Holzmann1997;Schimidt-Hebbel2000)。
由此,市场价格的动态变化,包括工资率和利率都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不会

去分析智利引入NDC模式的总体福利变化。我们的研究仅仅想告诉政策制定者两

方面问题:第一,NDC改革的低转型成本将会带来财政结余;第二,两种改革所

形成的养老金替代率有所差异,由此会导致对最低养老金给付的不同压力;第三,
参保人在两种不同养老金模式下的风险暴露程度②。

其次,我们将简要介绍智利1981年养老金改革的主要特征,并且就引入

NDC改革所涉及的一些关键变量做出解释,其中包含一系列针对数据和方法的

描述。在最后两部分,我们会对分析结果做出说明并进行总结。

第二节 FDC改革和我们对NDC改革的假设

1980年,智利对公共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改革,用FDC型养老金替代了传

统的现收现付养老金。FDC养老金以个人账户为基础,采用私营市场化机制进

行管理运营③。此次改革主要旨在解决智利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碎片化和财政可

持续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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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Dimson,Marsh,andStaunton(2002)指出,在1900—2000年间证券投资的平均实际收益为

5.1%,而 Maddison(2003)指出同一时期人均GDP增长率为2.0%。Dutta,Kapur,andOrszag(2000)
考虑了风险因素。MatsenandThoersen (2004);andDeMenil,Murten,andSheshinski(2006)认为,
积累制和非积累制的最优组合在两个极端之间。Knell(2008)考虑了对相关消费的偏好 (针对特定人

群),更进一步支持了养老金混合模式中加入非积累成分。
在本章中,我们着重关注由回报率波动诱发的风险及其对养老金分配的影响。后者我们将通过计算

两个制度 (以及两个制度的不同比例组合的一些假设)下的养老金替代率来衡量。其他一些风险我们不在此

建模分析,部分风险对两个制度都会有相似的影响 (例如经济风险将影响缴费的概率),而另一些风险对不同

制度有不同影响。例如,在FDC模式下,政府可以通过设定规则来影响投资工具的适用,甚至选择撤销FDC
制度。在NDC模式下,政府可以直接影响名义回报率的设置,或者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时候减少支付。

覆盖军人 (陆海空军及警察)的养老金制度并未包含在此次改革中。



 养老金世界变化中的名义账户制 上卷: 进展、 教训与实施
YANGLAOJINSHIJIEBIANHUAZHONGDEMINGYIZHANGHUZHI SHANGJUAN:JINZHAN、JIAOXUNYUSHISHI

在新制度下,智利劳动者可自愿选择是否加入,若加入,则需将收入的

10%缴纳给养老基金管理机构 (AFP)。AFP将同时负责收取管理费和残障及

遗属保险的保费 (DSI)①。AFPs是依法运营养老基金而建立的一批私营公司,
其职责包括征收缴费、管理个人账户、投资养老基金、管理DSI、提供客户服

务,以及发放养老金、残障津贴和遗属津贴。如果领取者选择以年金方式领取

养老金,那么AFPs将负责用个人账户金额向保险公司购买年金产品。AFPs的

权责由法律或养老金监管局的规章制度严格规定。养老金监管局 (SP)建立于

1980年,负责规制和监管AFP②。需要强调的是,养老基金的投资方式受到严

格监管,监管部门对投资工具、投资产品的数量限制和最低投资收益担保等进

行了严格规定③。
我们将在下文总结FDC模式的几个关键要素。对于我们所虚拟的NDC模

式,我们将尽可能地保留这些关键要素。两相比较,NDC要素和FDC要素的

主要区别在于回报率的计算方式、养老金的给付方式以及最低养老金的给付特

征。

一、 旧制度和新制度的参保人

在1980年的FDC模式改革中,现收现付养老金的参保人可以选择留在旧

制度中或者转移到新制度中,转移到新制度的缴费者不能再选择退回到旧制度。
改革生效后参加养老金制度的劳动者将自动加入新制度。在我们虚拟的NDC改

革中,将沿用这一规则。

二、 缴费率

改革后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大幅下降,从现收现付制下的23%降到约14%
(10%的养老金缴费+平均4%的管理费)④。缴费率的大幅下降是吸引大量智利

劳动者主动加入新制度的重要原因。为保证参保人缴费行为的一致性,我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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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截至2011年5月,管理费大约相当于缴费工资的1.49%,DSI保险费约为缴费工资的1.49%,
从而总的缴费率为缴费工资的12.98%。

SP指养老基金运行监督机构 (SuperintendenciadeAdministradoradeFondosdePensiones)。
目前,AFPs可以投资于智利或国外的固定收益及可变收益的金融产品。从2012年开始,每家

基金投资公司必须提供至少四支不同的基金 (可选择设立第五支),每支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都有所不

同。2008年的改革修改了部分投资规定 (seeRofman,Fajnzylber,andHerrera2008);法律只规定主要

的投资数量限制,而投资细则规定则依据具体规章。

1980年,社会保障服 务、私 营 雇 员 基 金、公 共 雇 员 及 记 者 基 金 的 缴 费 率 分 别 为33.20%、

41.04%和32.50% (SAFP2003)。这些计划含有多种社保项目,包括老年津贴、疾病津贴、工伤津贴

等。而官方的养老金缴费率要低一些 (以上三种计划分别为22.95%、24.91%和15.75%),但是这些缴

费并没有体现真实的资金需求,因为所有缴费都用于统筹支付所有社保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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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虚拟的NDC改革中,养老金缴费率依然为10%。在随后的分析中,我们

将考虑在不同的情境假设下,FDC和 NDC模式管理费用方面的差异。流入

NDC账户的缴费率可能会低一些,但我们只关注两种模式下实际记入个人账户

的额度。

三、 旧制度缴费的转移

劳动者在旧制度下的缴费记录将以认购债券的形式确认,在劳动者达到退

休年龄时,他们在旧制度下的缴费将按照一定份额由政府直接记入劳动者的个

人账户。认购债券拥有4%的固定利率,从劳动者申请之时开始生效,直到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为止。
在我们虚拟的NDC制度中,我们将采用类似的方案。对于旧制度下的缴费

者,其缴费同样将以认购债券的形式进行记录。退休时,债券的金额会自动累

积到名义账户,并且从债券生效之日起,这些债券的名义利率将与当期缴费的

名义利率相一致①。

四、 养老金缴费的回报率

根据当前规定,个人缴费 (除去管理费)将直接计入个人账户,并按照一

定比例进行分散投资。每天账户余额都会重新计算。账户的缴费、支取以及由

劳动者自主选择的养老基金投资的回报情况,都将一一记录在案。
在虚拟的NDC模式中,我们依然采用相似的方案。只不过名义账户基金每

日的投资收益不是由实际金融市场投资决定的,而是根据工资增长率计算所得。

五、 退休选择

一般而言,个人不得早于法定退休年龄退休 (男性65岁,女性60岁)。当

个人选择退休时,无论他/她是否决定停止工作,其个人账户内的余额 (包括由

认购债券所记录的缴费金额以及可能存在的个人自主存款)将按照规定向个人

支付。支付方式包括按一定程序从AFPs直接领取,或者向保险公司购买年金

产品②。在第一种支付方式下,劳动者领取的养老金将按照个人账户的余额、
根据年龄—性别确定的预期余命,每年进行计算。当领取者去世时,其个人账

户余额将转移给法定受益人或继承人。支付额度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而如果

领取者预期余命很长,那么个人账户余额就可能耗竭。在第二种支付方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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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另一种方案是,在计算时将确认的余额记入贷方。在本案例中,债券也会按照名义回报率从一

开始就进行积累,而不是外生的4%。
在估算的部分,我们会假设每个人都选择年金化,我们使用分性别生命表来计算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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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个人账户余额将全部用于购买一份固定收益的终身年金,以及遗属津

贴以便其法定受益人在其身故后可以享受。如果领取者没有指定受益人,那么

这些年金不会作为遗产继承。遗属津贴是按养老金的既定比例支付,与死亡时

间无关。若劳动者的个人账户余额太低,他将不能选择购买年金,而只能选择

按程序直接领取。
在虚拟的NDC制度中,名义账户余额将直接以固定年金的方式支付。年金

的给付由账户余额、领取者 (及其可能的受益人)按年龄确定的预期余命 (不
分性别)、固定利率 (由退休前一年的平均名义利率确定)综合决定。领取者身

故后,受益人可以领取遗属津贴。若无受益人,年金不会作为遗产继承。

六、 反贫困项目

截至2008年,政府为没有养老金或养老金极低的个人设立了两种反贫困项

目,二者均由政府筹资及支付。其一为最低保障养老金 (MPG),其二为救助

养老金 (PASIS)①。劳动者若缴费满20年 (包括在旧制度下的缴费年限)就有

资格在特定条件下申领最低养老金。领取条件包括个人账户余额告罄,或者领

到的年金低于最低养老金标准。PASIS的覆盖人群为65岁以上且没有养老金或

其他收入的老人。
在虚拟NDC制度中,我们依然设立 MPG,覆盖那些养老金低于最低养老

金标准的领取者。由于我们假设NDC模式下的领取者都能领到固定年金,因此

PASIS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我们主要估算和预测的财政成本是指与养老金领

取者直接相关的成本。换言之,我们不会去估算那些没有养老金收入、领取

PASIS的人群的成本,因为无论在FDC还是NDC模式下,这部分财政成本都

应该是一样的。

第三节 数据和方法

我们将从AFP参保人中选出一部分代表性样本,来构建FDC模式和虚拟的

NDC模式下的个人账户情况。这些参保人的缴费历史都由养老金监管局记录。
个人养老金历史 (historiasprevisionalesadministrativas,HPA)由以下几

部分组成:基本的人口统计数据 (性别和出生日期等)、每月的缴费细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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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8年后,最低保障养老金和救助养老金由新设立的第零层次养老金替代。新制度会向未被养

老保险覆盖的、人口中最贫困的60%支付团结养老金,同时向同一群人提供低层次的养老金领取权益

(更多制度细节请参考Rofman,Fajnzylber,andHerrera2008)。在本章中,我们不考虑团结养老金的情

况,因为在大多数采用智利模式改革的国家里,提供最低保障养老金是最常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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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养老金给付、养老基金投资回报率。同时,包括政府为那些过渡缴费者

