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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目标与政策需求分析
闫彩琴
(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摘摇 要: 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二元对立的格局必将被逐步消除,农村养老保障的社会化程度也会不
断提高、范围会不断扩展,逐步建立国民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最终目标。
基于该目标,该文分析了相应的政策需求:法制先行、明确政府主导地位、因地制宜采取多层次原则、规范基金管理
以提高基金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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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

体系的状况,使农民能够有效化解风险、共享社会经

部分,它关系到占总人口约 70% 的农民目前或将来

济发展的成果。

的生活质量,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其中的关键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格局决定了城市

内容之一。 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二元对

社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无

立的格局必将被逐步消除,农村养老保障的社会化

法在短期内实现完全意义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

程度也会不断提高、范围会不断扩展,逐步建立国民

化,于是往往设计出一些过渡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

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养老

度。 这些主张都暗含一个共同假设前提, 即农村应

保险制度的最终目标。 本文结合国内外建设农村社

该实行与城镇一样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城乡

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成功经验,分析了为实现国民一

一体化的统一模式。 从价值取向上看, 这些主张无

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需求,即法制先行、

疑是正确的。 但在实际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操作中,

明确政府主导地位、因地制宜采取多层次原则、规范

各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可谓“ 花样百出冶 ,管理

基金管理以提高基金收益率。

1摇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战略目标:国

口径的不一致本身就限制了城乡统筹及接轨。 因
此,在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中, 我们必

民一体化

须持战略性、前瞻性、可持续性的角度去重视和研究

摇 摇 从国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史看,都经历了

面构建一个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的统一的国

由城市逐步向农村覆盖的过程。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
度后,国民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社会保障
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国民一体化的城乡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并非意味着所有社会成员享受一模一样的保
障待遇, 而是指城镇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理
论体系、政策制度应一脉相承, 保障项目大体一致,
保障水平相对合理, 基金管理办法原则一体化以及
相互之间可以自由选择与转换。 长远来讲,就是要
改变农民远离以国家和政府为责任主体的社会保障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过渡性模式,以在全国层
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为导向,限制或控制城乡
及各地农村之间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差异,尽可能
确立统一的制度框架和缴费标准,同时允许实施方
式有别及有限化的待遇差异。 一方面,逐步削减政
府在城镇养老金的财政投入,逐步将机关事业单位
的养老金制度与城镇企业职工并轨,以减少财政负
担;另一方面,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轻乡的政
策,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
已有的社会 保 障 水 平。 以 前 政 府 采 取 的 “ 挖 农 补
工冶 的政策,以“ 剪刀差冶 的形式从农村抽走的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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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应适当返回给农村和农民,把该资金作为建立
农村保障机制的基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 同时,国
家应当在政策、资金上向农村、农民倾斜,加大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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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以加快农村

出了坚实的一步;而处于苏南地区的常熟市以其发

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保障的建立奠定经济基础。

达的乡镇企业为突破点,于 2001 年出台了《 常熟市

2摇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政策
需求分析
摇 摇

2. 1摇 依法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法制先行

农村养老保险暂行规定》 ,建立起与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相接轨的统帐结合模式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其中明确规定了农村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缴费比
例与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致为 25% ,并加强
了对乡镇企业职工参保的强制性。

通过法律来明确政府、社会和个人的责、权、利,

上述这些地区所出台的并经实践证明有效的一

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是农村养老保险良性运行

些部门规章或管理暂行办法, 都为我国农村养老保

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国际通行做法。 如德国的农

险法律、法规的制定打下良好的基础。 因此,应尽快

民养老保险制度是根据 1957 年颁布的《 农民老年

建立《 农民养老保险法》 ,从法律上确认养老保险制

据瑞典全国退休金法案规定来实施的。 通过有效的

社会保障应遵循的原则、主要内容及形式、管理体

法律监督和制约机制、详尽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以保

制、资金筹集与支付、社会保障的监督、法律责任等

证养老保险的制度性、规范性和统一性。 目前,我国

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规范农村社会保障执行者的职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制度建设明显相对滞后,

