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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加重了对退休制度和养老金的冲击袁延迟退休成为世

界各国应对老龄化最直接的现实着力点袁福利国家纷纷推出调整退休年龄尧延迟退休机制
的实施方案遥 由于受社会背景尧政治环境尧经济体制和福利水平等方面的影响袁福利国家的
退休制度呈现出多样性尧差异性和灵活性遥 根据国家福利水平与就业促进程度袁将退休制度
分为四种类型院野高福利+高就业冶的退休模式袁主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为代表曰野高福
利+低就业冶的退休模式袁主要以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为代表曰野低福利+高就业冶的退休模式袁
主要以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为代表曰野低福利+低就业冶的退休模式袁目前主要以我国为代表遥
通过考察福利与就业相挂钩的四种退休模式袁以瑞典尧法国尧美国和日本四国的延迟退休制
度为例袁并从退休意愿尧养老金改革和调整老龄就业结构三方面入手探讨福利国家延迟退
休的国际趋同性与差异性遥 经过分析四国延迟退休经验后发现退休意愿与退休年龄密切相
关袁循序渐进延迟退休年龄袁并建立弹性退休激励机制能增加劳动者的延迟退休意愿遥 退休
制度与养老保险制度相辅相成袁 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能让延迟退休制度的推行事半功倍袁
而养老保险制度自身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会让退休制度的改革效果大打折扣袁因此袁西方福
利国家在推行延迟退休制度的同时需要完善养老保险制度袁优化退休制度的改革和实施环
境遥 延迟退休必然要求推动老年就业袁通过促进中高龄就业袁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和劳动力
短缺问题遥 根据发达国家福利与就业挂钩的退休模式可知袁我国的延迟退休改革要减少阻
力尧取得既定目标和最优效果袁既需要适时适度完善养老金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袁渐进式
提高退休年龄袁提高劳动者的延迟退休意愿袁形成因势因时而谋的野拉力冶曰也需要健全多支
柱养老金体系袁减少退休的后顾之忧袁形成应势而动的野张力冶曰亦需要构建积极的劳动力市
场促进中高龄就业袁形成顺势而为的野推力冶袁保障延迟退休群体良好的就业环境袁建构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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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为了积极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尧经济和养老方面的压力袁西方福利国家纷纷
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渊Normal Retirement age/Pensionable Age冤袁减轻养老负担遥 在国际金融危
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袁高额的养老金支出成为压垮希腊的最后防线袁法国延迟退休年

龄引发全国大罢工袁这一切都折射出了野欧式冶高福利的弊端遥 在野银发浪潮冶加重对养老金和
退休制度的冲击之际袁西方福利国家开始反思自身福利体制遥 西方福利国家发展时间较长袁具
有成熟的养老金制度袁人口老龄化程度又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袁养老金支付压力和财政压力
尤其突出袁因此许多国家已经纷纷推出了包括调整退休年龄尧弹性退休制度尧促进中高龄就业
等在内的延迟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袁具有丰富的改革经验与教训遥
由于福利水平尧经济体制和政治环境的不同袁福利国家在制定延迟退休改革方案上也呈
现出差异性遥 艾斯平-安德森根据非商品化和分层化程度将福利国家分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
国家尧保守主义福利国家尧自由主义福利国家袁而东亚的学者将具有东亚特色的福利国家划分
为东亚福利体制遥 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不同福利体制下的退休模式是否也不同钥 不同的退
休模式有哪些国际趋同性与差异性钥 这能够为我国延迟退休制度的设计提供哪些有效的经
验钥 有鉴于此袁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基础袁本文首先分析人口老龄化对退休制度的冲击袁并梳理
国内外学者对退休制度的研究成果曰其次袁以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国家分类为基础袁具体考
察不同类型国家的福利水平和老龄就业程度袁 根据养老保障和劳动力市场的两类不同取向袁
将福利国家退休制度分为四种模式曰再次选取不同退休模式中具有代表性的瑞典尧法国尧美国
和日本袁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国家在退休年龄尧养老金和中高龄就业方面的改革经验和教训袁为
我国退休政策的调整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建议遥

二尧现实考验院人口老龄化冲击下亟待改革的退休制度
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袁如英国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尧德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进入老龄社会袁根据表 1 可知在 2010 年袁日本尧德国尧意大利已经提前进入超老龄社会遥

淤

2015 年基本所有 OECD 国家都已进入老龄社会袁 根据预测在 2030 年前后基本所有的 OECD
国家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遥 人口老龄化对退休制度的冲击是巨大的袁主要表现在对退休年龄
和养老金支出的冲击遥
随着全球老龄化发展趋势的推进袁世界各国适时适机调整退休年龄袁并根据老龄化发展
的起点阶段尧老龄社会尧超老龄化社会呈现出阶段性尧区域化和波浪式推进的特征遥 先行进入
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经验表明袁延迟退休应与国家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表同步遥 具体实施分三
个阶段 [1]院

