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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概要 

 

 

危机与养老金政策 

  

媒体大标题展现着令人震惊的数字。由于金融危机，2008

年经合组织各国私营养老基金的投资价值损失高达 23%，约 5

万 4 千亿美元。预计 2009 年整个经合组织地区的经济产出将

下降 4.3%，2011 年之后才有可能恢复经济增长。预计失业率

将从 2007 年占就业人口 5.6%上升至 2010 年占 9.9%。金融危

机已经演变成一场经济和社会危机。 

股票房地产价格下跌使私营养老金计划面临着最紧迫最凸

显的问题。澳大利亚、荷兰和美国等私营养老金已经在养老

收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显然最大。但任何

国家、任何养老金系统在这次危机中无一幸免。随着失业率

提高、收入下降带来的供款减少、福利支出增加的形势，公

共养老金系统也将面临财政困境。 

许多人在养老金计划和其它资产中积攒的退休储蓄受到巨

额损失。年龄较大职工的情况更惨。他们一旦失业不仅更难

找到新工作，而且到退休前已无很多时间可期待储蓄价值得

到恢复。经合组织各国中，包括私营养老金的个人储蓄收入

平均占退休者收入的四分之一。在七个国家所占的比例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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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以上。 

这些损失是否会使贫困现象在退休者中故态复萌？许多经

合组织国家有“自动稳定”计划，缓冲投资损失对退休总收

入产生的影响。例如“中线测定福利”，提供给养老金收入

降低到临界水平下的退休者。但在私人储蓄收入减少的时

期，某些国家的老年安全网现在或今后都会捉襟见肘。  

近期有巨大政治压力要求政府迅速采取解救措施。一个显

见的危险是决策者会试图将年龄较大失业者转入长期病残福

利，或重启提前退休计划，以此减少这类失业者人数。但过

去的经验表明，原先打算用于应急的措施往往变成了长期措

施，对公共财政和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成本，而且这种做法不

符合人口老化要求提高实际退休年龄的现实，所以应该避

免。 

这次危机显示，继续需要对公共、私营养老金系统进行改

革。改革的优先重点包括审评公共养老金计划，确保现在今

后都能有效防止贫困化。许多国家采取的养老金自动调整机

制将养老金数额和预期寿命、养老金计划的财政状况挂钩，

对这种做法可能也需要重新考虑。在目前经济衰退时运用这

些规则，往往意味着削减福利，有时是减少名义福利数额。

政府必须仔细考虑：应该现在应用这些规则，在经济复苏前

暂停应用规则，还是有选择地应用规则以照顾较脆弱的退休

者。 

对私营养老金的信心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有些人主张从

多样化养老制度退回到完全依赖退休即付的公共养老制度。

例如斯洛伐克共和国现在允许参加供款养老计划的职工返回

公共养老系统。但推翻来之不易的改革是错误的道路。金融

经济危机使人们的关注焦点离开了人口问题，但这一挑战并

未因此而消失，仍需紧迫对待。 

为防止这种逆转，亟需恢复人们对私营养老金的信心。危

机同样以令人痛苦的方式表明，必须改变私营养老金的经营

方式。必要的改变包括：改进监管，提高行政管理效益，对

不同选项的风险、报酬提供更清楚的信息，在接近退休时自

动转向较低风险投资。如果决策者不能使人们信服接受多样

化、公私结合、退休金和基金收益互补、个人与集体成分兼

有的退休收入制度，那么在使老龄化的社会维持繁荣方面它

们的一切努力又得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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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 2009 年养老金概览导读 

 

 