发行的认购债券 (记录其在现收现付制下的缴费)(关于数据库的更多细节,请

参考Berstein,Larrain,andPino2006)。
我们的分析包括两部分,分别评估FDC模式和NDC模式下的养老金给付

及其财政负担。分析的时间跨度为1981—2025年。
在第一部分 的 分 析 中,1981—2006年 的 缴 费 历 史 依 据 实 际 数 据,而

2007—2026年的缴费历史则参考伯斯坦,拉莱茵和皮诺 (2006)的方法计

算。在既定回报率的基础上,养老金将依据劳动者的年龄群组计算,并假

定所有劳动者都选择在法定退休年龄退休 (男性65岁、女性60岁),同时

他们都将使用个人账户的所有余额去购买固定年金 (根据精算生命表和给

定的利率计算年金收入)①。1981—2010年的转型成本已被多方估算,我们

将直接参考采用。而2010—2025年的转型成本则将根据认购债券的发行信

息、依然选择留在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中的个人以及现收现付养老金领取

者的数据加总来估算,后者我们将通过考察现收现付制度的运行负债取得

相关数据②。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估算虚拟的NDC制度下的养老金及其财政成本。养

老金的估算方法跟前一部分类似,区别在于个人缴费是记入名义账户、回报

率按照名义回报率计算。退休时,名义账户余额直接转为固定年金。这一部

分的重点在于名义利率的计算过程。在此,我们打算采用工资增长率进行估

算③。

一、 参保人的养老金历史数据和对缴费历史的估计

HPA数据库拥有24000名AFPs参保人的全部缴费历史数据,从他们参加养

老金制度开始到2006年12月为止的数据均记录在案。此外,这个数据集也记录

了样本人员所持有的认购债券信息。我们将从中选择4869名参保人作为分析对

象,这些参保人都会在2026年前退休 (也即是1961年前出生的男性和1966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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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我们的假设中,我们预设个人不会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前残疾或死亡。尽管遗属养老金和残障

养老金可能带来很大支出,但是将其纳入本章的讨论则超出了本章的范围。因为本章仅仅致力于比较两

种模式,而不是对智利养老金制度做出精确的预测。此外,在我们的分析中,死亡率并不是很重要,因

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20岁的男性有97%的概率活到65岁,而20岁的女性有98%的概率活到65
岁 (INE2006)。

我们使用ECLAC (2006)发布的财政支出预算,基于 ArenasdeMesa,Llanes,andMiranda
Bravo(2005)的著作。

工资增长率经常被用于假设,尽管长期看来可能不太可持续。例如,波兰就使用工资增长率来

设定名义回报率。我们对一系列名义回报率进行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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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的女性)①。图9.1显示了按照预期每年将退休 (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②。
鉴于我们的目的是比较个人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因此我们需要预估参保

人从2007年起直到退休为止的缴费。参照伯斯坦,拉莱茵和皮诺 (2006)的方

法,我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预测个体在任一时点的缴费概率及其预期缴费工

资 (以已有的缴费为条件)。具体而言,我们将使用标准的固定效应过程模型和

线性probit模型估计以下方程③。

图9.1 智利每年从AFP制度退休的预计人数 (1982—2025年)
资料来源:通过 HPA数据计算而得。

注:AFP指养老基金管理机构,HPA指参保人的养老金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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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AFP制度下,个人可以在到达退休年龄之后的任何时候领取养老金。如果个人账户积累已经

能够提供较为充足的养老金,那么他也可以选择提前退休。实践当中,大多数个体都是在法定退休年龄

退休,因此,本研究假设所有个体都在法定退休年龄退休。这个简化了的假设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首

先,提前退休对NDC模式和FDC模式的影响是一致的,因此二者的关系将得到保持。其次,由于认购

债券只会在法定退休年龄给付,因此财政成本不会受到提前退休的影响。
图9.1的结果由样本中的24000个体得出,并且应用了智利养老金监管局开发的扩张因子。根

据假设,所有个体都会在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在实践中,这些个体可能活不到法定退休年龄,也可能提

前或延迟退休。
使用线性模型使我们得以衡量每个个体的固定效应,从而可以预测他们的未来缴费。在本研究

中,这点非常重要。受限于数据特征,我们没有办法衡量这些个体的教育程度和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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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eit=α+β1Ageit+β2Age2it+χ1 (Femalei·Ageit)

+χ2 (Femalei·Age2it)+η1+εit

LogEarningsit=α+ϕ1Ageit+ϕ2Age2it+φ1 (Femalei·Ageit)

+φ2 (Femalei·Age2it)+γ+εit (9.1)
具体而言,contributeit是一个虚拟变量,若个体i在第t月缴费,则赋值为

1。logearningit是个体i在第t月收入的对数值,方程的自变量包括ageit (按
月计算)、ageit和femalei 的交互影响 (若个体为女性,则femalei 赋值为1)、

age2it与femalei 的交互影响,以及个体层面的固定效应。
估计结果详见附录B。我们使用估计量 (包括个体固定效应)来预测不同

年龄、不同性别个体的缴费概率和预期收入。二者相乘则可得到预期缴费 (见
图9.2)。

图9.2 智利不同性别和年龄参保人员的预期缴费

资料来源:根据 HPA数据计算而得。

注:HPA指参保人的养老金历史记录。预期缴费由不同性别、特定年龄的缴费概率和收入相乘而

得。该图显示了样本个体的平均预期缴费,对每一个体的估计考虑了个体固定效应因素。

二、 月回报率

在FDC和NDC模式下,个人账户余额均由缴费总额和账户投资收益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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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①。由此,个人账户余额可以表现为:

Balancei=RecognitionBondi+ 
lra

aget=15
10%·Wageit·

lra

s=1

(1+rs)[ ]

(9.2)
其中rs 为实际投资回报率,lra为法定退休年龄。

FDC和NDC制度在投资回报方面的区别在于,在FDC模式下,rs 为养老基金

投资相关金融产品的实际回报率;在NDC模式下,rs 是一个名义回报率,由养老金

管理机构根据预先确定的计算规则 (一般由制度中的现收现付资产确定)直接给出。
在本章当中,1981—2007年FDC模式的回报率直接采用实际投资回报的

历史数据②。2007年后,我们对其假设4%的固定年回报率③。在NDC模式下,

2007年前的回报率根据实际工资增长率下人口数据 (参保人的人数乘以平均工

资)计算得到④。2007年后,我们假设工资增长率固定在每年4%。每年具体的

回报率如图9.3所示。

图9.3 智利FDC模式和NDC模式的实际年化回报率 (1982—2025年)

资料来源:AFP制度的历史回报率和国家统计局的劳动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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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等式9.2是一个简化计算方式,因为在某些时期,AFPs可以直接从账户余额中征收额外费用。
历史上看,这些费用很低,而且并非每个AFPs都在收取。2008年改革后,这些费用被取消。

在每一时期,回报率都由制度的月加权平均回报率给定,权重由AFP运行的基金,以及基金类

型给定。

1981—2007年的年均回报率为10.1%,同期的工资增长率则为4.9%。就业和工资数据均由国

家统计局取得。
通过对不可观测的年份假定相同的NDC和FDC回报率,我们回避了由明显的回报率差异造成

的结果差异。在 “结论”章节,作为敏感性分析,我们假设了几种不同的NDC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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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养老金计算

两种模式下的养老金计算方式,均参照目前FDC模式下的精算公式。为简

化起见,我们假设所有个体均单身,并且退休时都会使用账户余额购买固定年

金。由此,养老金可由以下公式计算:

AnnualPensiont =
Balancei

UnitaryNecessaryCapitalt
         

=
Balancei


110-t

s=0

Pr(Aliveatages|Aliveataget)
(1+R)s

(9.3)

其中,生存概率根据特定性别动态生命表确定,R表示保险公司的折现率,
用以估计在年金给付期间账户基金的投资回报率。

在FDC模式下,若有市场历史数据,那么R 根据过去6个月内所有售出年

金的平均预期回报率确定;若没有历史数据 (1989年前和2007年后),则假设

R 为3.5%。为简化起见,NDC模式下R 的估算方式与FDC模式相同①。对R
的估计如图9.4所示。

图9.4 智利计算年金的折现率,6个月平均值,(1981—2025年)
资料来源:根据年金的历史隐含利率整理而得。

由于我们将计算样本中所有个体的养老金,因此我们可以获取养老金分配

方面的统计数据 (包括平均养老金、每五分位的养老金中位数、每五分位的平

均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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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DC模式和假想的NDC模式的区别之一在于与年金中介佣金相关的成本。佣金在1999年底达

到最大值,约占账户余额的6% (ReyesandStewart2008)。此后,由于其他规则的引入,这一费用被大

幅降低,最多达到账户余额的2.5%。在NDC模式下,年金将默认由国家提供,因此中介费用应该比较

低。在敏感性分析中,我们会对NDC模式设置不同的比率来分析这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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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计算财政成本

与养老金制度相关的财政成本可以分解为4个部分①。

1.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的运行赤字。所谓运行赤字,指的是旧制度下给付

的养老金总额与依然选择参加旧制度的参保者缴费之间的差额。

2.为选择过渡到新制度的参保人所发行的认购债券 (以确认其在旧制度下

的养老金缴费)。

3.为那些养老金未达到最低标准的领取者发放的最低养老金 (MPGs)。凡

是缴费满20年的参保人都有资格申请。

4.覆盖贫困退休者的救助养老金 (PASIS)。这里的贫困退休者指个人收

入处于最贫穷的那1/5人口,且未加入公共养老金制度或缴费不足20年 (因而

无权申领最低保障养老金)的个体。

对前3个成本的估测详见下一部分。对前两部分成本的计算将直接通过预测

新旧制度下的养老金待遇而得出。最低保障养老金将根据那些缴费满20年但养老

金低于最低养老金标准的个体计算。如前所述,政府将补足养老金和最低保障养

老金之间的差额②。最低养老金的支出将从每个养老金领取者退休开始,按年进

行计算,计算过程将考虑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生存概率。鉴于我们假设每个参保

人都将以固定年金的形式领取养老金,因此第四部分成本不必计算。事实上,

我们也很难估算那些未参加公共养老金的个人可能申领的救助养老金数额。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我们的假设条件,无论是旧制度所积累的赤字规模,

还是制度改革后发行的认购债券的价值,在FDC模式下和NDC模式下都是一

样的。因此,两种模式下成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最低养老金的支出以及两种

模式运行的现金流方面。在NDC模式下,政府向旧制度参保人的转移支付会更

少,因为NDC模式下的缴费收入会直接用于支付现期的养老金支出。此外,在

NDC模式下,认购债券的额度也会更低一些。因为NDC模式下,政府不必在

参保人退休时将记入认购债券的所有金额转移进个人账户,而是只需要用其弥

补养老金待遇与之前缴费积累之间的赤字即可③。出于对透明性的考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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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研究没有分析军人养老金制度 (1980年改革),因为在不同的改革假设下,这部分养老金制度

应该都保持不变。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在2008年改革中,最低保障养老金和救助养老金由团结养老金所

