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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混乱的养老金“缺口”
主持人：高庆波
主持人开场白：
2013 年 3 月 28 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焦点访谈节目：
“养老金‘亏空’了吗”，
其中对养老金“空账”、
“缺口”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在今年 2 月，人民日报海外
版发文批驳巴克莱集团的相关报告关于中国未来“养老金存在巨大缺口”，表示：
从现实数据来看，养老金当期不存在缺口问题，该报告严重夸大风险，无充分事
实依据，并未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陷入了“刻舟求剑”的误区。 1这
两则新闻，只是近年来关于养老金“缺口”众多争论的一个缩影。
从中国构建“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至今，关于养老金“缺口”的讨论
在学术界一直存在。2012 年，中银与德银的一份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
中长期风险》，将养老金“缺口”问题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该报告得出了在
未来 38 年中，养老金缺口的现值（用GDP名义增长率作为折现率）相当于GDP75%
的结论。报告中所提到的到 2013 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 18 .3 万亿元，被
各方媒体广泛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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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养老金“缺口”风险被严重夸大》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2/22/c_114758978.htm
凤凰网《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mssd/20120612/65965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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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与研究机构的视角有些不同。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曾表示：根据人
保部公布的 2011 年数据，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为 1.7 万亿元，总
支出为 1.3 万亿元，年末累计结存达 1.9 万亿元。总体上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大于支出，当期不存在基金缺口问题。只有少数省（区市）当期基本养老保险费
征缴收入不抵支出，但有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补助，都实现了收支平衡 3。
在各方媒体探讨养老金“缺口”时，由中国社科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
报告 2012》所发布的“空账”数据，被多次使用。中国城镇基础养老保险个人
账户空账额在 2011 年突破 2 万亿元大关。在 32 个统筹单位中(31 个省份加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2011 年收不抵支的有 14 个，如果没有相应的财政补贴，收
不抵支数额将达 767 亿元。从 1997 年各级财政开始对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算起，
财政累计补贴金额达 1.25 万亿元。这意味着，近三分之二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
(1.9 万亿元)，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关于上述现象，社会保障实验室各位成员
展开了讨论。

评论人发言：
房连泉：众多养老金“缺口”的含义
自 2012 年下半年以来，关于中国养老金制度支付“缺口”的几项报告数据，
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媒体和网络铺天盖地的渲染之下，对该问题的讨论
日益升温，于是大家看到了 2013 年 3 月 28 日央视播出的《焦点访谈》节目：
“养
老金亏空了吗？”。其实，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从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口径、
不同的角度去界定，有关养老金缺口的规模乃至有没有缺口的结论是大相径庭
的。因此，有必要将这些数字的来源、成因、说明的问题加以区分和比较，澄清
事实，以正视听（见表 1）。
表 1：关于不同“版本”养老金缺口数字的比较
版本

界定的概念

出处

成因分析

应对方式

18.3 万亿

2012-2050 年期间养老金历年

《化解国家资产负

养老金转型成本、人口老

提高退休年龄，

总缺口

支出超出缴费部分的流量现

债中长期风险》
（中

龄化等因素造成的隐性债

划拨社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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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养老金“缺口”风险被严重夸大》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2/22/c_114758978.htm

2

社保改革评论

2.2 万亿
“空账”