第一阶段是老龄社会渊2010 年前冤院当 65 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 7%时袁政府开

始着手准备延迟退休方案袁包括对国民进行人口老龄化宣传铺设延迟退休的心理预期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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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养老金领取年龄方案尧制订和完善相应法律制度尧筹划延迟退休的配套措施等遥
第二阶段深度老龄社会渊2010-2030 年冤院当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约 14%时启动延迟退休方

案遥 OECD 国家开始从延迟退休年龄入手展开新一轮的养老金改革袁例如,将领取养老金的年
龄延至 65 岁左右渊英德延迟至 65 岁尧美国延迟至 66 岁冤袁积极鼓励个人储蓄养老金分摊政府
养老责任渊英国单层养老金改革尧智利扩展自愿支柱冤遥

第三阶段为超级老龄社会渊2030 年以后冤院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约 20%时袁国家将更大力度地

推迟退休年龄袁部分国家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延至 67-70 岁渊如美国尧冰岛和挪威 67 岁退休袁
爱尔兰 68 岁退休冤袁养老金中引入更多商业保险和个人保障更加强调个人责任和义务的回归遥
表 1 部分 OECD 国家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重渊单位院%冤

资料来源院 联合国人口网袁http://www.un.org/popin/袁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数据
整理而成袁2015 年之后数据为官方预测数据袁退休年龄括号中为女性退休数字遥

人口老龄化一方面拉大了人均预期寿命与养老金领取年龄之间的缺口袁另一方面加大了
国家公共养老金支出遥 根据表 2 可知袁从 2000 前后 OECD 国家平均预期寿命与养老金领取年
龄之间的缺口已经接近 20 岁袁2030 年预计达到 22 岁的缺口遥 根据国民平均 15 年的养老金供

款年限袁政府需要补齐每位国民 5-7 年的公共养老金袁养老金负担过重遥 根据表 3 能看出西方
发达国家在 2010 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后袁国家养老金支出占 GDP 平均比例高达 11.3%袁并且
根据预测数据养老金支出占 GDP 比重逐年递增袁到 2060 年高达 12.9%袁国家养老金支出不堪

重负遥以豪华养老著称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养老金支出占 GDP 比重 14%以上袁在 2040 年前后即

将突破 15%曰 英国和瑞典在国家基础养老金之外提供自愿养老金袁2015 年国家养老金占 GDP
比重仍高达 7.4%和 9.7%遥 人口老龄化对退休年龄和养老金体系的双重冲击迫使西方福利国
家纷纷进行延迟退休改革袁延迟退休机制呼之欲出遥

表 2 OECD 国家领取退休金平均年龄与期望寿命渊单位院岁冤

数据来源院Pension at a Glance 2015:retirement-income Systems in OECD and G20 countries-OEC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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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分国家养老金支出占 GDP 比重 渊单位院%冤

数 据 来 源 院Eurostat 欧 盟 统 计 局 网 站 院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table.do?tab =table&init =1&language =
en&pcode=tsdde520&plugin=1.

三尧研究现状院退休年龄尧退休行为与弹性退休机制
延迟退休最早起源于西方福利国家袁西方学者对延迟退休的研究较早也较为深入遥 在国
外学者研究基础上袁国内学者也开始对延迟退休进行研究袁虽然起步较晚袁仍取得一定成就遥
在梳理国内外学者近 20 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袁 笔者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分类为对退休
年龄的研究尧对退休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尧对弹性退休机制的研究遥

渊一冤对退休年龄的研究
延迟退休年龄是延迟退休的第一步袁因此对退休年龄设计规则和政策的评估袁是国内外
近 20 年来的主流研究思路遥特别对于处于人口老龄化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状态下的我国来说袁
国内学者对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共识与争议并存遥 赞成延长退休年龄的学者认为我国现行退

休制度始于建国初期袁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袁现行男 60 岁尧女 50渊女干部 55冤退休年龄的滞后
性不断凸显袁提前退休带来诸多问题袁国家养老负担日益加重袁造成人力资源极大浪费袁更无

法促进年轻劳动力就业 [2-3]袁科学化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可以促进老年劳动力的合理利用袁带来
第二次人口红利袁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劳动力供给紧张的现状 [4-6]遥 也有学者认为延长法定退

休年龄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袁严重挤占年轻劳动力就业空间 [7-8]袁延长退休年龄虽能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家养老压力袁但是治标不治本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养老金收支不平

衡尧养老金缺口的问题 [9-11]遥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 62 岁和 65 岁是劳动者集中退休的两个节点袁由

于西方福利国家在设计退休政策的惩罚与奖励机制时袁将法定退休年龄设定为 62 或者 65 岁袁
促使人们形成在 62 或者 65 岁扎堆退休的行为袁科学化合理化确定退休年龄尤其重要 [12-13]遥 也

