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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参考相关理论并结合现实背景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基金自平衡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并对当前我国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的实际状况进行了估计。结合当前征缴体制改革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政策背景，拟定了相应的优化路径，

并通过自平衡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对比分析优化前后的参数变化。结果表明：相比基准情况，优化后的评估指标体系中多

个指标都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证明该优化路径确实能对基金自平衡能力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检验了当前政策的有

效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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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基金自平衡能力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的必然前提，其中平衡能力主要是针对财务层面的平衡

能力，即在某一时间节点对基金的收入端与支出端贴现，通过分析该节点的当期与累计结余，判断基金平衡

能力的高低。基金自平衡能力这一概念完善了传统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该制度范畴下政府的“兜底”

功能推动了基金筹资渠道的多样化，除制度内的缴费收入与基金增值运营收入外，还存在政府财政补贴、专

项收入、转移支付等一系列制度外的补充来源。基金自平衡能力强调的是，在特定时间节点基金自身的收

入水平足够支撑基金支出，而衡量其大小的关键在于基金当期结余，结余越多则能力越强。就中国而言，基

金自平衡能力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难点。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端主要针对“小口径”的情

况，是剔除财政补贴只针对养老保险缴费收入与基金增值部分；支出端主要包括退休参保人员每月基本养

老金的计发与因参保人员死亡而发生的丧葬费（抚恤金）。

为了厘清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险中的有限责任，避免基金对财政补贴的过度依赖，缓解各级政府压力，加

强基金自平衡能力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中的重要原则与关键。杨再贵和石晨曦（2016）通过构建精算

模型，指出为避免出现养老金支付危机，应尽早提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1]。熊伟和张荣芳（2016）
提出财政在一般情况下无须过多介入社保，只需承担制度的运行成本与转轨成本，社保制度应坚持精算平

衡[2]。石晨曦（2018）基于动态人口，测算了未来财政负担的统筹账户养老金规模及精算平衡率，得出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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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账户出现代际失衡，而财政负担的统筹账户养老金将以平均每年16.57%的速率增长[3]。郑功成（2015）
提出在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政府财政过度依赖，缺乏自我平衡的动力，对财

政造成巨大风险[4]。财政在其中的责任应通过固定比例的形式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进而提升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自平衡能力，促进自我发展。

对基金自平衡能力进行有效评估有利于了解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际的运行状况以及改革的效果。同

时，基金自平衡能力水平，关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各级政府财政压力以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

完善。由于现阶段相关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因此本文在参照相关文献与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

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进行探索与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际的运行状况，探寻

改革的方法与路径。

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所研究的评估指标包括外部性、可持续性、效率性、统筹性、补贴性五方面。选取评估指标需要把

握以下几点原则：目的性，即反映指标体系构建的实际意义，指标的选取对于项目目标能够有一定的反映以

及解释说明；全面性，即综合考虑相关影响因素，结合目的性原则，将重要因素尽可能囊括进指标体系中，从

多个角度对基金自平衡能力进行全面的评估；层次性，即指标体系充分覆盖基金自平衡能力的主要特点，可

以相互联系与补充，能够更加全面地进行评估与量化；可操作性，即指标的选取需考虑现实中数据的可获得

度以及衡量的难易，尤其是在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结构不确定性与地区差异性的条件下。

（一）外部性指标

外部性指标是指当前制度、经济与社会环境对基金自平衡能力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外部环境越理想，

基金自平衡能力的边界越大，极限能力越强。因此，在本文的框架类主要选取了覆盖面、人口老龄化率、制

度赡养率三个重要指标。

覆盖面是指基本养老保险实际参保人数与应参保人数之比，受制度、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该指

标可用来衡量基金整体规模；在外生变量中，人口结构对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影响尤其显著，其中人口

老龄化是目前人口结构最为显著的特征，具体表现为老龄人口总量的增加和生育率的不足，人口老龄化率

越高，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可能越多，基金自平衡能力也就越弱；制度赡养率是指参保的离休人员人数占参保