767 亿
当期支付
缺口

1.9 万亿
累计结余

2013 年第 2 期（总第 2 期）

值合计（基于参数的测算值）

银、德银）

2011 度个人账户记账额 2.48

《中国养老金发展

万亿，累计做实 0.27 万亿，二

报告 2012》，人社

者差额为 2.2 万亿空账

保提供数据

2011 年全国 14 个省份养老金
当期缴费收入不抵当期退休
金支出，收支亏损合计额 767
亿元

账户
“空账”为记账

个人账户资金用于当期支

方式，并不影响

付，造成空账运行

当期退休金发
放

《中国养老金发展

部分省份老职工历史负担

报告 2012》，人社

较重、人口老龄化程度高

保提供数据

以及流动人口因素影响

2011 年末全国 31 个省份，历
年养老金收支结余滚存累计

务

实现全国统筹

有些省份存在当期收支结
人社保公布数据

额

余；同时，国家财政补助
收不抵支省份

从上表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18.3 万亿为一个测算数据，反映的是未来 38 年内的养老金隐性债务
流量现值，与下面几个反映年度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数字无可比性；
第二，2.2 万亿反映的是另一个概念，即个人账户权益的累计记账额，它与
我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模式有关。虽然个人账户并未做实，但制度采
用现收现付方式，并不影响当期退休金发放；
第三，767 亿为 14 个省份的当期收支缺口，如果没有财政补贴，这些省份
将“收不抵支”，无法维持当期自我收支平衡；
第四，1.9 万亿反映的是全国养老金制度的资金池存量，虽然部分省份当期
“收不抵支”，但经过财政补贴后，全国各省份每年都存在一定量的资金结余，
历年结余资金积累下来，便得到这个数字。
（发言人信息：房连泉，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

齐传钧：提高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途径
“养老金缺口”本身不是一个规范性用语，人们对这一表述的理解和说法很
多，而且很多专家也未必意见一致，因此目前在媒体等公开场合上形成了理解上
的混乱和偏差。但是，不管对这个表述有多少种理解，其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
就是“养老金制度财务可持续性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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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养老金可持续性问题由来已久，早在十几年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问题就曾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例如宋晓梧、何平和冼懿敏
等就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都认为如果不采取改革，
基本养老保险的“统账结合”制度财务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发
展，这一问题已无法回避，必须及早研究解决。提高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途径
从理论上讲包括：提高缴费率、扩大缴费覆盖面、降低待遇水平、延长退休年龄
和扩大社保战略储备基金规模。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几项措施的现实可行性：
首先，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虽然不是世界第一，但确实属于费率最高的
国家之一，未来已经没有提高缴费率的空间；其次，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主体是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其对应着正规化就业，而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比重高是常
态，所以未来扩大城镇职工覆盖面空间已经非常小了，另外考虑到制度是非精算
中性的，即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覆盖面，也会进一步恶化制度财务可持续性，
只是时间推迟了一些；其三，中国城镇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目前平均只
有 42.9%，已经没有下降的空间；其四，从财务本身来讲，延长退休年龄毫无疑
问是可以增强制度财务可持续性，但前提必须是处理好老年工人就业和制度公平
性问题；其五，通过划拨国有企业股份或盈利到社保系统，充实社保战略储备基
金，但前提是战略储备基金投资运作得到有效监督并不断增值。
（发言人信息：齐传钧，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孙永勇：养老金缺口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提高统筹层次与
相关的资金储备
“养老金缺口”是特定时间内养老保险制度债务总额与资产总额之差。虽然
这一概念还值得斟酌，而且对其规模的评估也会因为测算方法等方面的不同而不
同，但是，它能够反映人们对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并警醒政策决
策者及时采取行动。分析中国“养老金缺口”问题，历史债务久拖未决、制度设
计不尽合理、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等众多因素都需要被考虑进去。而探讨当前“养
老金缺口”问题的应对之策，不能忽视统筹层次问题。
当前偏低的统筹层次带来的直接问题是：一些地方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基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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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而另外一些地方却早已收不抵支，但我们不仅不能用一些地方积累的基金
去补另外一些地方产生的缺口，还必须为地方的两类问题头疼：已有的基金积累
必须保值增值，而已经出现的缺口必须及时补上。因此，政策决策者必须尽快做
出决断，加大力度提高统筹层次，尽快实现全国统筹，从而在全国范围内调剂基
金，以丰补歉。
当然，仅仅依靠提高统筹层次，无法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还必须进一
步改进制度设计，并建立雄厚的资金储备。中央可以考虑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同
时要求地方建立专项养老基金，加上现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就可以构成雄厚的基金储备。在实现全国统筹之前，对于各地养老保险制度
的历史欠债，应该尽快评估其目前规模，并将之隔离开来，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主权养老基金和地方专项养老基金按特定的比例分担，并拟定计划逐步清偿；对
于新制度中形成的养老金债务，考虑到各地财务负担与财务实力的不对称性，还
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机制。
（发言人信息：孙永勇，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张盈华：改进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有助于缓解未来养老金支付压力
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包括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但实际上个人
账户基金被用于发放当期养老金，结果造成大规模“空账”并引发人们对基金“缺
口”的焦虑。那么，“空账”和“缺口”到底有多大风险？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首要应对的风险是什么？
2013 年是缴费满 15 年的“新人”启动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第一年，也就是个
人账户养老金开始全面兑付的第一年。按照目前退休人数每年新增 500 万的规
模，预计 2013 年个人账户基金支付总规模约 135 亿元，估计约占全年养老基金
支出的 1%。这样看来，个人账户“空账”并不会对当期给付造成显著影响。
目前，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风险在于——因“空账”造成基金
投资收益损失致使未来养老金缩水。自 1997 年至今 15 年来，国家没有对个人账
户基金出台任何实质性的投资运营办法。从 2006 年 12 月开始至 2011 年末，累
计做实个人账户的 2703 亿元中有 544 亿元委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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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投资收益率达到 10.25%，高于同期 CPI（3.71%）6.5 个百分点，高于同
期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03%）7.2 个百分点。
很可惜，委托投资运营的资金仅占个人账户记账额的 2%，其余资金仍留存
地方存在银行或购买国债（其中，活期存款 294 亿元、定期存款 703 亿元、协议
存款 634 亿元、购买国债 48 亿元、其他投资 60 亿元）。98%的个人账户资金处于
“记账”状态无法投资，丢掉了获取七、八千亿投资收益的机会，最终这种损失
会以未来养老金“缩水”的形式转嫁到参保者个人头上。
与其争论是否存在“缺口”，不如尽快行动对结余基金投资运营。个人认为，
目前结余的 2 万亿养老基金都应属于个人账户资金，将其投资运营并将投资收益
记入个人账户，才能提高未来个人账户养老金的保障能力，最终也会缓解因对社
会统筹养老金过度依赖而带来的财政“兜底”压力。
（发言人信息：张盈华，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西北大学副教授）