一年多来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深重经济危机一直是新闻热

点。2009 年养老金概览第一部分第一特章审视了危机对退休

收入系统的影响。该章探讨了此次危机对哪些个人（特别是

不同年龄组）、哪些类别的养老金计划、及哪些国家的影响

最大。   

对各国政府为减缓影响已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讨论评价。该

章显示许多国家采取的刺激经济措施主要已经在两个方面对

养老金系统产生了影响：增加对老年人群的支付，动用公共

养老金储备为减缓危机供资。本章对进一步的养老金政策回

应也进行了评估，包括劳动力市场、公共安全网、私营养老

基金监管、投资选择等问题。 

第一部分第二特章对目前老年人的收入及贫困状况进行分

析。2000 年代中期，经合组织各国 65 岁以上群体的净收入

为总人口平均收入的 82%（计入家庭大小因素）。但各国之

间差别很大。一些国家几乎不存在老年贫困，但如韩国则有

40%以上老人的生活收入属于贫困。经合组织各国的老年贫

困率平均为 13.2%，总人口贫困率为 10.6%。该章还讨论了

随着养老金改革、社会与经济变化，今后老年人的收入及贫

困状况可能如何演变。 

近年来的养老金改革是第一部分第三特章的主题。该章对

前几期养老金概览的分析作了最新补充，指出经合组织各国

自 2004 年以来不断在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实际上仅 5 个

国家在这方面很少或没有变化。最近的改革是围绕养老金制

度的关键目标：职工覆盖面，退休福利充足性，财政可持续

性，经济效益（对劳动力供应及储蓄激励的扭曲最小化），

行政效率，以及针对各种风险、不确定因素的退休收入安全

性。 

对改革的评估显示，2004 年至 2008 年是渐进、无飞跃的

时期。没有出现任何类似 2004 前十年中发生的大规模系统性

改革。澳大利亚、爱尔兰、挪威、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改革进

程现已停顿下来。另一些国家的改革进程已经减速甚至倒

退。例如意大利立法通过的养老金体制改革措施被宣布推迟

实施。斯洛伐克共和国允许已纳入退休供款新计划的职工退

回到公共养老金制度，其它一些国家也在讨论类似的后退方

案。这次危机可能会导致更多不符合可持续养老金政策长期

战略的变化。 

第一部分最后一特章也对上期养老金概览的内容作了更新

补充，对私营养老金覆盖面进行了审视。重点集中在公共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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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水平低，防老养老个人责任更大的那些国家。在这方面

金融危机同样引起了深切关注，特别是金融危机可能会破坏

人们对私营养老金的信心。但各国财政拮据，意味著私营养

老金必须是养老问题解决办法的组成部分。该章对确保人们

切实作好防老储蓄的政策，包括自动拔付计划和税务激励措

施等也作了评价。 

本报告第二部分对一系列养老金指标作了介绍。前九项是

用经合组织养老金模型计算的指标，显示个人享受的养老金

权利。各参数值反映的是 2006 年情况。计算模型显示的是

2006 年进入职场、并且整个就业生涯中规则不变的职工未来

可获得的养老金权利。在三十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挣平均

工资的职工退休收入毛替代率（养老福利金与就业时收入相

比）平均为 59%。但各国差别很大，从英国 31%、爱尔兰和

日本 34%，到希腊 96%。2009 年版新增一项指标，替代率包

括了典型的自愿私营养老金计划收益。 

许多国家对老年人实施所得税减免措施，大多数退休者也

不必缴纳社保分摊费。计入这些因素后，平均收入人群的养

老金净替代率（考虑税款和社保分摊费因素后）平均可达到

70%。按男女性别分列出不同收入水平的养老金替代率。  

对政府开支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人们退休时的收入替代

率，还有对养老金的承诺总额。该款额由各项养老金财富指

标衡量，是考虑退休年龄、预期寿命、养老基金占退休收入

比例等各种因素后得出的终身养老福利总价值。平均而言，

卢森堡男人一生中将能得到约 82 万 5 千美元养老金，妇女得

到约 1 百万美元。卢森堡可能是极端例子，经合组织各国男

人的终身养老金总额平均为 40 万美元，妇女为 47 万 5 千美

元。 

2009 年养老金概览新公布一组四项指标，探讨退休收入

制度的更广泛内容，提供了有关供款额及供款率演变的信

息。鉴于养老金系统受到的人口压力，供款率实际上保持了

很大稳定性，仅从 1994 年的平均 20%上升到 2007 年的

21%。但公共养老金开支受到的人口压力十分显著，1990 年

至 2005 年期间此项开支增加比国民收入增长率高出 17%，占

GDP 的份额从 6.2%提高到 7.2%。有关强制性私营养老金和

实物福利（如住房福利、津贴）的信息也反映在养老金开支

指标中。两项退休收入指标分别涉及私营养老金，包括自愿

养老金覆盖数据，以及养老基金的资产价值。在约三分之一

经合组织国家里，私营养老金覆盖面几乎为零。但在七个国

家里有 45%或更多职工参加了自愿养老金，另外十一个国家

有强制性私营养老金制度。在此次危机袭来之前，养老基金

的财富价值相当于经合组织国民收入总额的 75%。  

最后一组四项指标对养老金系统运作的背景环境进行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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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其中三项为人口指标：预期寿命、受孕率及依赖率（退

休与就业年龄人数比例）。这些指数表明经合组织各国人口

都在老龄化，速度因国家而异。预计到 2050 年，韩国将从经

合组织中的第三年轻国家变为第二老龄国家（仅次于日

本）。法国、荷兰、瑞典、英国等国家人口业已老龄化，所

以今后几十年内不会再迅速老化。很大程度上作为其他指标

基础的平均收入数据也收在本章内。 

最后第三部分公布的 2009 年养老金概览国别概貌，给出

了各国养老金系统的关键指标，定出统一的参数和规则，指

出关于个人养老金权利的主要数据，包括养老金替代率及养

老金财富。第三部分开头列出了一个便捷的关键参数、规则

概要表格，经合组织三十个成员国的养老制度概况一览无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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