有学者通过梳理 23 个 OECD 国家自 1935 年以来退休年龄及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袁归纳出各
国退休年龄循序渐进尧缓慢调整的特征 [14]遥

渊二冤对退休行为的研究

退休意愿尧退休决策尧退休行为与退休制度密切相关遥 个人退休意愿影响个人退休决策和
退休行为袁影响个人退休意愿与退休行为的要素主要有个人健康因素尧经济激励因素和工作
单位因素等[15]袁国家养老金制度和养老金风险也会影响人们对退休的判断[16]遥 性别同样也是研

究退休行为的重要维度袁有子女的女性倾向于提前退休袁并且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政策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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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福利水平的差距也会影响女性的退休行为 [17]袁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提前退休袁因此
需要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与失业保险制度 [18-19]遥 也有学者通过关联研究养老保险制度与退休行

为后发现袁养老保险对退休行为产生负向激励袁收入较低的群体较收入高群体而言更倾向于
延迟退休袁只有削弱养老保险的这一负向激励袁才促使高收入群体延迟退休 [20]遥

渊三冤对弹性退休机制的研究

弹性退休机制重新界定了工作和退休的关系袁并且将退休年龄与退休待遇挂钩袁促进劳
动力从工作逐步过渡到退休袁实现灵活就业与退休遥 国外学者通过分析欧盟 25 国弹性退休制
度实施后老年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袁指出弹性退休制度已经成为西方福利国家改革的共同趋

势袁由于国情的差异袁弹性退休制度呈现出不同的模式 [21-22]遥 国内学者通过研究西方福利国家

的弹性退休机制与退休模式后发现袁 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已经滞后于社会保障改革进程袁推
行延迟退休与弹性退休需要抑制提前退休袁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转型与就业模式的调整 [23]遥 由于

我国国情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袁不能学习西方国家退休年龄野一刀切冶的做法袁在时间上尧地域上尧
程度上都坚持循序渐进尧因地制宜尧从东到西的原则袁东部发达省份先试行延迟退休袁将退休
年龄与退休待遇挂钩 [24]遥

国内外延迟退休研究成果表明延迟退休已经成为世界主流趋势袁并且宜早不宜晚遥 通过

梳理退休年龄尧退休行为和弹性退休机制研究成果后发现袁退休意愿与退休行为密切相关袁并
受到养老金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影响袁国家的福利制度与就业相挂钩会产生不同的退休
模式遥 OECD 国家纷纷遭受到人口老龄化冲击袁虽然采取不同的退休模式袁但基本上都从延迟
退休年龄尧养老金改革和调整劳动力就业结构入手进行改革袁缓解养老压力遥

四尧制度回应院福利与就业挂钩下的退休模式
退休制度是约束和规范劳动者退休行为的制度集合袁受人口老龄化程度尧老龄文化和国
家福利水平的影响袁在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博弈互动下袁由退休年龄尧养老金体系等社会保障
制度袁以及劳动法规尧就业政策等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塑造而成遥一个国家退休制度取向主要
有两种院保障取向和就业取向遥 保障取向更加注重野去商品化冶袁为老年人提供兜底性保障袁注
重社会公平袁是退休制度的拉动要素袁影响老年人的退休意愿曰就业取向主张福利与工作关
联袁在底线保障之上额外提供与工作表现挂钩的福利袁注重效率袁是退休制度的推动要素袁影
响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遥 退休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紧密相连袁根据退休制度的保障取向和就业
取向袁劳动力市场具有就业促进取向和非就业促进取向袁就业促进取向有明显的鼓励老年人
就业措施袁后者则没有明显的鼓励就业措施遥 根据养老保障和劳动力市场的两类不同取向袁
分为四种类型的退休模式 于渊图 1 所示冤院野高福利+高就业冶的退休模式袁主要以社会民主主义

福利国家为代表曰野高福利+低就业冶的退休模式袁主要以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为代表曰野低福利+
高就业冶的退休模式袁主要以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为代表曰野低福利+低就业冶的退休模式袁目前主
要以我国为代表[2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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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福利与就业挂钩下的四种退休模式

渊一冤野高福利+高就业冶退休模式
艾斯平-安德森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阶级基础是劳工阶级袁并且社会民主党长期执
政下形成了社会共识要要
要为了达到全国凝聚或团结袁必须有社会权利地扩张与国家通过收入

再分配政策而提供的普遍式社会福利与服务 [26]遥 以北欧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非商品化
程度高袁分层化程度低袁就业率高袁就业结构是以社会福利为导向袁注重提供大量的社会服务