田青：解决双轨制，推动养老金制度变革
从我国养老金制度设计来讲，财政补贴和制度本身的持续缴费，当前的养老
金支付不存在缺口问题。但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隐患，需要我们未雨绸缪。中银
与德银于 2012 年发布的报告中提到，至 2013 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 18.3
万亿元，这一数据无疑对我们起到警示作用。
对于未来养老金缺口的解决方法的探讨，大多集中于对提高国家财政补贴、
划拨国有资产、延迟退休年龄等的讨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加剧，领取
养老金的余命增长，依据当前国际普遍做法来看，延迟退休年龄应是大势所趋，
但这一做法却广受民众的非议和排斥。这一现象所反映的，其实是民众对于当前
养老金制度存在“双轨”的质疑和不满。在养老保障本就不觉公平的前提下，还
要让制度外的劳动者延长在岗缴费时间，延长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无疑是将养老
制度的不公性更加凸显。讲到底，解决未来养老金缺口更根本的途径在于“双轨
制”的“并轨”。只有养老缴费和待遇公平了，才能够推动制度的其他变革。
（发言人信息：田青，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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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吉漳：从精算观点看养老金“缺口”
未来可能产生养老金缺口的原因，来自于 DB 型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账户，
所产生的隐性债务没有被提存适足的准备，以及应专款专用的 DC 型个人账户基
金被挪用作当期养老金支付而形成空账，两套应分账管理的基金账户，现因统账
结合而让财务的结构变的错综复杂。
就现收现付制的理论来说，以收定支，养老金不会产生财务缺口。然而，对
给付确定型(Defined Benefit，DB 型)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基金来说，在制度
建立之初，
“老人”在没有缴费的前提下，未来可以支领养老金。
“中人”除了基
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外，还有一部分补偿性质的过渡养老金。隐含都是一
种未来必须面对的债务，这些转型成本成为隐性债务。
新制后参保的“新人”和尚未退休的“中人”在工作一定期间后，于未来退
休时可依其参加年资，依一定的计算标准领取基础养老金。过去积累的参加年资，
隐含在未来可获取一定养老金的给付权益，当这些给付权益的现值大于基金累积
余额时，这是过去经常被忽略的潜藏的庞大隐性债务来源。
产生上述隐性债务的原因有三：一是可能来自于年轻时的缴费工资较低，而
退休给付时的工资较高所产生的成本增加；二是可能来自于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
给付成本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造成赡养率增加所产生的财务负担；三是可能因
为现行社会统筹账户并未对提缴的基金做有效率的投资管理，造成当期或未来财
务收支的缺口。意即目前由企业为参保人员提缴工资 20%的基金积累余额，未来
不足以支付给付确定的养老金。
这些隐性债务可以透过精算技术来测算，并可推估未来几十年的现金流量。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测算中出现养老金“缺口”，制度在未来的实际运行中并
不必然会产生养老金缺口，因为制度可以改革，例如多缴、少拿、延后退，也可
以透过基金投资收益的增加，更可以透过财务补贴，大幅提升财务的可持续性。
缴费确定型(Defined Contribution，DC 型)积累制的个人账户来说，应属参
保人员所专有的基金未能被有效管理运用，从而失去了获取较高的报酬的可能
性，导致老年退休时能获取的养老金相对“缩水”。个人提缴的基金及利息是明
确可测算的，但在当前制度运行过程中，账户基金暂时被转移支付当期的养老金
而形成“暂时空账”。“空账”会成为未来的财务缺口，为何称之“暂时”，因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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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认知为政府统账管理下对两种基金账户间的财务调度，参保人退休时的养
老给付是由政府承担最终的支付责任。更何况，战略储备性质的全国社保基金可
用于人口老龄高峰时期养老金的支付保证。
为完善财务的可持续性，必须透过精算技术，定期测算，以收支平衡为基金
财务管理的原则，适时揭露隐性债务，推估未来可能的现金流量及评估各项成本
的变化，作为制度改革调整的依据。特别是，应属专款专用的个人账户基金，不
应混账解决隐性债务的问题而恶化空账的数额，应计划性做实账户，提高老年经
济安全保障，同时确保财务的可持续性。
（发言人信息：魏吉漳，精算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刘桂莲：动态看待缺口，提高统筹层次以应对养老金缺口
在当前测算养老基金缺口的文章中，不仅出现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混用的情
况，也因变量的设计、模型设定的不同造成估计结果相差很大，当前热议的养老
金“缺口”并不是政府无法支付养老金，而且 2010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收不抵支时政府的财政兜底责任，因此，人们
不宜过分担心领不到养老金，应给予养老保险制度足够的信心。
现今讨论的养老金“缺口”，其形成既包括传统制度转变过程中历史遗留问
题造成的转轨成本和“空账”，也有新制度运行中由于制度存在的缺陷导致新的
缺口，这一问题的实质涉及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对于养老金是否存在缺口不仅应
算总账还应该动态看待。
对于历史欠账问题，可以通过明确责任主体和划转国有资产等方式偿还旧
债，使之不拖累新制度。而在社会经济环境和人口结构不断变化下，按照现行制
度设计，制度存在的缺陷将进一步放大未来养老金的缺口，使财政风险不断扩大。
虽然当前养老基金总体有结余，但部分省份却收不抵支，需要财政补贴实现
当期收支平衡的现象，与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层次有很大的关系。较低的统筹
层次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部分地区由于经济发达和人口年龄结构较轻等原因有
大量的基金结余，二是部分地区因为经济发展欠发达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重等
原因造成养老金支出大于收入。
为了实现制度的自我平衡，应该尽快将统筹层次提高到全国统筹层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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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调拨资金，调剂使用不同地区的资金，因此，对于解决养老金的缺口应
该在正视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上，不断优化现行的制度并进行配套制度的改革逐
步化解部分未来面临的财政风险，尽快提高统筹层次，并在此基础上加快探索基
金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发言人信息：刘桂莲，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生）