替代,而本研究没有包含这一点。

65~70岁人群的最低保障养老金目前设定为209美元,70~75岁为228美元,75岁以上为244
美元。

赤字迟早会来临,除非我们把NDC的回报率设定得足够低,但如此一来,计划的参保人就会支

付一笔隐性税用以偿还旧制度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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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NDC和FDC模式下,对认购债券的支出是相同的。

五、 估算养老金的分配效果, 以及最低养老金的人均成本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使用预测法分析两种模式下养老金的财政成本及其

分配效应。但是,预测法只反映了工资和利率变化受随机过程影响的情况。我们

还希望知道的是,在两种制度模式下,养老金在个人层面上的分配效果。换言之,
我们希望研究在NDC模式和FDC模式下,个人的养老金待遇有何差别。

显而易见,决定利率和工资变化的动态因素有很多,包括金融市场与劳动

力市场的变化情况、技术进步、海外投资变化等。若要将这些因素全部纳入分

析,无疑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因此,我们将调整分析过程,使其尽可能模

拟现实的动态变化。我们将使用典型的时间序列模型来估计利率,在此,利率

(或工资变化)在时间t的值将是往期价值与往期和现期随机扰动的函数。这将

会形成一个自回归移动平均过程 (ARMA过程)。除此之外,我们设定随机扰

动项同样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并且也是往期随机冲击和往期变量的函数,也就

是说,我们假设误差项符合自回归条件异方差过程 (GARCH过程)。这些模型

被广泛用于资产定价的动态研究。ARMA因素预示着存在价格连续增长和连续

下滑相交替的可能性。GARCH要素预示着价格的高波动与低波动可能互相紧

随。引发这些变动的随机过程可能是因为某些政策结果,或者 “非理性的动物

精神”。根据我们研究的目的,我们没必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需要假设好

相关模型,使其尽量拟合现实即可。模型设定如下:

rt=γ0+Σmγmrt-m+Σiφiεt-i+εt;i>0 (9.4)
其中e服从正态分布,而方差随时间变化:

σ2t=Σjαjε2t-j+β0+Σkβkσ2t-k;j>0,k>0,αj>0 (9.5)
结合模型9.1,通过模型9.4和9.5,我们可以估计在特定年龄、性别下的

个人收入史。使用蒙特卡洛估计,我们可以估算养老金的替代率和最低养老金

给付的财政成本。

第四节 结  论

在这一部分,我们探讨FDC和NDC模式下的养老金总体待遇水平和财政

成本,以及个人的养老金待遇和平均财政负担。

一、 养老金待遇比较

首先,我们考察两种模式下养老金待遇的总体情况。图9.5表现了两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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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养老金待遇的散点分布。很显然,FDC模式因为具有更高的历史投资回报

率,因此养老金待遇比NDC模式高24%。其次,我们探讨两种模式下,不同

人群的养老金待遇水平。我们将这些人群分为三类:其一是养老金收入大于或

等于最低保障养老金的人群,其二是接受了最低养老金补贴的人群,其三是没

有达到最低养老金收入但也没有被最低养老金覆盖的人群 (见图9.6)①。

图9.5 FDC和NDC模式下的月养老金分布 (给定过去的回报率)(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 HPA数据计算而得。

总体而言,对于第三类人群,在FDC模式下,51%的退休者所领取的养老

金低于最低保障养老金,且无资格领取最低保障养老金②,这一比例略低于

NDC模式下的情况 (52%)。在其他人群中,两种模式的差异则比较显著。在

FDC模式下,39%的退休者养老金高于最低额度,10%的退休者领取了最低保

障养老金的补贴。而在NDC模式下,由于个人账户积累普遍更低,因此有大约

14%的退休者领取了最低养老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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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具体计算中,我们使用2007年的最低保障养老金,约等于2007年缴费工资的25%。
这一结果与 Berstein,Larrain,andPino(2006)相 似。这 是2006年3月 提 交 给 由 Michelle

Bacheler总统发起的改革评估委员会的主要部分之一,其最终结果是促使2008年团结养老金的引入。团

结养老金将提供给64岁以上、收入处于最低30%的那部分群体。对此次改革的描述以及对养老金改革

的评估参见Rofman,Fajnzylber,andHerrera(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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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FDC和NDC模式下历年的最低保障养老金覆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 HPA数据计算。

注:MP为最低养老金。

需要强调的是,最低养老金的领取资格在两种模式下是无差异的。因此,

不同模式下个人账户投资回报的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人账户积累额的差别,

将直接导致最低养老金申领人数的区别。在我们的分析中,NDC模式下的名义

回报率总体而言低于金融市场的实际回报率,因此NDC的个人账户积累也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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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FDC模式下的个人账户积累。在那些缴费超过20年的个体中,这一影响甚

至更大,因此也就造成大量的NDC养老金领取者未能达到最低养老金门槛。
为进一步考察两种模式下养老金的收入分配效应,我们把数据样本按养老

金收入水平分为5个类别,考察每个类别下的平均养老金 (见图9.7)。我们发

现,两种模式下养老金待遇分配的主要差异体现在高收入且集中在2006—2015
年退休的群体。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改革后15年的金融投资回报率非常

高,在不少年份都超过了20%,因此大幅提高了早期参保人的养老金收入;而

2007年后,我们假设FDC和NDC模式的投资回报率相同 (固定在4%),因此

图9.7 FDC和NDC模式下历年的个人养老金待遇 (按五分位表示,1981—2025年)(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 HPA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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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差异也就没那么显著了。与此相对,低收入者的缴费年限一般较低,而

且缴费积累主要集中于缴费历史的中后期阶段,因此他们在两种模式下的缴费

投资收益差异不大,最终养老金待遇的差别也较小。

二、 比较财政成本

如前所述,两种模式下的财政成本差异主要源于两个因素:第一,最低养

老金给付所引起的差异,这是由于FDC模式拥有较高的历史回报率,因此养老

金待遇更高,所以申领最低养老金的人数会较少。第二,对转型成本的不同处

理所引起的差异,在这一方面,由于NDC模式能够使用当期缴费直接弥补部分

转型成本,所以转型成本比FDC模式低。
根据我们的估算结果,NDC模式下个人账户积累额较低,因此最低养老金

的支出更高。从长期看,NDC模式下最低养老金支出会比FDC模式高44%
(见图9.8)。但是,与其他财政成本相比,最低养老金成本的边际效应是比较

低的。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只有少部分人有资格申请最低养老金,而政府也

图9.8 智利FDC和NDC模式下每年最低保障养老金的财政成本 (1981—2025)
资料来源:根据 HPA数据计算。

注:MPG为最低保障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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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需要对个人账户所积累的养老金与最低养老金标准之间的差额进行补贴。
对于那些已经缴费满20年的个人而言,这个差额不会很大。不过随着最低养老

金标准的变化,或申请资格条件的变化,这一成本的边际效应会有所改变。
第二个成本差异的根源在于,NDC模式下养老金给付的财务模式依然是现收

现付的。在FDC模式下,绝大多数制度转型的隐性债务被显性化了。此外,公共

财政必须直接补贴旧制度的运行赤字,而认购债券也必须实际注资。而在NDC模

式下,只有部分隐性债务需要政府直接支付,这主要指为旧制度的给付责任融资,
因为改革后旧制度不能由金融资产或现收现付资产融资。但是,NDC模式下的缴

费率也较低 (只有10%,而非之前的23%),由此造成的隐性养老金债务也需要

进行融资 (HolzmannandJousten2012)。NDC模式转型所带来的盈余可用于弥补

旧制度的运行赤字和认购债券的发行。但这些盈余在长期看来是不够的,除非

NDC模式的名义回报率设定为低于可持续水平,但这样也就会造成隐性税。最

终,NDC模式的转型成本会依赖预算支付,与FDC模式并无二致。
图9.9显示了NDC模式下,每年收入的养老金缴费和每年支出的养老金支

付情况,这里没有包括认购债券的部分。在前45年中,每年的缴费积累超过每

年需要支付的养老金支出,这便构成了NDC模式转型的盈余。而政府则可以借

图9.9 NDC模式下的财政盈余 (1981—2025年)
资料来源:根据 HPA数据计算。

·413·



第九章 智利养老金向DC转型的财政成本与待遇评估:一个回溯分析  
 ZHILIYANGLAOJINXIANGDCZHUANXINGDECAIZHENGCHENGBENYUDAIYUPINGGU:YIGEHUISUFENXI

用这一部分的盈余支付旧制度的运行赤字。但是,在长期内 (假设工资增长率

与名义利率正相关),这个盈余会消失。不过在这个时候,旧制度的运行赤字也

会因覆盖者的不断减少而消失。值得强调的是,如果政府选择在NDC制度产生

赤字时才发行认购债券,那么 NDC模式的盈余会更小一些 (甚至可能为零),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成本也会降低。

要预测政府对养老金支出的总体变化,我们还需要计算制度的转型成本,
也即是政府对旧制度下参保人所承诺支付的养老金。转型成本主要由两部分构

成:第一,那些愿意转入新制度的个体,需为其发行认购债券。第二,转型后

旧制度的运行赤字,也就是依然留在旧制度的个人的缴费与旧制度下总的养老

金支出之间的差额。
根据阿 伦 纳 斯·德 梅 萨,利 亚 内 斯 和 布 拉 沃 (2005)的 研 究,ECLAC

(2006)提交了一份对截至2010年智利各方面财政支出情况的预测。鉴于我们

特别关注两种改革模式下政府转移支付的时点和程度,我们将这个预测扩展到

我们研究所覆盖的所有时期。我们使用智利养老保险规范协会 (Institutode
NormalizaciónPrevisional,INP)关于养老金缴费者和领取者的实际数据①以及

HPA样本中的认购债券数据,来估计这一部分的未来支出 (见图9.10)。
我们发现,由于众多个人在改革初期选择转移到新制度,造成旧制度下的

缴费者大幅减少,因此旧制度的运行赤字在短期内迅速增长。但是,随之而来

的,由于旧制度下的参保人越来越少,支付的养老金也就越来越少,所以旧制

度的运行赤字也随之不断降低。当然,与之相对的,由于许多个体过渡到新制

度,因此认购债券的成本也就随之上升,而这个成本只有当过渡个体不断减少

后,才会开始降低。
最终,我们得以计算出两种改革模式下总的财政成本。比较改革后前45年

两种模式财政成本的净现值,其中FDC模式的财政成本净现值为初始 GDP
(1980年GDP)的133.7%,而NDC模式为初始GDP的78.1%②。两种改革模

式下的财政成本,在不同时点有很大差异。在整个45年当中,NDC模式的财

政成本一直比较低 (1981—2025年间的平均变化为GDP的1.24%),但是这一

差异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小 (见图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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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采用INP按年龄和性别区分的养老金领取者 (平均养老金)和缴费者 (平均收入)的年报