职工人数的比例，在同等基金收入的条件下，制度赡养率越高，基金支出压力越大，基金自平衡能力越弱。

（二）可持续性指标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变化在长期需保持一致与稳定。其中，基金征缴收入作为基金收入的主

要来源，必须保持稳定与充足，这就要求征缴层面需实现缴费激励、先进管理水平与较低的缴费成本。参考

相关课题组研究成果[5]，本文采取四类基金可持续性指标，依次为：缴费水平、待遇水平、累计结余可支付时

间、基金保值增值水平。

缴费水平是衡量基金自平衡能力的关键指标，其中缴费基数与基本养老保险费（税）率受政府政策影

响，能够对企业营商环境带来直接影响；待遇水平与缴费水平一样，受政策直接影响，出于精算原则，待遇水

平应与收入水平挂钩，但在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社会福利，待遇计发追求的更多是增进社会公平

与维稳，所以待遇水平受计发政策直接影响；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反映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当前持续支付

能力的强弱，是制度变革与转轨的必要条件；基金保值增值水平一般选取基金投资收益率作为衡量指标，反

映基金结余的抗风险能力以及保值增值的水平，而影响基金投资收益率水平的主要三个指标为通货膨胀

率、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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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率性指标

低成本、高效地维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是提升基金自平衡能力的客观要求。本文设定的

指标体系更侧重于筹资层面的效率水平，选取征缴率、征收成本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比重、基金管

理成本三个方面作为效率性指标。

征缴率是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能力，直接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一般的征收主体主要为社

保经办机构与税务机关，在实际运行中，不同的征收主体对征缴率影响显著，特别是针对成本、效率以及信

息的管控环节；征收成本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比重是相关征收部门付出的管理成本占实际征缴收

入的比例，用来衡量征收层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本，以便评估征缴过程中管控的有效性，督促相关部门在

征收过程中控制管理成本、节约费用支出；基金管理成本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际运营管理所产生的成本，

包括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及基金投资可能产生的风险与亏损。

（四）统筹性指标

统筹性指标主要涉及统筹层次及缴费标准、养老金计发办法、基金使用等相关内容，是在养老保险制度

范畴内进行的统一设计与管理。统筹层次越高，基金抗风险能力越强。统筹层次水平由低到高，主要分为

全国统筹、省级统筹、市级统筹和县级统筹四个等级。现阶段实施的中央调剂金制度是针对提升基本养老

保险统筹层次的过渡政策，调剂金制度的上解比例越高，对应的统筹层次也就越高，当达到100%，即实现全

国统筹。因此，选取调剂金上解与下拨比例、统筹层次两个关键指标。

调剂金上解与下拨比例直接反映调剂制度的实际水平与能力，上解与下拨比例变动政策不仅仅针对地

区，对全国整体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与自平衡能力均有影响；在对指标评价标准的设计上将县级

统筹与市级统筹两个层次进行合并，统一设为市（县）级统筹，因此统筹层次指标可简单设计为市（县）级统

筹、省级统筹和全国统筹。

（五）补贴性指标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财政补贴的依赖程度是判断基金自平衡能力的重要标准。补贴性指标主要通过

测算财政补贴的占比与增速，进而衡量基金自平衡能力。因此，在本文的框架内选取财政补贴占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比重、中央财政补贴占地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差额比率、人均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额、

财政补贴增长率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率。

财政补贴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比重反映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财政补贴的依赖程度，是衡量基金

自平衡能力的核心指标，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主要为征缴收入、利息结余、财政补贴与其他收入，该

指标能够间接反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真实总量与实际收入能力，以及政府财政的筹资责任和实际份

额；由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尚未实现全国统筹，地区间制度的发展并不均衡，中央财政补贴占地方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支差额比率这一指标主要反映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的差异性，以及地方对中央财

政补贴的依赖程度；人均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额反映受益人群平均每人接受财政补贴的份额；财政补贴

增长率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率衡量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财政补贴的依赖程度以及发展趋势，进而