主持人结语：
各位发言人总结了现在混乱的养老金“缺口”存在的问题，从缺口界定、成
因、解决途径等方面进行了解读。大家认为，当前的乱象，是与“缺口”定义不
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前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堪忧。在
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是养老金
制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关于养老金财务可持续性问题，乃至养老金制度本身，都曾经历过严峻的挑
战。“世界上只有 5%的愚蠢的家伙不会为晚年考虑（年轻时不为年老储蓄），为
什么要因为 5%的蠢人，而让 95%的人加入这么一个为愚蠢的家伙制订的制度（养
老金）？”关于这样的问题的思考，是每个社会保障研究人员在跨入这一领域前
所必然需要经历的。
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决定了养老金制度应该具有一定独立性，这也是所有
评论人员都将焦点放在养老金制度财务可持续性问题上的根源所在。不过，这并
不意味着评论人员认为养老金的财务可持续性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养老金
的财务可持续性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没有制度将是更好的选择——收支为
零，也就没有可持续性问题。养老金制度诞生的本源目标在于免除因年老丧失劳
动能力而无法获取收入的风险，任何对于养老金制度的探讨，都要放在这一本源
目标的基础上进行讨论。
在学术界，养老金“缺口”相关的探讨一直都在持续，不过在探讨的过程中，
养老金缺口、隐性负债及转轨成本三个概念是混用的，而且界定各不相同。如：
“养老金缺口主要反映在现金流量缺口以及制度转换成本两个方面”4；
“养老金
隐性债务指一个养老金计划向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养老保险金的承诺，如果该计
4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世纪抉择—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构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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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在今天即终止的情况下，所有必须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加上在职
职工已积累、并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权利的现值”5；
“转轨成本的概念产生于
即使在部分缴费已分流到个人账户、但仍要继续向养老金领取者(和未来的退休
人员)支付退休金而出现的融资缺口” 6。
在这些纷繁的定义背后，是学界对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问题的担忧以及如何
应对可能的危机讨论，这些未雨绸缪的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缺
口”的成因、规模、弥补的方式与途径。房海燕、王燕、宋晓梧、何平、王晓军、
贾康等诸多学者以及国家体改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财政部财
政科学研究所、世界银行及引发全国大讨论的德银、中银等机构，他们采用了不
同的方式、不同的参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测算。
在已有的测算中，绝大多数采用了世界银行对隐性负债的界定计算方法中的
7

