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由现人社部社保中心转型，

与国家医疗保障局平行。职责

与方案 1 相同。

方案 3 ：单立机构且变更

隶属，即设立国务院直属的国

家养老金局。以社会保障卡为

载体，管理全国参保人基本信

息、养老金立法议案、养老金

政策和监督、一体化公共服务

平台。下设统筹三支柱养老金

的信息中心。 

国家养老金局的协同机制

如何贯彻《决定》提出的

“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适

应互联网的时代潮流，从以下

五个方面促进国家养老金治理

能力现代化 ：一是理顺养老金

决策与管理服务分离的管理体

制 ；二是由国家养老金局组

织建立国民基础信息库以支持

宏观决策和三支柱养老金的统

计、监督和延期征收的税务事

务 ；三是与国家税务总局建立

共享的养老保险费征缴信息核

对系统，适应灵活就业的各类

需求，做到应收尽收 ；四是整

合现在无序叠加和碎片的社会

保险权益管理，实现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工伤

保险、失业保险、长期护理保

险权益一个窗式服务，以适应

人口流动和后疫情时代的“宅

经济、网社会”的发展 ；五是

依法打造一接口，理顺养老保

险与财政、发改、民政等部门

的协作关系，顺势打造服务型

政府的运行机制。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

更多更快增强
我国养老财富储备
■ 阳义南

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如火如荼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同步出

现的，且呈加速度增长趋势。这使得

给国家、企业、居民家庭积累养老财

富的时间很短。相比发达国家，中国

养老财富储备的典型特征就是“先老

未富”“先老未备”。从“老有所养”

到“老有颐养”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

的重要目标之一。2019 年底《国家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从五

个方面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

任务，首先就提出要“稳步增加养老

财富积累”。养老财富储备是我国化解

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失能化等挑战

的蓄水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养老财富储备总量不足且基础

比较薄弱

2020 年是我国养老财富储备“元

年”。目前我国“老有所养”的物质

基础并不充分，养老财富储备总量不

容乐观。据《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报告

2019》披露中国养老资产仅占 GDP

的 7%，而美国占比已逾 135%，差距

十分明显。另据《2019 年度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统计公报》显示，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62873 亿元，第

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累计结存 17985 亿

元，职业年金建立 4 年来结余规模为

6100 亿。2019 年底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 2.6 万亿元。加总可知，我国近 14

亿人口拥有的公共养老财富储备约为

11 万亿，人均养老储备金额不足 1 万

元。富达国际与蚂蚁财富等机构在中

国的调查结论显示，年轻一代（35 岁

以下）希望过上舒适的养老生活，至

少需要 163 万元储蓄资金，而在北上

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平均退休目标储蓄

约为 400 万元。由此可见，不管是已

退休老人，还是年轻一代，养老财富

储备的缺口都很大。

目前除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

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之外，我国还未建

立其他制度化、成规模、稳定的养老财

富储备机制来源。由于第一支柱缴费负

担过重，加之经济增速放缓，大多数企

业很难自愿建立企业年金等第二支柱。

企业单位提留备用的公益金中专门用

于养老福利的储备水平也非常低。而居

民由于教育年限延长、更晚就业和生育，

而退休年龄并未延长，也使得留给自己

为养老储备的资产和时间都更为紧迫，

相当一部分人群因可支配收入有限而

没能积累养老财富。总体上，我国应对

老龄化的养老财富储备不仅总量低，财

源基础也较为薄弱。

养老财富储备结构亟待优化

我国“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结构

发展非常不均衡。基本养老保险一枝

独大，占到整个养老资产的 70% 以上。

第二支柱发展极为迟缓、第三支柱则

刚刚起步，二支柱和三支柱合计贡献

不到 30%。91.9% 的职工没有企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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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导致第二支柱养老财富储备明显