数据。假设目前的缴费者均会持续缴费直到达到退休年龄,退休并领取最终收入的70%作为养老金 (附
带最低保障养老金)直到其去世。我们使用生命表预测当期及往后的养老金支出。70%是养老金替代率

的上限,因此这一计算可以视为未来运行赤字的上限。
净现值计算是简单地按照每年赤字占GDP的比率加总。这个值与折现后的支出总额除以实际GDP

的结果相一致 (我们使用GDP增长率作为折现率)。运用同样的折现率假设所得结果与斯密特-希伯布

(1995)的估计大致相符,他的估计值为GDP的126% (参见Holzman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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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0 INP的运营赤字和认购债券引发的财政成本估计 (1981—2025年)
资料来源:1981—2006年的数据,根据ECLAC (2006);2007—2025年的数据是作者根据INP关

于当前缴费者和养老金领取者的统计数据及 HPA认购债券数据计算而得。

图9.11 智利FDC和NDC改革的总体财政成本 (1981—2025年)
资料来源:根据估计结果。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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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展示了改革后45年来,在不同假设情景下,财政成本各构成部分的

成本变化情况。其中,在各种假设情景下,制度转型成本 (旧制度的运行赤字

和认购债券)保持不变。表格第一行表示FDC模式下各部分的财政成本。我们

可以看出,FDC模式下的最低保障养老金支出成本较低,但制度总成本最高。

这是由于在FDC模式下,转型成本需要完全由政府进行直接融资,而NDC模

式下,政府可以利用NDC模式的盈余部分来进行补偿。

表9.1 不同假设情景下智利财政支出不同成分的净现值

(1980年GDP的百分比)

假设情景 INP运营赤字 认购债券 最低保障养老金 NDC盈余 财政总成本

 FDC模式 104.87 27.73 1.13 0.00 133.73

 NDC模式基础假设:名

义回报率=工资增长率
104.87 27.73 1.62 56.17 78.06

 NDC假设情景1:名义

回报率=1.5%
104.87 27.73 2.43 62.98 72.06

 NDC假设情景2:名义

回报率=3.0%
104.87 27.73 2.08 60.64 74.05

 NDC假设情景3:名义

回报率=4.5%
104.87 27.73 1.73 57.53 76.81

 NDC假设情景4:名义

回 报 率 = 工 资 增 长 率;

10.5%的缴费率

104.87 27.73 1.55 58.98 75.18

 NDC假设情景5:名义

回报率=工资增长率,使

用不分性别的生命表

104.87 27.73 1.70 56.86 77.44

  资料来源:根据估计结果整理。

表格第二行代表典型的NDC模式,其中名义回报率设定为工资增长率,因

此通常比FDC模式下的金融市场回报率更低,最终养老金也更低。所以NDC
模式下申请最低养老金的人数也更多,这部分的成本也就更高。由于NDC缴费

依然用于支付当期养老金给付,因此在整个时期都会形成盈余,相当于1980年

GDP的56.2%①。总体而言,NDC模式下的财政成本比FDC模式低42%。

假设情景1、2和3分别将名义回报率设定为1.5%、3.0%和4.5%。名义

·713·

① 在FDC模式中,与NDC盈余相同的那部分由参保人拥有,并直接由职业经理人投资于金融市

场。截至2009年12月,基金总额达到2009年GDP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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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率越低,养老金待遇越低,最低养老金的支出也就越高,但NDC盈余也会

上升。名义利率4.5%的情景,与典型NDC模式的结果非常相近。
情景4的假设与典型NDC模式基本一致,但我们假设现收现付机制的运行

成本比FDC模式更低,因此我们将缴费率设为工资的10.5%,而不是现实中的

10%。更高的缴费率带来了更低的最低养老金成本、更高的养老金收入以及更

高的NDC盈余。
最后,在情景5中,我们使用不分性别的生命表来计算养老金,而不是用

特定性别生命表来计算养老金 (目前FDC模式就采用这种方式来计算养老

金)①。做出这个假设的原因在于,目前实行NDC模式的国家大多使用不分性

别的生命表来计算养老金。鉴于女性的平均寿命一般高于男性,因此使用不分

性别的生命表计算的话,会使得女性的养老金增加而男性的养老金减少。结果

表明,最低养老金的支出增加了,但NDC盈余也提升了。这是由于在我们的样

本中,男性人口所占的比重高于女性 (52.6%和47.4%),而不分性别的生命

表是按照男女各占一半的假设来编制的。
总括而言,长期看来,NDC模式的财政成本明显更低,只是最低养老金给

付方面的成本会更高一些。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最低保障养老金只覆盖

了很有限的人群,所以这笔开支是不大的。但如果在更慷慨的制度条件下,例

如以智利在2008年引入的团结养老金为基础,那么这些与反贫困项目挂钩的成

本很可能大幅增加。

三、 养老金分配与个人层面的财政成本

如前所述,在之前的计算当中,我们考察了两种模式下导致回报率变化的随

机过程。一般而言,FDC模式下的投资回报率 (也即是金融市场的回报率)总体

上高于NDC模式下的回报率 (在本章中设定为工资率)。但是,在上文情景4和

情景5的测算中,我们发现情况并不一定如此。当设定公式9.4和9.5中i=0、

j=k=1时,FDC模式和NDC模式下的回报率最相符 (同时参见附录C)。根据

我们对参数m 的设定 (对现期回报率产生影响的往期回报率的总个数),假设

NDC模式的回报率等同于工资增长率,那么两种模式下的回报率可能很相似。
当我们假设市场回报率变化的均值为一恒定常数 (m=0),在我们的预测

中收敛于1981—2006年间的均值或每月约0.7%,FDC模式的回报率会非常

高,年化平均收益率接近9%,与过去20年的实际投资情况非常相近。但是,

·813·

① 计算养老金时,我们使用样本中每个个体的不同性别的生命表,并使用相反的性别。并且两种

养老金都将使用替代养老金的倒数来进行平均:无性别差异的养老金=1/ (0.5/男性养老金+0.5/女性

养老金)。这一结果等同于使用男女性死亡率均等的方式构建生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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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年回报率取决于往期情况 (m=3),从而更符合现实,那么收敛后的均值

就会低得多,每年仅有不到5% (见图9.12)。

图9.12 智利金融资产的模拟年化回报率

资料来源:模拟结果。

在图9.13里,我们展示了使用两种模型分别估计的回报率情况。很显然,
两种模型下养老金待遇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在高回报率情况下,养老金平均替

代率可以达到100%,甚至更高 (见图9.13a)。而在低回报率情况下,养老金

分配更符合现实状况,其替代率约为50% (见图9.13b)。因此,我们将采用第

二种模型。

图9.13 智利普通劳动者的替代率分布 (%)

资料来源:模拟结果。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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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时间序列模型考察个人层面的养老金替代率情况,以及提供最低

养老金的人均成本。作为参考,我们会同时考察其他3种类型的养老金制度。
其中包括两种FDC和NDC的混合型养老金制度,假设在这两种制度中,分别

有70%和40%的缴费进入FDC模式,剩下的缴费进入NDC模式。第3种养老

金制度是纯粹的NDC模式,但我们设定其名义收益率固定在3%①。
我们将估算典型劳动者和低收入劳动者的养老金替代率。关于最低养老金

的给付情况,我们假设了4种情况:没有最低养老金、最低养老金按通胀率调

整、最低养老金每年实际增长1.5%、最低养老金每年实际增长2.5% (例如当

最低养老金随平均工资增长率调整时)。
估计结果如表9.2所示,其中每一行代表不同的养老金制度模式。

表9.2 FDC和NDC的不同组合对替代率和最低养老金财政成本的影响

组合情况

(FDC

占比,%)

平均收入劳动者 低收入劳动者

E
(RR)a

V
(RR)a

E
(cost)b

V
(cost)b

E
(RR)a

V
(RR)a

E
(cost)b

V
(cost)b

无最低养老金

100 0.610 0.145 0.000 0.000 0.082 0.002 0.000 0.000

70 0.627 0.084 0.000 0.000 0.085 0.004 0.000 0.000

40 0.638 0.069 0.000 0.000 0.082 0.001 0.000 0.000

0 0.640 0.048 0.000 0.000 0.084 0.001 0.000 0.000

NDC,

回报率3%
0.284 0.000 0.043 0.000

有最低养老金,实际增长率0%

100 0.637 0.130 0.055 0.206 0.457 0.000 5.385 0.399

70 0.637 0.097 0.002 0.002 0.457 0.000 5.363 0.224

40 0.635 0.045 0.000 0.000 0.457 0.000 5.384 0.195

0 0.638 0.054 0.002 0.002 0.457 0.000 5.379 0.186

NDC,

回报率3%
0.284 0.000 10.795 21.537 0.457 0.000 6.528 0.075

有最低养老金,实际增长率1.5%

100 0.624 0.099 1.200 4.918 0.895 0.000 13.953 0.344

70 0.632 0.070 0.507 1.457 0.895 0.000 13.915 0.308

·023·

① 将年回报率设置为3%,是将其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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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组合情况

(FDC

占比,%)

平均收入劳动者 低收入劳动者

E
(RR)a

V
(RR)a

E
(cost)b

V
(cost)b

E
(RR)a

V
(RR)a

E
(cost)b

V
(cost)b

40 0.632 0.040 0.308 0.834 0.895 0.000 13.920 0.135

0 0.6454 0.048 0.383 1.145 0.895 0.000 13.898 0.196

NDC,

回报率3%
0.374 0.000 15.933 18.213 0.895 0.000 15.031 0.049

有最低养老金,增长率2.5%

100 0.915 8.581 15.024 58.978 1.736 0.000 33.436 1.055

70 0.797 0.128 13.919 38.410 1.736 0.000 33.458 0.327

40 0.787 0.074 13.228 32.374 1.736 0.000 33.408 0.161

0 0.771 0.015 13.201 31.614 1.736 0.000 33.404 0.217

  资料来源:模拟结果。

注:E和V分别表示均值和方差。RR为替代率 (养老金除以退休前的最终工资),cost为财政成

本,表示为每人X千美元。

在没有最低养老金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尽管两个制度的投资回报率不同,
但最终的养老金替代率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对于典型劳动者,FDC养老金的替