相关理念。世界银行认为有三种方法（World Bank，1998） ：
1）假设养老保险制度立刻中止，所需要偿还的当前所有退休者养老金以及
正在工作的参保者累积权利的现值（包括缴费以及未来养老金权利）；2）不再增
加参保者，直到现有参保者全部死亡为止，据此计算出所需要支付的总额；3）
开放系统，估算所有将来需要支付的养老金现值（包括新的制度参与者）。
但在中国最近两年的争论中，明显出现了与学界所探讨的基于权益现值
的隐性负债及转轨成本等内容风马牛不相及的部分。关于隐性债务或转轨成本的
探讨变成了“缺口”，“缺口”又与“空账”联系起来，甚至被等同于财政补贴，
然后进一步被网民演绎为了“挪用”、“黑幕”。在这个信息传导的过程中，可以
看到同一个词语，表达着完全不同的内容。
在这些完全不同的概念中，
“隐性债务”与“转轨成本”因为方法设计的
不同、参数选择的不同，将会产生巨大的差异，这也是学界多年来所探讨的主要
问题。但是，制度建立之初“老人”和“中人”因历史原因形成的“空账”与前
两者不同，它应该是一个有上限的固定数值，而且该数据理论上并不会很大。但
在现实中，“空账”持续增加意味着它并不再仅仅是历史遗留问题，而是现实制
度运行中的政府相关部门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无奈也好，反思也罢，个人账
5