判断基金自平衡能力的实际变化。

参照社科院所构建的养老金发展指标体系[7]，结合以上选取的养老金评估指标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

际实施过程中的缴费与计发指标，构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见表1）。

三、现阶段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的估计

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简化相应分类的需要，选取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作为评估我国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自平衡能力的主要研究对象。考虑到2020年相关数据仍未公布，大部分参数选择2019年数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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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20年作为补充①。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评估指标体系，为了尽可能地反映

现阶段的实际情况，部分指标数据以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作为对象予以替代，进而对现阶段我国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进行估计。

表1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外部性指标

可持续性指标

效率性指标

统筹性指标

补贴性指标

二级指标

覆盖面

人口老龄化率

制度赡养率

缴费水平

待遇水平

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

基金保值增值水平

征缴率

征收成本占基本养老保

险征缴收入比重

基金管理成本

调剂金上解与下拨比例

统筹层次

财政补贴占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比重

中央财政补贴占地方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差

额比率

人均基本养老保险财政

补贴额

财政补贴增长率与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率

指标说明

反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际规模与能

力范围

测量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压力

反映退休参保人员占比、人口老龄化程度

以及基金支出压力

包括缴费基数、基本费率

养老金发放标准与水平

反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当前持续支付能力

反映基金保值、增值以及应对风险的能力

作为主要指标用以测量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获得实际收入的能力与水平

相关征收部门付出的管理成本占实际征

缴收入的比例

基金实际运营管理所产生的成本

调剂制度的实际水平与能力

缴费标准、基数与计发办法的统一

反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财政补贴的依

赖程度

反映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

的差异性，以及地方对中央财政补贴的依

赖程度

反映受益人群平均每人接受财政补贴的

份额

衡量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财政补贴的依

赖程度以及发展趋势

评价要点

应参保而未参保人群覆盖面

不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的人口老龄化

不同口径老龄化率

老龄化率对基金自平衡能力的影响

“赡养率”指标主要受“法定退休年龄”与“养

老金受领时长”影响

缴费水平

工资水平

缴费水平与待遇水平的纵向与横向比较

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累计结余额×365／
当年基金支出额

增值率水平高低

征缴率

征缴率纵向与横向比较

缴费与缴税的对比及征缴效率

衡量为征收层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本

评估征缴过程中管控的有效性

督促相关部门在征收过程中控制管理成本、

节约费用支出

管理成本占管理基金的比重

上解与下拨比例变动政策对全国整体可持

续性与自平衡能力的影响

统筹层次与基金可持续性以及自平衡能力

影响

审查基本养老保险自身收入的真实总量

政府财政的筹资责任与实际份额

衡量基金实际收入能力

真实反映地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

地方养老保险实际发展状况

中央财政补贴对地方实际支持力度

检查受益人群人数的真实性与资金安全

基金收入与财政补贴增长率

财政补贴依赖程度与基金自平衡能力

（一）外部性指标

从覆盖率来看，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而言，最终目标并不是实现全民覆盖，而是覆盖特定人群，也

就是说需要扣除学龄前儿童和在校学生等相关群体，即覆盖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职工人数/从业人员数。

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已由2016年的85%上升至2019年的90%以上，并可能在2020年达到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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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职人数为 31177万人，城镇就业人员为 44247万人，对应的覆盖率为

70.46%。从人口老龄化率来看，2019年我国的老龄化率已经达到12.6%，相比2018年的11.9%②，再增0.7个
百分点，离14%的深度老龄化门槛越来越近。从制度赡养率来看，2019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赡养率为39.5%。

（二）可持续性指标

从缴费水平来看，2019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职人员为31177万人，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总收入为52919亿元，扣除当年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贴5586.45亿元与当年基金

投资收益4148.5亿元，则缴费收入为43184.1亿元，人均缴费为13851.3元，每月人均缴费为1154.3元。从基

金保值增值水平来看，截至2019年末，全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为2.6万亿元，累计投资收益额为1.25万亿元，