责和参保者的权利和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 农

农村养老保险一直是依靠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进

村养老保险条例》 ,就账户模式、筹资标准、政府责

救济法》 建立起来的;瑞典的公民基本养老金是根

行引导,不仅没有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相应法

度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就农村

任程度、待遇计发方法及基金运作模式等内容具体

律,而且已经制定出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法

化、详细化。 此外,各地方可根据本地农村实际情

规普遍存在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 这样就容易造成

况,在全国性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制定相应的地方性

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基

法规和规章,以便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推行。

金管理缺乏约束性。

2. 2摇 确立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供给主体

但是,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我国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的立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截止
2005 年底,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 5 442 万

地位

摇 摇 在农村养老保险中, 农民个人、家庭成员、村集
体、政府都承担养老责任。 但其中政府尤其应发挥

人,普遍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农村养老保

主导作用,成为制度供给的主体。 从理论角度看,农

险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已经出台了一些

村养老保险是整个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典

部门规章或管理暂行办法。 如上海市早在 1996 年

型的公共产品。 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养老保险制度

就已发布了《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 。 该办法从

是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理应由政府提供;从现实需

有利于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衔接与转化的角度出

要看,建立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发,参照城镇职工基本保险的缴费模式和制度框架,

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人

对 1992 年民政部颁布的《 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口老龄化加速、传统的“ 家庭供养加土地保障冶 养老

基本方案( 试行) 》 ( 以下简称《 基本方案》 ) 作了较

方式受到当前社会结构转型的强烈冲击,所引致的

大调整,主要体现在改原来的个人帐户制为个人帐

迫切要求。 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发展历程也表

户与统筹帐户相结合的模式,调整了缴费标准和办

明,政府角色不明、职能缺位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

法,规定了最低缴费额和补贴比例。 2003 年 10 月

因之一。

为契机,提出了加快推行小城镇社会保险,逐步淡化

制度方案在全国大面积的试点和典型地区制度创新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战略思路,逐步探索并实现农

的实践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如果实行完全

村养老保险制度向小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转

的个人储蓄积累制模式是很难行得通的,恰恰是集

换。 这种农保制度的创新与转换,既保证农民的养

体和政府的大量保险费补贴才使得典型地区的农村

老水平,又适应了新的“ 三农冶 形势,向城乡统筹迈

社会养老保险获得了持续发展和不断壮大的生命

推出了《 上海市小城镇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并以此

政府的主导作用首先体现在财力上的支持。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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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以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最早试点的地方———

结构及社会化程度。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极不平

山东省为例,由于经济基础好,山东省基本上坚持按

衡,呈现东、中、西部由高到低的趋势,而且区域内部

1992 年民政部颁布的《 基本方案》 展开工作,也是投

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试图让城乡两种不同水

保绝对人数最多的省区。 其成效的取得除经济条件

平的保障制度马上并轨,实行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

的因素外,还在于对原制度进行了创新。 如在 2006

制度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农村社会养

年,山东省招远市政府下发了《 关于新型农村社会

老保险要因地制宜,建立多层次、相互补充的农村养

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采取“ 个人缴费为

老保障体系。 多层次原则既包括家庭保障、社区保

积累的模式。 明确规定市级财政每年补贴 200 万

他的多层次,还包括保障水平起点高低的多层次性。

主、集体补助为辅,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冶 ,实行储蓄

障、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国家救济、社会互助以及其

元,每年增长 10% ,补贴额按投保人数测算确定,有

多层次的改革取向也是发达国家农民社会养老保险

条件的镇、村也应对投保农民给予适当方式、适当数

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如德国为减轻财政负担,将

额的补贴,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及市( 镇、村) 财政补

养老金给付水平降下来,其改革设想就是通过采取

贴一并记入个人帐户。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标准以高

优惠政策, 鼓励农场主购买商业年金保险。 这样就

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20% -40% 的基础确定。

可以成功构建一个由社会保险、终老财产和自我保

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农民养老保险资金来

障“ 三根支柱冶 组成的更为安全可靠的保障体 系。

自于个人和雇主缴纳的保险费以及政府的补贴( 或

法国也鼓励农场主自愿购买补充养老保险,以弥补

政府承担最低保证金) 。 如德国和日本都是来自个

社会养老保障的不足。

人和政府供款,其中政府补贴的比例较大,德国政府

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应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资力