代率为61%,而纯粹 NDC养老金替代率为64%,并且方差很小。中期看来,
金融市场回报率与工资增长率相比并无本质差异。假如我们把名义回报率确定

为工资增长率,那么NDC模式下的养老金替代率与FDC模式是差不多的。无

疑,这一假设下的养老金替代率比设定回报率为3%的养老金高得多,后者典

型劳动者的替代率仅为28%①。
低收入劳动者的养老金替代率非常低,仅有8%,这主要由于低收入劳动

者缴费密度太低。在模型1中,典型劳动者在其工作生涯中有50%的时间在缴

费,但低收入者的缴费时间却不足25%。由此,最低养老金就非常重要了。然

而,与目前我们观察所得相反 (尤其与改革早期的情况相反),除非我们把名义

回报率设定为3%这一非常低的数值,否则NDC模式下的最低养老金成本不会

很高。这点可以参考表9.2中第二部分的内容,在这部分中最低养老金根据通

胀率调整。典型劳动者无须申请最低养老金,而低收入者有可能申请,并且无

论NDC和FDC的组合比例怎样,其成本都约为每人53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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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很清楚,工资增长率未必是稳定的参考 (RobalinoandBodor2009)。平均缴费工资的增长率是

一个更加可靠的假设,后者一般会更低一些,因此养老金也会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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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如果最低养老金的增长率高于通胀率,那么更多人 (包括典型劳

动者)都可能会申请最低养老金,因而其成本会大幅增长。例如,若最低养老

金增长率设为每年2.5%,那么FDC模式下,可能为典型劳动者支付15000美

元,在NDC下,则可能支付13000美元。而对于低收入者,这部分给付可能

高达33000美元。

第五节 总  结

在本章中,我们以智利为例,分析了引入FDC改革和NDC改革对财政负

担与养老金待遇的影响有何不同。本章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在于我们使用了回溯

分析方法,假设智利在1981年没有引入FDC模式而是引入NDC模式,那么会

有什么不同。这个方法较之于预估法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后者必须对一系列重

要参数做出假设 (GDP增长率、利率、覆盖率、缴费密度)。使用回溯分析法,
我们则可以使用个人实际缴费历史、月回报率、工资增长率等现实数据比较不

同改革模式下总体和个人层面的财政负担和养老金待遇情况。
我们发现,FDC模式的转型成本明显高于 NDC模式。在智利的案例中,

若其他条件不变,如果引入NDC模式而不是FDC模式,那么在改革后的前45
年里,会节省相当于50%初始GDP (1980年 GDP)的成本。需要指出的是,
在本章中,假设的智利NDC模式转型的财政成本并非源于制度的内在特征,而

是源于智利本身的特殊改革背景。首先,由于旧制度的缴费率高达23%,所以

旧制度下养老金的给付压力依然需要得到解决;其次,由于新制度缴费率仅为

10%,所以转型成本必然较高。

NDC模式的财政成本之所以更低,是因为NDC养老金的财务机制依然是现

收现付的。因此,在NDC模式 (或NDB模式)下,养老金的隐性债务将不用立

即支付,因为它会一代代传递下去。此外如果当个人开始领取养老金时,政府不

立即将认购债券的金额全部兑现为个人账户积累额,那么短期内NDC模式的积蓄

还会更大。需要指出的是,转型带来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并没有消失,而且如果

NDC模式的现收现付资产不够用,政府依然需要使用财政收入予以支付。但是,
在NDC模式下,政府能够将这些债务负担更好地分散到未来的世代。

很显然,如果NDC模式的平均名义回报率低于FDC模式的实际投资回报率,
那么政府实际上向参保人征收了隐性税,因为低名义回报率意味着低养老金待遇。
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NDC模式的回报率未必比FDC模式更低。尽管历史数

据显示,在FDC改革头20年里,其投资回报率确实非常高,因此其养老金也

就水涨船高,从而国家财政承担最低养老金的给付成本也就更低。如此一来,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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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智利转而引入NDC模式,那么实际上就等同于向缴费者和纳税人征收了隐

性税。但是根据我们的假设,通过对FDC模式下回报率的动态变化随机过程的

模拟显示,NDC养老金的替代率并不一定更低,因而不会产生隐性税。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本章的分析结果是以智利这类中等收入国家为背景的。
具体而言,这些国家的养老金覆盖率处于中等水平,并且往往处于人口转型的

中间阶段。因此,如果智利的FDC改革发生在正规劳动人口更多、人口年龄结

构更老的国家 (例如发达国家),那么转型成本会高得多;反之,如果在非正规

劳动力更多、人口年龄结构更年轻的国家,那么转型成本就会更低。除此之外,
智利改革的成功是建立在充分引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的。个人账户投资回报率

的高涨建立在一系列经济体制和金融市场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其中包括国营企

业的私有化、资本市场改革、房地产市场发展以及基础设施特许权项目,这些

改革措施为长期投资提供了保证。

最后,考虑引入一项类似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时,仅仅着眼于本章所分析的

这些因素是不够的①。依赖金融资本的发展可以带来更高的金融市场回报率,
但同时投资的波动性也更大。此外,我们也必须将运行成本纳入考虑,FDC模

式下的运行成本可能比NDC更高,尤其是当缺乏中央层面的基金管理时。除此

之外,公共政策经常会屈从于政治压力,这些压力往往会迫使政府提高待遇,
但又会反对政府提高缴费率。无疑,这样不仅会让养老金制度变得不可持续,

而且会让养老金参保人陷入更难预计的风险之中。

附录A:智利养老金改革背景

在1980年之前,智利的老年保障制度与其他国家并无不同,都是以DB型

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为核心的制度建构②。自1924年建立社会保障服务后,智利为

不同类别的工人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保障制度,其中主要包括私营雇员基金

(EMPART)和公共雇员及记者基金 (CANAEMPU)。截至1979年,智利有多达

32项社会保障制度 (cajasdeprevisión),提供了100多种不同的社会保障计划,

这些计划间的养老金待遇以及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条件有很大差异,包括不同的领

取资格 (年龄、工作时间和性别)、不同的缴费率以及不同的待遇给付方式。
在早期,养老基金的储备是高于缴费的。但是,到1970年末,这一情况完

全逆转了。养老金制度严重收不抵支,大约40%的收入源于国家补贴,这大约

相当于1980年GDP的3.11% (SAFP2003)。造成制度财务失衡的原因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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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养老金改革选择及实现条件,见 HolzmannandHinz(2005,73-140)。
关于旧制度的更详细介绍,见SAFP(2003,cha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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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行政因素。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缴费者和养老金待遇领取者的比重从最初的10.8

降到了1980年 的2.2。尽 管 实 际 工 资 大 幅 上 涨 (1965—1972年 间 上 涨 了

128.9%)、失业率显著下降 (从5.4%下降到3.0%),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

津贴的支出依然大幅增加,其中包括家庭津贴、疾病津贴、工伤事故津贴、失

业津贴等。1973年后,军政府早期阶段,实际工资大幅下跌,失业率提高,加

之指数化机制的缺失,使得养老金的实际价值下降。同时,投资于金融产品

(包括向制度参保人提供的各种贷款服务)也缺乏通胀调整机制,这些因素共同

造成了养老基金逐渐缩水,从而在20世纪70年代引发了严重的收支失衡。

1974—1979年,政府引入了不少措施来改善财政状况。其中包括1977年

引入的财政紧缩项目;对所有养老金计划建立统一的指数化规则;统一的退休

年龄 (男性65岁、女性60岁),并使退休年龄与缴费年限分离开来 (Diamond
andValdés,1993)。1981年,智利最终引入新的养老金制度。

附录B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表9B.1 缴费等式:固定效应回归

若个人缴费,则因变量=1;否则因变量=0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 P>|t| 95%置信区间

Ageinmonths 0.0041764 0.0000123 339.7200000 0.000 0.0041526 0.0042008

Age>2 -0.0000038 0.0000000 -285.9300000 0.000 -0.0000038 -0.0000037

Female -0.0020546 0.0000210 -97.7000000 0.000 -0.0020958 -0.0020134

Female*age>2 0.0000023 0.0000000 96.6300000 0.000 0.0000022 0.0000023

Constant -0.4343761 0.0022074 -196.7800000 0.000 -0.4387024 -0.4300497

σu 0.34410044

σe 0.38421923

ρ 0.44508258

  资料来源:模型估计。

注:观测总数=5715884

总组数=24172

每组的观测值:最小值=1;均值=236.5;最大值=324

R2:组内=0.0394;组间=0.0345;总体=0.0276

F (4,5691708)=58421.81

Prob>F=0.0000

Corr(u_i,Xb)=-0.4631

F检验所有的u_i=0:F (24171,5691708)=143.42

Prob>F=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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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B.2 收入对数等式:固定效应回归

因变量为表9B.1的缴费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 P>|t| 95%置信区间

Ageinmonths 0.0092647 0.0000383 241.9100000 0.000 0.0091897 0.0093398

Age>2 -0.0000059 0.0000000 -144.8600000 0.000 -0.0000059 -0.0000058

Female -0.0026423 0.0000725 -36.4700000 0.000 -0.0027843 -0.0025003

Female*age>2 0.0000034 0.0000001 43.3500000 0.000 0.0000032 0.0000035

Constant -0.4084472 0.0074511 -54.8200000 0.000 -0.4230511 -0.3938433

σu 0.83107918

σe 0.655581

ρ 0.61642616

  资料来源:模型估计。

注:观测总数=2439073

总组数=23663

每组的观测值:最小值=1;均值=103;最大值=321

R2:组内=0.1431;组间=0.0409;总体=0.0472

F (4,2415406)=100805.01

Prob>F=0.0000

Corr(u_i,Xb)=-0.4204

对所有的u_i=0进行F检验:F (23662,2415406)=117.20

Prob>F=0.0000

附录C ARMA-GARCH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9C.1 工资增长率模型

xW 系数 OPG标准差 z P>|z| 95%置信区间

xW

_cons 0.004759 0.0013145 3.62 0.000 0.0021827 0.0073354

ARMA

ma

L1. 0.4208174 0.0646961 6.50 0.000 0.2940153 0.5476195

L2. 0.3254827 0.0656815 4.96 0.000 0.1967494 0.4542161

L3. 0.2065236 0.0687021 3.01 0.003 0.0718699 0.341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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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xW 系数 OPG标准差 z P>|z| 95%置信区间