年均投资率为8.15%，对应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也为8.15%③。从待遇水平来看，《2019年度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数据显示，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12310
万人，基金总支出为49228亿元，则人均基金支出为39990.2元。2020年4月，人社部与财政部下发了调整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调整水平为5%，则2020年人均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为41989.8元，平均每月发放的

养老金为 3499.15元。从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来看，2019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 62873亿
元，基金总支出为52342亿元。在假定人口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的前提下，养老金计发上升5%，则2020年
预计的基金支出为57349.8亿元，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为13.16个月④。

（三）效率性指标

从征缴率来看，2019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90501元，人均缴费为 13851.3元，实际费率为

15.31%，而2019年名义费率已降至24%，所以对应的征缴率为63.8%⑤。从征收成本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

缴收入比重来看，自2019年起，社保征管职能已经逐步向税务机关转移，所以选取2018年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年度支出作为征收成本的参考值，据2018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门决算数据显示，社保经办机构年度

总支出为3552.8万元，其对应比重为9.15× 10-4 %。从基金管理成本来看，人社部决算报告中社会保险业务

管理事务支出项的解释为：主要用于社会保险业务管理和基金监督方面的支出，因此本文以此作为基金管

理成本，对应的2019年管理成本为2433.26万元。

（四）统筹性指标

调剂金上解与下拨比例直接反映调剂制度的实际水平与能力，上解与下拨比例变动政策不仅仅针对地

区，对全国整体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与自平衡能力都有影响。统筹层次上，截至2020年中旬，已有

26个省份实现规范的省级统筹，剩下的省份也将于2020年底之前实现基金省级统收统支。

（五）补贴性指标

通过整理财政部公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中相关数据，得出近十年来我国政府财政每年

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总补贴数（见表2）。
表2 2010－2019年我国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贴

年份

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

补贴（亿元）

2010

1910.4

2011

2191.7

2012

2527.3

2013

2851.4

2014

3294.7

2015

4162.3

2016

4703.4

2017

7448.7

2018

8271.4

2019

8633

由表2可以发现，从2010开始我国的财政补贴数呈逐年增长态势。其中，在财政补贴占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收入比重方面，2019年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贴总量为8633亿元，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总

量为57026亿元，财政补贴占其比重为15.1%。在中央财政补贴占地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差额比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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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基本养老金而言，2019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为 7303.79亿元，同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为

4684亿元，而2019年我国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总补贴为8633亿元，基金收支差额为-3949，对应比率

为1.85。在人均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额方面，2019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96754万人，人均基

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为892.3元。在财政补贴增长率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率方面，与2018年相比，

2019年财政补贴增长率为4.2%，基金收入增长率为3.8%，二者的比率为110.5%。

四、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的优化与比较分析

本文针对基金自平衡能力层面的优化主要在筹资层面，结合当前社保征缴体制改革与实现基本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等政策目标，以此为基础确定税务机关全责征收与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优化方向，并进行

比较分析。由于在能力评价体系中的很多指标都不能产生实际影响，表3中均以“—”表示。其中，所产生的

实际效果重点反映在以下几个二级指标上：

（一）外部性指标

外部性指标中，对应的二级指标覆盖面，在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的优化条件下，有望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应保尽保，即覆盖面接近100%。通过对征缴层面的优化，能够促进基本养老保险的全面覆盖，目前

影响征缴的分析多基于理论层面，但实际工作中征缴体制改革结合降费政策导致的参保门槛降低可以很大

程度上推动基本养老保险的全面覆盖，这能够加强保险的共济性，较大程度上提升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自平衡能力。

（二）可持续性指标

可持续性指标中，对应的二级指标中的缴费水平，人均缴费应等于平均工资、名义费率与征缴率的乘

积，在2019年名义费率为24%的条件下，对应优化后的人均缴费水平为22411.92元[8]；二级指标中的累计结

余可支付时间指标涉及基金的长期平衡，且需对优化前后基金状况进行综合考虑，因此本文不对该指标进

行评价。同样是征缴层面带来对缴费率的提升，能够提升整体的缴费水平，增加人均缴费数额，政策优化后

效果明显，但优化中并未对费率水平进行实际调整，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假设优化。