和工作机会遥 北欧国家高福利的养老体系是以高就业率为保障袁促进全面就业与普惠式保障
是北欧国家福利资本制度的关键词遥 在高福利养老体系与就业促进型制度下出现退休与就业
相结合的制度组合遥 高度保障与就业促进相挂钩袁劳动者在达到退休节点后会倾向退休袁提前
退休的意愿较低曰国家还给予积极地促进老年再就业的政策和奖励措施袁老年人愿意进入劳
动力市场继续工作袁老龄人口再就业率高遥 从表 4 能看出挪威尧瑞典和冰岛等北欧国家 55-64
岁老年人口就业率高达 70%以上袁 冰岛 65-69 岁老年人口就业率高达 50%袁 在瑞典现行 65
岁尧挪威冰岛 67 岁退休制度下袁瑞典和挪威 65-69 岁老年人口就业率也高达 20%以上袁高于
OECD 和欧盟国家平均水平遥 东亚福利体制中的日本也是该退休模式的典型代表袁55-64 岁老
年人口就业率高达 70%以上袁65-69 岁老年人口就业率高达 40%袁 而养老金支出占 GDP 比例
高达 10.2%遥

渊二冤 野高福利+低就业冶 退休模式

马丁窑费尔德斯坦认为社会保障具有资产替代效应袁 社会成员能从公共养老金计划中获

得养老金收益袁高福利体系能保障退休者生活袁有可能会降低劳动者就业和工作时期积累资
产的意愿袁从而挤出储蓄遥 高福利在没有与就业促进制度相匹配的情况下会形成较高的退休
倾向袁高福利水平提供了足够的野拉动冶因素袁就业促进不足则会降低劳动者的就业意愿遥 保守
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为了维护已有的阶层分化袁对劳动力实行中度商品化袁大力扶持劳动力推
出市场袁减少劳动力供给袁对老年人再就业持保守态度遥 从表 4 能看出袁以德国尧法国和意大利
为代表的野豪华养老冶国家袁养老金支出占 GDP 比例高达 10%以上袁远超过 OECD 7.9%的平均

水平遥 与之相对的退休年龄一推再推袁德国和意大利在 2032 年尧2019 年将退休年龄延迟到 67
岁袁 法国在 2010 年将退休年龄从 60 岁延迟到 62 岁遥 法国和意大利老年人就业率远低于
OECD 和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袁德国由于退休年龄延迟到 65 岁后袁老年率就业率在 2015 年有
较大幅度的上升遥 但是三国 65-69 岁已退休老年人的再就业比例仍远低于 OECD 国家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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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 由于国家缺乏行之有效的再就业促进措施袁老年人在高福利养老水平下有较高的退休意
愿袁再就业意愿较低遥
表 4 四种福利体制下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老年人就业率

数据来源院 老年人就业率数据来源于 OECD. Review of Policies to Improve Labor Market Prospects for Older
Workers,2015, http://www.oecd.org/els/emp/older-workers-scoreboard.xlsx袁延迟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数据数据来源于
Pension at a Glance 2015:retirement-income Systems in OECD and G20 countries-OECD2015 chapter 11.P203-375袁退
休年龄与养老金数据均为 2015年数据遥

渊三冤野低福利+高就业冶退休模式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缺乏稳定的跨阶级联盟袁国家福利以补缺式为主袁以贫困线为标
准向贫困者提供残补式的安全网遥 国家的非商品化程度最低袁社会权利地扩张受到有力地抑
制袁劳动力市场提供了较高的就业促进因子袁相对较低层次的剩余型保障制度袁老年人的退休
意愿较低遥 在低水平福利的退休模式下袁相比退休得到的有限福利袁直接投身于工作能获得更
好的收入遥 通过低福利供给袁同时提供有效的就业支持袁便可鼓励劳动者者延迟退休遥 自由主
义福利体制国家市场扮演核心角色袁政府是边际性剩余型角色袁个人依靠市场得到福利和服
务遥 剩余型福利取向与积极就业促进措施相挂钩的野低福利+高就业冶退休模式以美国尧加拿
大尧澳大利亚等自由主义国家为代表遥 从表 4 能看出来袁美国和澳大利亚 55-64 岁老年人口就
业率高达 60%以上袁65-69 岁老年人口就业率也高达 25%以上袁老年人口退休意愿较低袁愿意

继续留在或者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再就业袁获取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遥 并且美国建立起
弹性退休机制袁给予延迟退休人员奖励措施遥

渊四冤野低福利+低就业冶 退休模式
低福利保障袁加之以就业促进不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袁无论拉动要素还是推动要素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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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够袁劳动者将更多依据自身特定情况而选择工作或者退休袁制度约束力不足遥 不过这种情
况不会出现在发达国家遥 西方发达国家在福利保障和就业支持两方面袁会专注于一项袁或双管
齐下袁两者皆缺位则较少遥 这种模式更适于描述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渊我国当前的退休制度袁就
类似于这种模式冤遥
退休制度结构模式奠定了退休制度的重要基调遥 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非商品化程度高袁分层
化低袁国家完善的养老金制度和老年服务体系解决了老年退休生活的后顾之忧袁国家提供大量
的老年就业机会和良好的老年就业环境袁中高龄劳动者再就业意愿高袁也愿意延迟退休袁形成
野高福利+高就业冶的退休模式曰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维持中层商品化袁不鼓励就业袁并且鼓励劳动