GARCH

arch

L1. 0.0620752 0.0127976 4.85 0.000 0.0369923 0.0871581

garch

L1. 0.933307 0.0117302 79.56 0.000 0.9103163 0.9562978

_cons 6.94e-07 8.56e-07 0.81 0.418 -9.85e-07 2.37e-06

Loglikelihood 858.4386

Waldχ2 (3) 49.62

Prob>χ2 0.0000

  资料来源:模型估计。

注:ARMA=移动平均自回归;GARCH=总体自回归条件异方差。

表9C.2 金融资产回报率的A模型

xl 系数 OPG标准差 z P>|z| 95%置信区间

xi

_cons 0.0072569 0.0010867 6.68 0.000 0.0051269 0.0093868

ARMA

ma

L1. 0.3651807 0.0647395 5.64 0.000 0.2382936 0.4920678

L2. 0.1364818 0.065762 2.08 0.038 0.0075906 0.2653731

L3. 0.0841355 0.0695468 1,21 0.226 -0.0521738 0.2204448

GARCH

arch

L1. 0.2190412 0.0605914 3.62 0.000 0.1002842 0.3377982

garch

L1. 0.7753848 0.0560713 13.83 0.000 0.6654871 0.8852825

_cons 7.31e-06 4.18e-06 1.75 0.080 -8.72e-07 0.0000155

Loglikelihood 888.1482

Waldχ2 (3) 32.08

Prob>χ2 0.0000

  资料来源:模型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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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C.1 金融资产回报率的观测和预测增长率

资料来源:作者估算。

注:t=时间;pl=预测值;xl=观测值。

图9C.2 对缴费工资总额增长率的观测和预测

资料来源:作者估算。

注:t=时间;pW=工资增长率的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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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玛丽亚·德尔卡门·博阿多-佩纳斯

卡洛斯·维达尔-梅里亚

在第九章里,爱德华多·法竞希尔博和大卫·罗马里诺所讨论的主题,
不仅对公共养老金的研究者 (公共财政经济学家、社会保障专家等)有吸

引力,而且足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作者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假设,也

即是如果智利在1981年没有引入FDC模式而是NDC模式的话,将会发生

些什么。基于这个目的,他们借鉴了伯斯坦,拉莱茵和皮诺 (2006)的方

法,用样本群体在1981—2006年间的实际缴费情况,以及2007—2026年

间的预期缴费情况,来估算NDC模式假设下的养老金制度运行情况。

DB型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在拉美国家的衰落有诸多原因,包括严重的经

济危机、制度设计的缺陷、民众缺乏对政治家的信任、政府公共管理能力

的欠缺、覆盖率低、养老金待遇欠缺公平性、收入分配递减、管理成本过

高以及基金运营能力低下等 (Schulthess1999)。不少拉美国家在养老金制

度改革中,选择转变为DC型养老金制度,从而更加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

权和责任担当。这一制度转型旨在建立更完善的投资市场,降低政府干预,
让私营部门和个人承担投资风险,提高制度公平性、透明度和独立性,分

散现收现付制的各类风险。智利在1981年率先开启了这一改革进程,其彻

底程度鲜有匹敌。这主要由于智利自身特殊的政治环境所致。
根据爱德华兹 (1996)的分析,1980年智利的养老金制度面临重大危

机。制度收不抵支,精算预测显示未来收支缺口将超过 GDP。正如佐滕

(2005)所指出的,智利的养老金制度运行长期处于政治压力之下,显得混

乱而脆弱。所谓的 “养老金制度”并非一个统一体系,而是由100多个独

立的养老金制度零散拼凑而成的。所有制度都各自为政,缴费率和给付水

平各不相同,以满足不同的利益群体。在一些案例中,白领工人可以在40
多岁就舒舒服服地退休,但蓝领工人却需要等到60多岁才能达到领取最低

养老金的门槛。缴费率的设计让人毫无参与的欲望。例如,在20世纪70
年代中期,平均缴费率超过了纳税工资的20%,阿库纳和依格莱西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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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指出养老金制度毫无效率,管理薄弱。
法竞希尔博和罗巴里诺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如果智利引入 NDC模式而非

FDC模式,那么转型成本会低很多。根据他们的估计,如果引入 NDC模式,
那么前45年的财政结余将等同于1980年GDP的50%。

我们的第一个评论是,作者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制度转型的财政成本。作者

认为:
第一,从现收现付DB模式转型到FDC模式时,现收现付DB模式下的缴

费历史需要转移记录到个人账户,因此会引发财政成本。
第二,从现收现付DB模式转型到NDC模式,理论上不会引起财政成本,

因为缴费会用于支付当期的养老金。
但是,作者本该明确强调的是,在第二种情况中,实际上也会形成财政成

本。因为制度在1981年改革后,其缴费率大幅降低了,正如瓦尔德斯-普列托

(2006)所指出的一样。如果在引入FDC模式的过程中,缴费率没有降低,实

际上也不会产生制度转型的财政成本。而如果在引入NDC模式的过程中,不降

低缴费率,并且为制度中的再分配因素 (例如最低养老金)从其他渠道进行筹

资,那么制度转型的财政成本依然为零。事实上,博阿多-佩纳斯等 (2007)在

对西班牙引入NDC模式的建议中,他们预测制度转型的财政成本为正,而如果

要想让财政成本为零,就必须保持缴费收入不变 (维持缴费率),并且依据精算

方法降低养老金给付。
文章关于两种模式下养老金待遇水平与替代率方面的比较,也值得商榷。

目前,智利FDC模式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这对于了解智利养老金制度

的人而言可以说是常识。而NDC模式下的名义回报率想要达到这种水平是相当

困难的。这里作者需要考虑的是,如果把FDC模式下的风险因素或风险回避程

度纳入考虑,那么是否还会有这么高的回报率,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根据维达

尔-梅里亚,博阿多-佩纳斯和塞特格伦 (2010)的研究,瑞士NDC模式改革的

经验表明,1995—2007年平均名义回报率 (资本加权回报率)为3.1%。使用

标准差衡量的年度回报率差异为1.1%。而自1995年建立个人积累制账户以

来,这一部分的投资收益率扣除基金管理费后,依然有5.8%的净收益率。同

样使用标准差衡量这一部分的平均年回报差异,则为14.3%。但是,在经过风

险因素调整后,名义账户部分的风险调整收益率为2.81%,而实账积累部分则

仅为0.41%。如果在风险规避程度的基础上衡量收益率,那么名义账户回报率

依然更加有利。

1995—2008年,瑞典名义账户和实账养老金的平均回报率分别为3.1%和

-0.8%。2008年的年报尚未给出回报率的年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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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法竞希尔博和罗巴里诺声明的,他们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系列

重要参数假设 (包括GDP增长率、工资增长率、利率、覆盖率和缴费密度)。
因此,作者针对不同假设进行敏感性分析,用以考察改革的长期情况。令我们

感到惊讶的是,作者在进行敏感性分析时,把基础假设下的固定回报率设为

4%,但是1981—2007年的实际投资回报率却高达10.1%。并且,尽管两种模

式的内涵有很大差别,但作者使用了相同的缴费率假设。在实际情况中,FDC
模式下的缴费率会根据金融市场利率进行指数化调整,而NDC模式下缴费率需

要根据制度本身的收支平衡情况来调整,并且通常会根据GDP增长率等宏观经

济指数来调节。
最后,就我们看来,本章这一系列估算和讨论实际表明,智利的养老金制

度存在两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制度覆盖面和缴费密度的,这一

点作者也做了明确的强调。作者指出,尽管制度在运行的头26年中回报率非常

高,但依然会有50%以上的参保人个人账户积累不能提供最低标准的养老金。
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高回报率肯定不可持续,如果投资回报进一步降低,养

老金待遇还会随之下滑。第二个问题来自制度设计本身。制度设定缴费率为纳

税工资的10%,但是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很难说个人最后得到的

养老金到底有多少价值。很显然,智利应该提高缴费率,或者提高养老金领取

年龄,或者两者都需要做出调整。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印证智利养老金制度低缴费率所面临的问题。瑞典的

养老金缴费率为18.5% (16%+2.5%)。在基础假设下 (SSIA2008,34),当个

人年满65岁时,养老金替代率将从66% (1944年出生的年龄群体)递减到53%
左右 (1990年出生的年龄群体)。在西班牙,假设相关养老金制度的缴费率为

15%。博阿多-佩纳斯,多明格斯-法比安和维达尔-梅里亚 (2007)分析了缴费率

对养老金待遇和内部回报率的影响,他们使用10个不同的公式来估算养老金待

遇。结果表明,对于65岁退休、缴费满40年的个人,以平均工资为基础计算的

养老金替代率约为62%。但是,假如人口老化进程依然持续,并且需要维持制度

的财政平衡,那么在缴费满40年的条件下,替代率只能确定为51%。
总之,在这一章里,作者对智利在1981年引入NDC模式的假设及其结果

做出了一些估计。作者特别关注了养老金改革的财政负担和待遇变化。作者使

用了大量数据,运用详细而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参数预测。但是,正如我们提到

的,其估计结果依赖于假设条件。我们希望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使用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设,或者将他们的模型应用于其他国家看看结果如何。
我们建议作者考虑不同的退休年龄 (以当前的退休年龄分布为基础)、不同婚姻

状况下个人的养老金待遇以及遗属养老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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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公共养老金的改革浪潮迭起,探索养老金改革路径与改革模式的国家

与日俱增,制度创新不断涌现。90年代,一个崭新的制度创新 “名义缴费

确定型”(即 “名义账户”,以下简称 “NDC”)在瑞典等国家诞生,至今已

有近10个经济体先后引入和采用。

这个制度创新甫一诞生,就立即引起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和养老金专

家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兴趣。在时任世界银行社会保护局局长罗伯特·

霍尔茨曼教授的召集下,2003—2017年连续组织召开了三次 NDC国际研

讨会,出版了三本文集 (包括即将召开的第三次会议和即将出版的第三部

文集):
———第一次NDC国际研讨会于2003年9月28—3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

摩郊外的桑德罕岛召开,由世界银行与瑞典社会保障局联合组织召集,会

议论文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结集出版①。我牵头组织博士生将这部文集翻

译成中文,2009年2月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全文出版,书名为 《名
义账户制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保障改革新思想》。

———第二次NDC国际研讨会于2009年12月2—4日在斯德哥尔摩召

开,世界银行和瑞典社会保障部联合组织并资助了这次研讨会,会议论文

于2012年由世界银行再次结集出版②。我率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的同仁和我的博士生将其翻译成中文,将于10月份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

版社出版,书名为 《养老金世界变化中的名义账户制》,分为上下两卷,上

卷的副标题为 《进展、教训与实施》,下卷的副标题为 《性别、政治与可持

续性》,并决定将于2017年10月17日在京召开 “名义账户理论报告会暨

世界银行第二部名义账户中文版发布式”。
———第三次NDC国际研讨会即将于2017年10月5—6日在罗马召开,

由意大利劳工部、瑞典社会保障部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据悉,作为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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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Holzmann,Robert,EdwardPalmer.2006,eds.PensionReformthroughNDCs:IssuesandPros-
pectsforNon-FinancialDefinedContribution (NDC)Schemes.WashingtonDC.:WorldBank.