不足。除此以外，一些企业还为员工

购买团体养老保险作为养老储备，但

由于政策规制、产品特色不突出等原

因，团体年金险保费收入规模不升反

降，从 2001 年的 153 亿元降至 2018

年的 20 亿元。第三支柱个税递延型商

业养老保险 2018 年才开始试点，截至

2020 年 4 月底累计实现保费收入仅 3.0

亿元，能发挥的作用还微乎其微。

养老金融产品结构单一、同质化

问题比较突出，制约着养老财富储备

的渠道。银行、保险、信托、基金等

金融机构都已积极投入养老服务产品

供给，2019 年底针对老年人的产品约

有 2400 余个，覆盖老年人仅有 5900

多万人。不足在于，金融机构还未完

全与养老实现跨界融合，发行的养老

服务金融产品以中短期产品居多，与

养老财富储备的长期性不相符合，养

老功能名不副实。养老金融产品的设

计也不足以满足国民的收入来源、风

险偏好、投资目标等多样化需求，很

多居民购买意愿不强。曾被寄予较高

期望的老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住房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等途径，目前仅有

幸福人寿和中国人寿两家保险公司开

展了相关业务。截至 2019 年 8 月末，

住房反向抵押保险有效保单 126 件，

共有 126 户家庭 186 位老人参保，业

务开展并不理想。

中国家庭财富的绝大部分都以房

持续适度增长，又要确保老人分享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我国急需完善收入

分配体系，优化政府、企业、居民之

间的分配格局，稳步增加养老财富储

备。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

第一，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

效率、制度革新等宏观经济手段，保

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优化经济发展

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不断“做

大蛋糕”，使我国社会财富极大丰富，

才是治本之策。

第二，做好顶层设计，平衡有序

发展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建立养老

保险精算报告制度，实现养老保险

基金的精算平衡，完善养老保险基

金风险预警机制。继续划拨国有资

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不断为养老

保险注入战略储备资金。推进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以及养老保险制度转

移接续，实现不同区域之间和不同

制度之间的无缝对接，增加制度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韧性和内生平

衡能力。

第三，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

机构积极进行供给侧改革，实现与养

老跨界融合，优化产品结构，丰富产

品线和产业链，开发能匹配居民养老

储备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的养老

保险、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养老资

管专户、养老信托等多类型产品，并

积极促成与养、护、医等服务体系的

顺畅对接。

第四，家庭和个人需及早树立养

老财富储备的意识，促进家庭理财观

转型升级，将养老储备与养老投资贯

穿于整个生命期。  

（本文为广州市社科规划课题《广

州市实现健康老龄化及其保障机制和

优化对策研究》（2020GZGJ09）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产的形式存在，专门用于养老的财富

积累较少。老年人的资产大都以银行

存款或银行理财的方式持有。《中国养

老金融调查报告 2020》调查发现该比

例高达 72.07%，其他养老投资方式还

包括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34.43%）、

基金（22.38%）、股票（22.07%）、国

债（18.35%）、信托（6.98%）等流动

性较高的资产，以及房产（16.61%）

等固定资产。这种投资结构更多考虑

养老财富储备的安全性，保值增值功

能偏弱，较难实现收益目标。

养老财富储备还存在明显的收入、

性别、城乡等群体异质性。《中国养老

金融调查 2020》显示，因没有额外的

收入来源不进行养老财富储备的比例

是 43.33%，月收入在 3000 元以下人群

未进行养老财富储备比例高达 39.9%，

而 15001 元以上的仅为 2.49%。据 2015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第四次调

查数据，城镇老年人未进行养老储蓄

的占 58.3%，有养老钱的占比 41.7%，

农村则分别为 84.5%、15.5% ；其中城

镇平均储蓄水平为 70000 元，农村为

20340 元，城镇老年人平均储蓄水平是

农村的 3.5 倍左右。该数据还显示男

性为 57968 元，女性为 49264 元，男

性养老财富储备也明显高于女性。

增加总量、优化结构，多举措

增大我国养老财富储备

未来三十年，我国既要保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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