者大幅度退出劳动者市场袁国家养老保障水平较高袁中高龄劳动者就业率低袁更倾向于按时退
休享受养老金袁形成野高福利+低就业冶的退休模式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非商品化程度低袁分层化
程度高袁国家提供补缺式养老保障袁当劳动者无法从国家获得优质退休保障后袁更倾向于通过
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来提供退休待遇袁中高龄劳动者退休意愿较低袁再就业意愿较高袁形成野低
福利+高就业冶的退休模式遥 实施野高福利+高就业冶退休模式的国家拥有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
与健全的就业促进制度袁延迟退休的拉动因素和推动因素都有较好地保障遥 野高福利+低就业冶袁
以及野低福利+高就业冶这两种退休模式以拉动因素或推动因素作为延迟退休的主动力发挥作
用袁一方面以高福利水平为拉力激励国民延迟退休袁另一方面也可以高就业为推力促使国民继
续工作不退休遥 日益加深的老龄化危机和各国退休制度改革步伐的深入袁促使各国探索适合本
国国情的退休制度袁各国具体的退休制度结构模式也会进行调整与转变遥

五尧历史抉择院延迟退休模式的国际趋同性与差异性
人口老龄化的白色浪潮席卷全球袁提前退休成为福利国家的普遍趋势遥 瑞典是野福利国家
的橱窗冶袁是福利型养老保险制度和野高福利高就业冶退休模式的典型代表曰法国是具有特色的
保守主义福利国家袁是国家补充型养老保险制度和野高福利低就业冶退休模式的实践者曰美国
是部分基金制养老保险制度和野低福利高就业冶退休模式的典范曰日本是东亚福利体制的践行
者袁是极具东方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和野高福利高就业冶退休模式的先行者遥 下面具体以瑞典尧
法国尧美国和日本四国为例袁从意愿尧行动和结构三方面分析延迟退休制度的国际趋同性与差
异性遥

渊一冤意愿要要
要循序渐进延迟退休年龄
1.退休意愿与退休年龄

退休意愿与退休年龄密切相关遥 延长退休年龄是一项重大的尧循序渐进的民生工程袁其中
最重要的是劳动者的退休意愿遥 劳动者的退休意愿受到自身健康状况尧经济条件尧家庭条件等
影响袁在国家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下袁劳动者有较高的退休意愿袁但是对既已确定的退休年龄
进行延迟会遭受一定的压力遥 罔顾国民退休意愿强行延长退休年龄只会造成国民的强烈反
对袁在初步老龄化阶段适时铺设延长退休年龄的心理预期袁适时适度推行延迟退休会减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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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阻力和压力遥 因此发达国家延迟退休的基本做法是根据国民预期寿命循序渐进调整养老金
领取年龄袁允许提前退休领取部分养老金袁调整男女退休年龄逐步达到一致 [1]遥 人口老龄化意
味着既得利益群体的老年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尧影响力和投票权袁既得利益集团会对自身利益

进行固守袁因而提高退休年龄或降低养老金会遭到老年人的极力反对袁福利刚性的存在促使
养老金改革成为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政治难题遥
根据表 5 可知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袁人均寿命最长袁男性退休年龄在 2013 年延迟

到 65 岁袁女性 2018 年延迟到 65 岁遥 领取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年龄男性从 2013 至 2025 年间

从 60 岁延迟至 65 岁袁女性领取年龄则从 2018 年至 2030 年间延迟至 65 岁遥 瑞典的人口老龄
化程度仅次于日本袁在 2003 年就已经将退休年龄延迟到 65 岁袁但是实行弹性退休机制袁提前
退休会扣减养老金袁延迟退休则增发养老金袁积极鼓励老龄就业遥 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密特朗
政府执政期间将退休年龄从 65 岁提前到 60 岁袁 被称为史上最豪华的退休制度遥 大幅度的提
前退休年龄导致国家养老金支出庞大袁财政不堪重负下政府着手延迟退休改革遥 2010 年萨科

齐政府宣布从 2017 年开始将法定退休年龄延迟到 62 岁袁2013 年奥朗徳政府将领取全额养老
金供款年限延长至 43 年遥 政府削减老年福利的举措遭到工人强烈反对袁在野示威文化冶盛行的
法国引起波澜袁萨科齐和奥朗徳的支持率都一路下挫袁最终都未能获得连任遥 美国在四国中的
老龄化程度最轻袁但是退休年龄却最高袁并拟在 2022 年延迟到 67 岁退休遥 美国在人口老龄化
大潮未到来之际未雨绸缪袁实行弹性退休机制袁避免了欧洲社会先提前退休后延迟退休导致
的社会后遗症袁减轻了延迟退休的反对压力遥
表 5 瑞尧法尧美尧日四国人口老龄化与退休政策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院Pension at a Glance 2015:retirement-income Systems in OECD and G20 countries-OECD 2015袁P.200390袁瑞尧法尧美尧日四国人口预期寿命与超过 65 岁人口占国家人口比重数据均为 2015 年数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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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弹性退休激励机制