Holzmann,Robert,EdwardPalmer,andDavidRobalino,editors,2012,NonfinancialDefined
ContributionPensionSchemesinaChangingPensionWorld,WashingtonDC.:World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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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意大利劳工部部长GiulianoPoletti先生和财政部部长PierCarloPadoan先

生将出席大会并致辞;作为大会主办方之一,瑞典社会保障部部长 Annika
Strandhäll先生将出席并做演讲;此外,世界银行的社会保障、劳工与就业局

高级主管 MichalRutkowski先生、巴西财政部负责社会保障的副部长 Marcelo
Caetano、OECD社会政策司司长 MonikaQueisser女士将参会并发表演讲。按

照该书主编罗伯特·霍尔茨曼的计划,会议论文将作为第三部文集于2018年秋

天出版。
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茨曼和瑞典经济学家爱德华·帕尔默为推动研

究NDC做出了杰出贡献。众所周知,自1981年在智利诞生DC型完全积累制

养老金以来,很多国家在养老金改革进程中陷入DB与DC优劣之争的线性思维

之中。由DB向DC过渡中出现的巨大转型成本让很多国家甚至包括发达国家

“望洋兴叹”,甚至就连美国小布什政府2001—2005年试图引入部分DC因素的

改革也无疾而终①。继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洲债务危

机让人们对DC型制度的评价再次发生了一些改变②。在此后的大约10年里,
中国统账结合制度做实个人账户试点进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引入DC因

素的改革进程发生了改变,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做出重要决定:“坚持社

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

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

则。”四年来,完善个人账户制度改革以及向 NDC转型有了新进展,其中,

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财政部联合颁发的31号文和71号文确定了个

人账户记账利率参数的原则③,标志着面向NDC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NDC的

基本制度特征逐渐明朗化。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两卷本 《养老金世界变化中的名义账户制》的作者基

本都是十几年来长期跟踪研究 NDC的世界一流经济学家,他们对 NDC优势

与劣势两个方面的比较研究、对十几年来实行NDC国家独有的经验与教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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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郑秉文如下论文:《围绕美国社会保障 “私有化”的争论》,载 《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

1期;《美国社保改革:迈向股票市场的一跃》,载 《改革》,2003年第2期,第118-127页;《“W的办

法”———华尔街与福利》,载 《读书》,2003年第3期;等。
参见郑秉文如下论文:《阿根廷私有化社保制度 “国有化再改革”的过程、内容与动因》,与房

连泉合著,载 《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2期;《金融危机对全球养老资产的冲击及对中国养老资产投

资体制的挑战》,载 《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第9—10月刊; 《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福

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载 《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5期;等。
个人账户记账利率是有理论原则和实践基础的,见齐传钧:《名义账户利率理论溯源及其应用局

限性》,载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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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归纳、对将近十个引入NDC国家的经历与过程的回望与审视,对中国

的改革都是大有裨益的,相信读者在阅读之后会不胜感慨。中国的统账结合

制度历经坎坷,改革举步维艰,传统的 (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下同)
“FDB+FDC”(统+账)制度确实走到了尽头①,FDC二十多年不能实现,十

几年的试点使制度始终不能定型,到了必须正视并推动改革的时候。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非常及时、非常正确,尤其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引下,统账结合这个 “老制度”正在

焕发 “新活力”。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动摇统账结合制度基础和制度形态的想

法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任何取消个人账户并将养老金制度变为纯

粹的DB型现收现付制的做法,都将彻底失去养老金制度与人口老龄化的联

系、彻底失去与经济发展 “新常态”的挂钩、彻底失去激励人们参保和缴费

积极性的 “介质”。改革并不意味着 “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改革的

真谛在于扬弃。在阅读这两卷本之后,读者一定会对 “账户”的理解更加深

刻,对其从FDC (实账积累制)向NDC的转型所做出的努力和所体现的人类

文明与制度创新感到叹服! 为遇到困难就轻言取消那个 “账户”的做法感到

惋惜!

对学者来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对研究社会保障的人来说,读书也是

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读完这套书,大家会看到,人口老龄化是个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

为了应对它,那么多国家都在研究 “账户”的问题。一百多年前建立DB型现

收现付制时,人口结构还那么年轻,它是适应的;面对当前人口结构的巨变,

传统的DB型制度正在发生变化,纯而又纯的DB型制度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千方百计尝试着各种各样的 “混合型”制度,从参数改革到

结构改革,从南美到北美,从北欧到南欧,就连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德国DB型

制度,也根本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纯而又纯的DB样本。
———读完这套书,并结合翻开早在8年前出版的第一部研究 NDC的译

著②,人们会突然意识到,德国的 DB型制度在经历了1992、1999、2001和

2003年的连续探索和不断改革之后,其建立起的 “积分制”(pointsystem)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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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 “FDB”,其含义是指有一定基金积累的DB型现收现付制。尤其是,2016年决定将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进行市场化和专业化投资,FDB的制度特征就更加 “坐实”了。可参见郑秉文即将发表的论

文:《加拿大养老金 “DB型部分积累制”新范式20年回望与评估———降低养老保险费率的一个创举》,
载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6期。

罗伯特·霍尔茨曼,爱德华·帕尔默主编.名义账户制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保障改革新思想.
郑秉文等译,郑秉文和黄念校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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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就是一个 “类NDC”(NDClook-alike),它 “从2005年开始就几乎完全模仿

名义账户制” (almostperfectlyemulateanNDCsystemfromtheyear2005
on),甚至在德国人自己看来,它就是 “一个首要和重要的NDC方式的因素 (a
firstandimportantelementoftheNDCapproach)”①。与瑞典表面上不同的是,

德国引入的是 “可持续因子”,瑞典等国家引入的是 “个人账户”,德国的制度

显然要比瑞典复杂得多。
———读完这套书,再翻翻关于北美公共养老金改革的书②,读者会发现,

北美的改革特点与欧洲略有不同,前者侧重的是 “充分筹资”(fullerfunding),

即在保持DB计发公式的前提下,打破收支结余为零的戒律,建立起一个具有

一定资产规模的部分积累制,加拿大2016年引入的 “附加CPP”的累积资产规

模之大,最大时高于 “隐性养老金” (IPD)若干倍,甚至可被视为一个超级

“DB型完全积累制”。就是说,欧洲的改革特点是通过建立账户的概念逐渐引入

“精算因素”(瑞典的名义账户,德国的可持续因子)的过程,而北美的改革因

其人口结构相对较为年轻,侧重的是通过利用投资超额收益的手段引入 “积累

因素” (从美国1990年开始的快速提高缴费开始,到加拿大1997年 “基本

CPP”的改革,再到加拿大2016年引入的 “附加CPP”)的进程。欧洲的 NDC
改革主要将重点放在制度结构的内生方面,更多体现的是内生的 “结构改革”;

而北美的改革主要是将参数改革 (提高费率,这属于内生性的)与外生改革

(建立或扩大投资体制)结合起来,通过外部市场投资收益来提高可持续性。但

欧美改革殊途同归,那就是与纯粹的DB型现收现付制渐行渐远,而与某种混

合型制度渐行渐近。
———读完这套书,再稍微翻翻国外公共养老金改革的其他著述,人们就逐

渐明白,完美无缺的养老金模式在世界上几乎是不存在的,没有最好的,只有

最适合的,包括NDC。在欧洲,之所以大部分国家没有采取 “北美式”的DB
型部分积累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记忆犹新,两次恶性通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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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xelH.Börsch-SupanandChristinaB.Wilke,TheGermanPublicPensionSystem:HowItWill
BecomeanNDCSystemLook-Alike,Chapter22inHolzmann,Robert,EdwardPalmer.2006,eds.Pen-
sionReform through NDCs:Issuesand Prospectsfor Non-Financial Defined Contribution (NDC)

Schemes.WashingtonD.C.:WorldBank,p.588.
布鲁斯·利特尔 (BruceLittle).拯救未来:加拿大养老金 “1997改革”纪实.郑秉文等译,张

笑丽校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7。郑秉文在为该书撰写的 “跋”里分析了美国公共养

老金改革的特点及其与加拿大公共养老金改革的比较。在郑秉文即将发表的论文 《加拿大养老金 “DB型

部分积累制”新范式20年回望与评估———降低养老保险费率的一个创举》里 (载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7年第6期)对加拿大快速提高缴费和建立投资体制的 “DB型部分积累制”做了详细分析,对美国

快速提高缴费、加大筹资力度的改革也做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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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让他们对DC型部分积累制敬而远之,至于更为极端的DC型完全积累制,
在欧洲更是 “谈虎变色”,因此,NDC或 “类 NDC”更符合他们。在北美,
“两洋屏障”下的 “光荣孤立”使他们的记忆中缺少战争的概念和通胀的阴影,
“艾伦条件”的环境使他们更加偏向选择DB型部分积累制,强调 “资产” (筹
资)的重要性;至于躲在世界 “后院”一隅、建国将近200年也没见过战争的

拉丁美洲,加之拉丁文化 “过度消费”的民族文化习性,建立DC型完全积累

制的偏好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储蓄型养老金制度还是有利于提高 “储蓄/投资”
的最佳选择之一。

———读完这套书,再回头看看中国养老金改革,其理解就更加深刻:传统

的统账结合是简单的 “FDB+FDC”,其问题出在个人账户FDC的设计上。在

国内经济高速发展、收入快速提高、“艾伦条件”难以成立的背景下,个人账户

的FDC只能弃而转向NDC,就是说,在这个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FDC是冲

突的,NDC账户设计比FDC更适合①。在世界各国对传统的DB型现收现付纷

纷进行升级或转型的大趋势下,如果轻率地放弃已引入20年的 “账户”,就等

于放弃了将长寿风险与养老金制度之间连起来的 “介质”或说 “因子”,等于让

制度完全暴露在长寿风险之中,让天量的 “隐性养老金债务”(IPD)完全暴露

在经济新常态之下,意味着让制度与长寿风险完全脱钩,任凭养老金债务不断

膨胀。这种 “懒汉”的做法纵然有千条理由,但几十年后也必然成为 “二次改

革”的唯一理由。
———读完这套书,我有个评价可能与很多人不一样:早在二十五六年前,

决策者们将 “账户”这个要件引入公共养老金不但没有错,反且觉得他们的制

度创新要比欧美提前了很多年:欧洲在大约四五年之后才考虑到引入账户因素

(NDC),美国在整整10年之后的2001年才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提出引入账户因

素 (FDC)②。问题仅仅在于,中国引入的账户是FDC,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是不适应的。这是因为,他们没想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平均收入增长会这么快,
没想到统筹层次会一直停留在市县级水平的初始状态,没想到由于统筹层次低