补贴占到总保险费的 70% ,日本政府补贴占到总保

度,继续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随着农村劳

险费的 1 / 3。 韩国相比较,由于制度建立较晚,在吸

动力的转移,适时与城市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衔接,即

收和借鉴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政府实行有限性补贴,

实行统一的“ 统帐结合冶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而在

旨在引导农民参加保险,不过其补贴额度也较大,占

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在

到了总保险费的 2 / 3。 在新加坡和智利,政府虽然

经济落后地区,应采取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

不负担保险费,但政府承担了最低养老金和养老金

老保险相结合的模式,逐步提高社会化养老的水平。

投资最低回报率补贴。 因此无论从国内一些地区的

随着贫困地区经济条件的逐渐改善,可以引导和鼓

成功实践还是国际经验角度出发,都应该加大各级

励其适当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实现与城市

政府的财政扶持,可以参照农村合作医疗的做法,建

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向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

立以农民缴费为主,财政补一点、集体贴一点的多元

度过渡。

缴费机制,并规定农民的最低缴费基数和缴费年限,

2. 4摇 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

努力提高农民的养老保险水平。
另一方面,是发挥政策优势。 针对农民养老保
险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相关措施,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质量直接

关系到社会 养 老 保 险 事 业 的 成 败。 根 据 《 基 本 方

案》 规定, 农 保 基 金 投 资 产 品 仅 限 于 存 款 和 国 债。

出台扶持政策。 如力争获得同商业保险资金同等的

目前大部分县级基层农保机构由于信息、人员和资

“ 协议存款冶 或高于商业保险资金“ 协议存款冶 的优

金的限制,基本上是只存入银行。 银行存款和国债

惠政策;发行国债时,给予农民养老保险基金优先认

虽然有较高的安全性,但收益比较低。 从长期来说,

购权,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对基金收益或购

银行存款获得的利息收益很难抵消物价上涨对货币

买的企业债券实行免税;出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投

购买力的侵蚀。 同时,还面临着管理成本高,基金流

资管理办法,规范基金管理行为;对农民养老保险实

失严重等问题。 基于以上现状,笔者建议从三方面

行全部免税政策等。

入手规范基金管理,提高基金收益率。 第一,建立分

2. 3摇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坚持多层次性

级运营机制。 考虑建立“ 统筹养老基金和个人账户

的原则

养老基金结合,省、县两级运营,分帐管理冶 的模式。

摇 摇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

统筹部分直接进入省级社会统筹养老基金,个人帐

88

闫彩琴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目标与政策需求分析

户进入县级基金法人管理机构帐户。 统筹基金设立
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个人帐户统一基金
由县级机构管理、运营。 第二,出台基金运营优惠政
策,拓宽基金运营渠道。 遵循安全性、收益性、流动
性的投资风险优先次序,选择适合其投资的领域与
产品,主要包括银行间债券市场、商业银行发行的人
民币理财产品、有担保的信托计划、资产证券化专项
理财计划等。 第三,加大基金监管力度。 可设立由
各级政府组建的基金管理委员会和由缴费人、受益
人以及社会公益组织共同组成的非官方监督机构相
结合的政府、社会、事业经办机构之间相互监督、相

[ M] .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2] 摇 赵德余,梁鸿. 中国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的试验:一个比较制度分析[ J] . 人口研究,2007,(1) .

[3] 摇 汪柱旺. 农村养老保险:供给主体与制度创新[ J] . 当
代财经,2006,(10) .

[4] 摇 陈南旺. 国外城镇进程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比较
与启示[ J] . 价格月刊,2006,(5) .

[5] 摇 戚敏.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借鉴[ J] . 当代经
济,2007,(6) .

[6] 摇 朱庆灿.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 J] . 农业经济,2006,(12) .

[7] 摇 庹国柱,朱俊生. 国外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及其启示[ J] . 人口与经济,2004,(4) .

互制约、全面监督的养老保险监管的机构。

参考文献
[1] 摇 杨 翠 迎. 农 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理 论 与 政 策 研 究

Rural Old-age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Development
Target and Policy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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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cialization level of rural old-age security system will be boosted and its coverage will be fur鄄

ther expanded at a time when the binary opposite pattern is being eliminated along with the conversion of rural-ur鄄
ban economic structure. It is the ultimate cause for China to incorporate the rural old-age security system into a u鄄

nifi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such policy requirements with this regard as placing legal system
as priority, defining the predominant role of government, adopting multi -level principle by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standardizing social security fund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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