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弹性退休机制袁允许国民提前领取部分养老金袁对推迟领取养老金群
体实行奖励袁建立弹性退休工作激励体系遥 瑞典早在 2003 年已将退休年龄延迟至 65 岁袁实行

弹性退休机制袁并允许老年人最早在 61 岁提前退休袁也可工作到 70 岁延迟退休遥 65 岁退休时
养老金是 100%袁每提前 1 个月扣减 0.5%养老金袁对于推迟领取的人员每推迟 1 个月则可增发

0.7%养老金 [27]遥 美国为了鼓励在职老年人继续工作袁社会养老保险规定满 62 岁可以领取退休
金袁但是只能领取正常退休渊65 岁冤养老金的 80%袁每延迟一个月袁养老金增加 0.56%袁63 岁能

领取 86%袁64 岁能领取 93%袁同时配偶获得的收入也相应递增遥 法国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着
手改革退休制度袁实施延长缴费年限尧延迟退休年龄等削减老年福利的措施遥 每次改革都遭受

巨大的反对和阻力并引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尧游行罢工等运动袁每次退休改革的成功都建立
在政府尧社会尧民众多次博弈尧协商和妥协的基础上袁民众极其反对延迟退休袁更谈不上国家层
面延迟退休激励机制的出台与推行遥 日本为了鼓励老龄劳动者延长劳动时间尧减少提前退休袁
规定劳动者在法定退休年龄渊65 岁冤之前的 60-64 岁退休袁养老金每年减少 6%袁如果在 65 岁
之后退休则每年增加 8.4%养老金遥

为减轻延迟退休的阻力袁在老龄社会到来之际适时铺设延迟退休的心理预期袁适度掌握

养老金改革的提出时机尧改革内容和运作方法遥 在提高退休年龄问题上袁各种利益主体进行博
弈和角力遥 政府需要考虑国家财政负担袁既要保证养老金的可持续性袁又要保证公民的基本养
老权利袁推行奖惩并用的弹性退休机制袁在可持续性尧公平性和充足性中保持平衡遥 企业在政
府养老金政策下袁合理安排技术娴熟尧经验丰富的老龄劳动者工作袁降低企业用人成本尧增强
竞争力遥 老龄人群则部分愿意退休袁部分愿意继续工作遥 因此调整退休年龄是多方博弈和互动
的过程袁关键在政府的退休政策尧企业的就业现状尧劳动者的退休意愿中协调出合适的退休年
龄调整政策体系 [28]遥

渊二冤行动要要
要养老金制度改革

如表 6 所示袁发达国家的养老金体系基本上包括三种院第一支柱是国家层面的基础养老

金袁所有处于法定年龄段的国民都必须加入,如瑞典的国民基础养老金袁包括现收现付型名义
账户制养老金尧DC 型强制缴费养老金和 DB 型福利养老金袁法国是 DB 型国家年金袁美国是国

家层面的社会养老保险袁日本是国民养老金曰第二支柱是以雇主为主体的养老保险体系袁瑞典
是与收入关联型的职业养老金渊ITP冤袁法国是职业年金渊APSA 老年团结年金冤袁美国的雇主养
老保险袁包括政府 DB 型尧企业 DB 型尧政府 DC 型 TSP 计划尧企业 DC 型渊401k 计划冤四种类型袁
日本是与收入关联的厚生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曰第三支柱是多样化多选择的个人储蓄型年金
和商业保险袁例如瑞典的自愿缴费型养老金袁法国是个人养老保险袁美国是个人储蓄养老保险
渊个人退休账户 IRA冤袁 日本是不同类型的企业养老金和商业保险袁 企业与个人可自由选择加
入袁属于私人养老金遥

退休制度与养老保险制度相辅相成袁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能让延迟退休制度的推行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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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倍袁而养老保险制度自身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会让退休制度的改革效果大打折扣遥 因此西方
福利国家在推行延迟退休制度的同时需要完善养老保险制度袁优化退休制度的改革和实施环
境袁为新制度的顺利推行保驾护航袁创造良好的实施条件遥 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养老金改革主要
有开源和节流两方面院开源方面主要有增加市场投资份额袁大力发展和鼓励企业补充养老保
险和个人自愿型商业保险袁如瑞典成立专门基金管理公司保证名义账户制养老保险基金的运
营和投资袁有效规避资本市场风险袁美国大力倡导雇主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渊个人退
休账户 IRA冤袁日本建立在职年金制度袁已退休老人重新参加工作可以购买在职年金曰在节流方
面主要有增加养老保险供款年限袁延长领取全额养老金年限袁如法国在 2016 年至 2022 年间将
可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 65 岁提高到 67 岁袁日本要满足 25 年养老金供款年限才能在