下而导致的财政介入竟会时间如此之长、规模如此之大,他们最终没想到F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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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齐传钧:《“名义账户”模式选择——— “全账户”的优势分析》,载 《开发研究》,2015年第4
期。

美国2001—2005年欲引入一个规模很小的实账积累账户 (FDC),与 “中国模式”几乎完全一

样,从12.4%缴费中划出几个百分点进入个人账户,参见郑秉文的2个论文:《围绕美国社会保障 “私
有化”的争论》,载 《国际经济评论》(双月刊),2003年第1期; 《美国社保改革:迈向股票市场的一

跃》,载 《改革》,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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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的命运注定要让位于NDC。我们团队研究国外NDC起步较早①,较早提出

了账户转型的改革思路:在2007年年底完成的劳动社会保障部委托的课题中明

确提出了NDC的改革思路1.0版;2009年向世界银行提交了NDC改革论文2.0
版 (见本书上卷第六章);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委托四家机构的平行研究课题中,我们提交了NDC改革方案3.0版 (见 《中国

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其实,这三个版本的NDC思路的本质没变,一脉相承,
即完善现行统账结合中的 “账户”,而不是把它视为一个 “麻烦”彻底消除它或

推翻它②,三个版本的NDC只是让FDC型的账户改革为稍有变异的三个NDC
选项而已,以此来回应那 “三个没想到”。升级后的统账结合是适用的。

———读完这套书,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不仅认为改革的先贤们在几十年前引

入 “账户”具有先见之明,而且还感到,放弃或取消那个 “账户”是在逆潮流而

动。实际上,不管是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还是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都是

“账户”占支配地位。考虑到欧美尤其美国的第二支柱改革纷纷放弃DB型并追逐

DC型的趋势,就更加理解 “保护”那个 “账户”的重要意义;如果看到 “账户”
的地位在建立第三支柱时具有 “唯一性”时,就更加懂得欧洲第三支柱为什么不

如美国发达的重要原因;如果结合中国目前建立的多层次和三支柱养老金制度,
就会对当前所有三个制度都存在一个 “账户”的原因认识得更加全面、深入,包

括对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以及刚起步的商业养老保险的理解。
———读完这套书,我有感而发,权当作为译者之一先睹为快的结果。本来,

根据我的一贯做法,在译著后面几乎都要写一个较长的 “跋”,但这次没有做

到,因为太忙了。真是没想到,还有几个月就满63岁的人在行将退休之时会如

此之忙。这里要声明的是,这本书的出版之所以耽误了两年,完全是因为我太

忙的个人原因。这次我之所以能够 “突击”完成我自己承担的翻译部分并写下

这个近万字的译后记,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 “突击”让这套百万字的巨

著面世,我要感谢很多人:
第一要感谢罗伯特·霍尔茨曼和爱德华·帕尔默2017年年初就定下来的

10月17日顺访来京参加这套书发布式的倒计时 “压力”,否则,还不知要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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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郑秉文如下论文:《养老保险 “名义账户”制的制度渊源与理论基础》,载 《经济研究》,2003
年第4期; 《欧亚六国社会保障 “名义账户”制利弊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年第5期;《“名义账户”制: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理性选择》,载 《管理世界》,2003年第8
期;房连泉:《瑞典名义账户养老金制度改革探析》,载 《欧洲研究》,2008年第6期;等。

可详见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五篇学术论文 (分别由郑秉文、房连泉、齐传钧、张盈

华、高庆波撰写),载 《开发研究》2015年第3期和第4期的 “养老保险名义账户制顶层设计系列研究”
专栏,孙守纪、计红蕾:《名义账户制下的女性养老金权益———基于性别公平的视角》,载 《妇女研究论

丛》,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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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年何月,并且,感谢他们二位为这套书撰写了 “中文版序言”。作为翻译这套

书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我还要感谢世界银行赠送版权,感谢罗伯特·霍尔茨曼

和爱德华·帕尔默参加将要在2017年10月17日召开的 “名义账户理论报告会

暨世界银行第二部名义账户中文版发布式”并签名赠书,感谢他们为这个发布

式从现在开始就着手准备其主题报告的PPT。这里还要顺便感谢他们邀请我参

加即将于2017年10月5—6日在罗马召开的第三次NDC国际研讨会。当时我

有幸参加的2009年12月2—4日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第二次NDC国际研讨会

也是他们邀请并资助的,也因此,我结识了一些NDC研究的顶尖学者。
第二要感谢华安基金、中欧基金、天弘基金,他们为资助这套书的出版做

出了意想不到的贡献,使译者们能略有薄酬,润润笔头。尽管大部分译者是我

的学生,但我还是力所能及地为他们筹措一些稿费。搞社会保障研究主要靠情

怀,而不像有的研究领域主要靠报酬。甚至多年前,那时的条件大不如现在,
几乎所有参加我组织的翻译都是无偿的。这套书参与翻译的博士生里还有很多

是在职攻读,在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中能抽出时间做些翻译工作,既可提高他们

自己,客观上也帮了我。我衷心感谢三家基金公司能够支持这项浩瀚的翻译工

程,因为他们的资助能够减轻我对学生们的负疚感。我为能有这样一个团队而

感到自豪,为能有这三家基金公司的资助而感到高兴,虽然他们对这个翻译工

程的资助是有价的,但他们支持养老金事业的情怀却是无价的,他们推动中国

养老金学术研究的功德将载入史册。
第三要感谢黄念博士,她承担了这套文集翻译的大量组织管理、统稿校对、

文字修订的繁杂工作,尤其是出版的前几天,她夜以继日,连续加班;感谢我

的这个团队中所有人的付出和努力,包括房连泉、齐传钧、张盈华、高庆波等,
虽然在这个项目中他们没有直接承担具体的翻译任务,但他们全身心投入到了

我统筹安排的其他项目当中,例如,今年课题的研究、《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
的撰写、10月17日发布式的筹备和其他工作等,等于是 “置换”了其他译者

的时间,尤其房连泉博士付出的更多一些;还要感谢的是董玉齐和闫江两位同

事,他们承担了大量的烦琐的翻译辅助事务,是我离不开的好帮手。
第四要感谢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从我提出申请欲翻译这套书的第一

天起,仲艳平主任就从未提过任何困难和表现过任何不便,一口答应下来。我

深知,像学术性这么强、这么厚的书在国内市场上卖不出几本;我刚得知,

2009年出版的第一本NDC书 《名义账户制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保障改革新

思想》,到今天为止仅出售其印数的2/3;但是,大量的库存积压并未丝毫影响

“社保人”的家国情怀,这既是我个人与他们团队之间将近20年的友谊结晶,
也是他们追求中国社会保障学术研究的境界所在。这套两卷本的责任编辑梁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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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和苗德雨为 “突击”出书做了大量而紧张的具体工作,让我十分感动。
在我临近退休之际,不禁有些感慨,这里请允许我稍微借题发挥一下:在

中国社科院我学习工作了34年,走上所局级领导岗位20年里经历并接触的社

科院主要领导有四届,他们是王忍之 (胡绳)、李铁映、陈奎元、王伟光,曾经

打过交道的院领导约有25位,他们对我的影响和帮助都很大;其中,在研究生

院工作的17年里,时任研究生院党委书记朱佳木同志对我的影响很大 (不久调

离研究生院,多年后又调回社科院任副院长),尤其是在1989年以及后来的人生

道路上;再后来,1995年我回国,时任研究生院院长、著名哲学家方克立教授对

我的挽留决定了我的终生;对他们,我非常感恩,难以报答,铭记永远;我本人

曾在四个单位 (研究生院、欧洲所、拉美所和美国所)工作并担任领导,我对他

们有很深的感情。这篇文字肯定是我职业生涯即将落幕之前撰写的最后一个译后

记,借此机会,我要感谢社科院所有领导、同事、同僚和同仁的帮助。
最后,敬请读者对译文中不尽如人意和个别误译之处批评指正。我期待,

几年之后世界银行编撰的第三部NDC书中文版将再次由我率领的团队翻译并呈

现给中国读者,为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竭尽绵薄之力。
本书的译者 (作者)分工如下:

卷 章 标题 译者

上卷

中文版前言、前言、序言、鸣谢、缩略语 郑秉文

第一部分 评估经验教训和问题

第一章  进入青春期的NDC:教训和问题 郑秉文

第二章
 第一波NDC改革浪潮:来自意大利、拉脱维亚、波兰和

瑞典的经验
赵秀斋

第三章  殊途同归:发达国家的NDC和养老金改革方向 黄念

第二部分 法定的改革或建议的改革

第四章  挪威养老金改革:将NDC与再分配目标相融合 杨洋

第五章  埃及新型社会保险体系:新兴经济体的NDC改革 于环

第六章  中国:一个基于NDC的 “混合型”养老金改革思路 郑秉文

第七章  中国:老龄化经济下的养老金改革 龚刚

第八章  希腊:NDC范式作为可持续养老金制度的框架 郭鹏

第九章
 智利养老金向DC转型的财务成本与待遇评估:一个回溯

分析
林熙

人名译名对照表 (A~Z) 黄念

译后记 郑秉文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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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卷 章 标题 译者

下卷

中文版前言、前言、序言、鸣谢、缩略语 郑秉文

第三部分 NDC改革中的性别问题

第十章  (N)DC世界中的性别:问题与选择 贺婷

第十一章  共享还是不共享:这是个问题 简洁

第十二章
 育儿妇女的养老金权益:OECD和欧盟国家养老金制度中

积分的作用
计红蕾

第十三章  智利的性别政策和养老金 王小丹

第十四章  断保缴费者的NDC与NDB 李奂哲

第四部分 NDC的政治经济学

第十五章  NDC提供的社会保障安全吗? 涂静

第十六章  NDC是通向养老金改革的政治可行之路 李亚军

第十七章  参保者获取NDC信息面临的挑战 刘桂莲

 第五部分 NDC计划的偿付能力、流动性和稳定性

第十八章  应对NDC改革中的遗留成本:概念、测量和融资 吴孝芹

第十九章
 NDC的一般性特征:有无 NDC债券情况下的均衡、估值

和风险分担
张昊

第二十章  NDC中储备基金的经济学:应对冲击的功能、方法和规模 李亚军

第二十一章
 瑞典NDC精算会计的十年: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财务状况

的量化变化
张笑丽

第二十二章  NDC中的年金与预期寿命 孙守纪

第二十三章
 现收现付式养老金制度中的精算平衡:瑞典 NDC模式与

美国DB模式
张笑丽

第六部分 专家组讨论

第二十四章  对NDC计划的诸多思考 张笑丽

人名译名对照表 (A~Z) 黄念

译后记 郑秉文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郑秉文

2017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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