（三）效率性指标

效率性指标中，征缴率在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的情况下上升至84.55%，相比之前各地区碎片式的征缴模

式所得出的平均征缴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对于征收成本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比重，本文选

取已经采取税务机关全责征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浙江省，用该省国税局社保处部门行政支出占省局行政

支出的比重，推算出在税务机关全征模式下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实际成本，进而得出其占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征缴收入比重为4.7×10-4 %⑥。

（四）统筹性指标

统筹性指标中，由于优化后已经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因此中央调剂金制度的上解比例上

升至100%，统筹层次也由对应的省级统筹上升至全国统筹。实现了统收统支，更有利于基金的调剂分配使

用，优化了基金筹资结构，能够促进各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得到均衡的发展。

（五）补贴性指标

补贴性指标中，本文假定财政补贴对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际为兜底职能，即当年补贴的数额等

于当期基金收入与支出的差额。因此，通过2018年的相关数据推算在优化条件下2019年基金的实际走向，

2019年基金征缴收入在优化情况下为83844.87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基金支出，因此不需要财政补贴予以兜

底，所以对应的指标都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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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基准与优化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比较分析

一级指标

外部性指标

可持续性指标

效率性指标

统筹性指标

补贴性指标

二级指标

覆盖面

人口老龄化率

制度赡养率

缴费水平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待遇水平

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

基金保值增值水平

征缴率

征收成本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比重

基金管理成本

调剂金上解比例

统筹层次

财政补贴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比重

中央财政补贴占地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差额比率

人均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额

财政补贴增长率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率

基准情况

70.46%
12.6%
39.5%
人均缴费13851.3元
90501元
人均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为41989.8元（2020）
13.16个月（2020）
投资收益率8.15%
63.8%
9.15×10-4 %
2433.26万元

4%
省级统筹（2020）
15.1%
1：1.85
892.3元
1.105:1

优化情况

100%
—

—

22411.92元
—

—

—

—

84.55%
4.7×10-4 %
—

100%
全国统筹

0
—

—

0

结合本文所构建判断基金自平衡能力的评估标准发现，社保经办机构与税务机关相比，就征收的实际

成本收益而言，税务机关的实际成本更低、收益更高，能对基金自平衡能力带来实质性的提升。

五、结语

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平衡能力评估指标体系是为了判断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际运行与发展状况，

明确各主体之间的责任边界，从而在政策的制定时能够精准施策，顺应政策的发展规律与实现目标。对基

金自平衡能力的评估目前仍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需要逐步科学地完善。本文通过构建基金自平衡能力评

估指标体系，以期未来能够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路径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行检验。与此同时，对

于基金自平衡能力的优化，需考量涉及经济、政策、文化等多个层次的因素，考虑其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例如

在提升退休年龄的同时协同推进征缴体制改革与深化降费政策，能够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保持基金自

平衡能力的稳定等。同时要做好基金的预算工作，尽量实现以支定收，避免基金对财政补贴的过度依赖与

基金收支失衡的风险。

注 释：

① 本文相关数据来源如未做特殊说明，均源于人社部、财政部及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相关数据。

②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③ 2018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为50901.3亿元。截至2019年末，全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2.6万亿元，累计投资收

益额1.25万亿元，年均投资率8.15%，二者乘积则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投资收益。

④ 参保职工与离休职工按照2019年的变化率变动。

⑤ 征缴率=实际征缴收入/（参保在职职工人数×法定缴费基数×政策缴费率）。

⑥ 按2019年浙江省税务局预算数，基金征管经费为4316.91万元，对应一般公共服务总支出为28487881.9万元；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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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预算数为一般公共服务总支出 13304856.87万元，按照同比例进行推算，则 2019年我国对应整体基金征管经费为

2016.15万元，征缴收入为42941.7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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