65 岁领取养老金袁供款年限满 40 年才能领到全额养老金袁瑞典公民要获得最高额度养老金最

少满足 40 年的养老金供款年限遥 瑞法美日四国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为延迟退休制度的施
行创造良好的环境遥

表 6 瑞尧法尧美尧日四国养老金体系比较

资料来源院笔者根据各国政策文件梳理而成遥

渊三冤结构要要
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调整
延迟退休必然要求推动老年就业袁通过促进中高龄老年就业袁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和劳
动力短缺问题遥 虽然各国采取延迟退休政策都从福利改革或就业促进入手袁由于文化传统尧国
家政策环境的差异性袁政策实施重点和效果各不相同遥 根据表 7 可知保守主义福利国家法国
没有专门针对中高龄劳动者就业的政策法规袁只有部分利于中高龄就业者就业的相关政策法
规袁就业推动力不足袁老龄人口就业率较低袁从表 8 得知 2015 年法国 55-64 岁人群就业率为

48.6%袁2005 年仅为 38.5%袁65-69 岁人群就业率为 5.9%袁 不仅法国甚至整个欧盟国家的老龄
人口就业率都相对较低遥 欧盟国家 2015 年 55-64 岁人口就业率为 53.2%袁65-69 岁人群就业
率为 11.6%袁远低于 OECD 国家 58.1%和 24.9%的比重袁并且 55-64 岁就业人群以非全日制尧临

时工作或自我雇佣者为主袁正规全职就业的比例较低遥 受到良好教育并积累大量工作经验的
老年人愿意延迟退休袁继续工作曰而低技能的老龄员工由于自身条件限制袁再加上高龄难以找
到合适的工作袁不愿意延迟退休袁延迟退休反过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程度遥 因此保守主义国家
推行延迟退休制度受到民众的强烈反对袁在选票和钞票之间权衡的执政党为了减轻国家财政
负担袁选择削减养老金支出和民众福利袁赢得钞票却失去选票袁最近两届对养老金开刀的法国
领导人都没有获得连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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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瑞尧法尧美尧日四国老龄就业法规与政策比较

资料来源院笔者根据各国政策文件梳理而成遥

瑞典是野高福利+高就业冶的典型代表袁完善高水平的养老金体系让老年人没有后顾之忧遥
国家大力改善老年就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袁2008 年的叶禁止年龄歧视法曳叶就业促进法曳等保障
老年人就业环境袁 这一切都成为延迟退休的重要推力遥 瑞典 2015 年 55-64 岁人群就业率为
74.6%袁65-69 岁人群就业率为 21%袁高龄女性的就业率也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袁2005 和 2007 年

就业率也远高于 OECD 国家和欧盟的平均水平遥 日本同瑞典一样袁是东亚福利体制国家中野高
福利+高就业冶的典型代表袁日本立法保障老年就业环境袁法律明确禁止高龄就业歧视袁积极制
定推动中高龄就业的积极劳动力市场袁创建银色人力资源中心渊SHCE冤尧提供多层次多渠道的
就业补贴袁 中高龄老年人就业有巨大的拉力和推力遥 日本 2015 年 55-64 岁人群就业率为

70.0%袁65-69 岁人群就业率为 41.5%袁高龄老年人口就业率特别高袁并且兼职成为主要的工作
方式遥 美国是野低福利+高就业冶的典型代表袁美国养老金强调个人责任的回归袁为提升高龄就
业率袁增加延迟退休激励和退休补助袁刺激老年劳动力就业遥 美国在 2005尧2007 和 2015 年 55-

64 岁人口平均就业率为 61.4%袁65-69 岁人群平均就业率为 28.9%袁 老龄就业比率较为平稳袁
在 OECD 国家中处于高等水平遥 OECD 主要国家退休制度表明袁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

渊live longer冤袁尽可能地延长劳动力工作年限渊work longer冤成为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重要政策
手段遥 在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同时需要检视与劳动力市场相对应的就业结构袁通过提高中高
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来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支付的双重压力遥

六尧国际镜鉴院国外延迟退休模式的启示
根据发达国家福利与就业挂钩的退休模式可知袁延迟退休要减少改革阻力尧取得既定目
标和最优效果袁既需要适时适度完善养老金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袁提高延迟退休意愿袁形成
因势而谋的野拉力冶曰也需要健全多支柱养老金体系袁减少退休的后顾之忧袁形成应势而动的
野张力冶曰亦需要构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促进中高龄老龄就业袁形成顺势而为的野推力冶袁保障延
迟退休群体良好的就业环境遥

(一)因势而谋的野拉力冶院完善养老金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袁提高延迟退休意愿
1.野小步渐进冶的退休年龄政策