王燕等：
《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响》
，
《经济研究》
，2001 年第 5 期。

6

王燕等：
《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响》
，
《经济研究》
，2001 年第 5 期。

7

世界银行：
《老年保障:中国的养老金体制改革》
，中国财经出版社 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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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空账”持续扩大本身就反映了当前的制度存在着缺陷，而这一缺陷，在当前
的经济与人口背景下，是制度自身所无法解决的。
各位评论人的发言，反映了学界的一个共识，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制
度可持续性将越来越差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提升制度的可持续性才是未来的关键
所在。而争议丛生的现状，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反映了命名不规范。
“缺口”本身并不是一个清晰的定义，在“缺口”的大旗下，学界讨论隐性负债
与转轨成本（财务可持续性）、政府讲现金流（当期收支平衡）、公众质疑制度的
公平与公信（双轨制、是否有贪腐现象等），尽管用的是同一个名词，但讨论的
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二是反映出公众对于这一制度并不了解、不信任。“空账”被相当部分公众
解读成了“挪用”——网络上常见的语言是，“如果不是被当官的吃喝糟蹋了，
我们交了这么多钱，账户怎么会空”，“缺口”也被解读成了“发不出养老金”，
这种完全字面上的理解，说明了当前制度在宣传方面还有着漫漫长路要走。因为
不知，所以不信。
“谣言止于公开”，让公众了解养老金制度、树立公众对于养老
金制度的信心，需要政府部门、学界以及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最后，“缺口”之争折射出另外一个问题——国家的责任。尽管当前国家已
经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累计投入了 1.25 万亿人民币的财政补贴，未来也将持续
为此投入财政资源，但是国家的责任并未厘清。当前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在“补
窟窿”，即为保证当期养老金收支平衡而投入财政资源，但对自身应当承担的转
轨责任并未明晰。在发言中，各位评论人不约而同的提出，需要提高养老保险的
统筹层次，如果统筹层次提高了，政府至少在过去的十五年间不需要扮演“补窟
窿”的角色。
假设一下，在全国统筹的情况下，政府对养老金制度投入 1.25 万亿，效果
应当与现在完全不同。公众能看到政府在努力的做实“老人”和“中人”的“空
账”，学界可以看到政府在努力的解决“转轨成本”、在填补“隐性负债”，各界
对于这一制度的信心会与现在有所不同。国家、集体、个人相结合的“三方负担”
宗旨，需要的是一个明晰的预期，政府到底该如何定位，需要政策制定者仔细考
量。
（主持人信息：高庆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执行研究员）

11

社保改革评论

2013 年第 2 期（总第 2 期）

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简称“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英文为 The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urvey and Data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
文缩写为 ICSD CASS, 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和领导的规模化、
规范化调查、研究和咨询机构，是面向国内外各类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媒
体、社会团体的综合性信息发布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
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
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成为
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
（简称
“社会保障实验室”）
，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
“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和“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联合发起设立，受
“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直接领导，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
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
《社保改革动态》
、
《社保改革评
论》和《工作论文》四项产品。其中，《快讯》、
《社保改革动态》和《社保改革评论》三项
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
实验室同意，否则，
“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
未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
明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
《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工作论文》，请发
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北京 1104 信箱（邮编：100007）
电话：
（010）64034232

传真：
（010）64014011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薛涛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