退休年龄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袁而是小步慢走尧循序推进的调整与延迟遥 西方发达
国家延迟退休经验表明袁 人们对既已形成的退休机制与养老金体系存在强烈的福利依赖袁在
钞票与选票的权衡之下袁执政党需要冒着失去选票的风险对养老金开刀袁延迟退休年龄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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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的共识遥 根据国民预期寿命循序渐进调整养老金领取年龄袁在初步老龄化社会酝酿延
迟退休方案袁为政策实施保留一定的缓冲期袁让民众有初步的心理接受度袁能合理安排工作与
退休规划曰在深度老龄化阶段实施方案袁准确把握退休年龄政策与调整的时机和背景袁通常保
留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退休年龄调整期袁将民众的心理不适性和政策调整影响度降到最低袁减
轻延迟退休导致的社会影响曰在超老龄化社会大步推进方案袁主张个人责任与义务的回归遥
表 8 瑞尧法尧美尧日四国及区域老龄就业状况比较

注院性别比为 55-64 岁就业率的性别比渊%冤渊男/女冤曰野---冶表示缺乏该数据遥
数据来源院OECD. Review of Policies to Improve Labor Market Prospects for Older Workers,2015, http://www.
oecd.org/els/emp/older-workers-scoreboard.xlsx.

国际经验表明袁为弥补性别间不平衡的养老金缺口袁调整男女退休年龄逐步达到一致已
成为发展趋势遥 我国目前仍实行男 60 岁袁女 50渊女干部 55冤岁退休袁男女退休年龄不一致增加
了女性预期寿命较长和退休年龄较早之间的不协调袁不能够促进女性更好地发挥自身技能和

就业遥 我国 2015 年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为 9.5%袁处于初步老龄社会袁因此退休年龄制度改

革应采取双层改革策略袁第一层分阶段循序渐进提高女性退休年龄至 60 岁袁与男性保持一致曰
第二层袁以 60 岁为法定退休年龄袁实行前后各 5 岁的浮动幅度袁建构 55-65 岁弹性退休机制袁
劳动者可自主选择退休时间 [29]遥

2.野相机抉择冶的弹性退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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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推进的延迟退休年龄让民众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和接受度袁 加大对延迟退休的鼓励尧
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可以大大增加民众的延迟退休意愿遥 不固定养老金领取年龄袁建立一定年
龄区间内的浮动机制袁对推迟领取养老金群体实行奖励遥 老年人根据身体状况和技能经验相
机抉择是正常退休尧提前退休还是延迟退休袁增强老年人的自主选择权遥 实行弹性退休奖惩激
励机制的多样化袁对不同群体和行业制定不同标准的奖惩激励体系遥 对危险性高和体力劳动
繁重行业的提前退休者袁不削减或只减少较小比例的养老金袁并对该行业延迟退休者实行更
好比例的激励与奖励曰对其他行业提前退休劳动者实行按比例减少养老金遥
根据表 9 我国弹性退休制度养老金奖惩机制袁 以 60 岁为基准袁55 岁为提前退休上线袁65

岁为延迟退休上线袁每提前一年退休减少 4%的养老金袁每延迟一年退休增加 4%的养老金袁并
对高龄就业获得的劳动收入实行部分税收减免遥 促进弹性退休年龄与养老金领取激励政策相

挂钩并形成联动机制袁劳动者根据自身退休意愿自主选择退休时间和养老金待遇水平袁通过
劳动者的理性选择促使个体退休意愿与国家延迟退休的社会目标相结合遥
表 9 我国拟定弹性退休制度养老金奖惩机制

注院表中假设法定退休年龄 60 岁能领取的全额养老金为 P遥

渊二冤应势而动的野张力冶院以野利益导向冶健全多支柱养老金体系
延迟退休制度与养老金体系密切关联袁 激励与惩罚并重的弹性退休机制是提高民众退休
意愿袁实现延迟退休的野拉力冶曰民众退休行为本身存在野张力冶袁这个隐性的野张力冶决定延迟退
休政策的实施程度和实施效果袁对野拉力冶有放大的野事半功倍冶或缩小的野事倍功半冶的效果遥 多
支柱养老金体系就是延迟退休政策的内在张力机制遥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
有助于推行延迟退休制度袁不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会让延迟退休制度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遥
我国目前养老保险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院国家层面养老保险根据参保对象分为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尧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曰雇主层面的行政系统尧事业单位有补充型
职业年金袁企业有企业年金曰个人层面有多样化多选择的个人商业保险遥 我国的职业年金尧企
业年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遥 首先袁坚持野利益导向冶做实个人账户尧多样化养老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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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渠道尧完善养老保险管理机制袁增强国家层面保障民众老年生活的能力袁解决劳动者退休
生活的后顾之忧袁减轻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阻力曰其次袁大力推进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进
程袁缓解养老保障的城乡不平等和地区差异性袁提升养老金统筹层次袁实现统筹账户的增收增
益袁消解现行统账结合的混合养老金制度对延迟退休制度的抑制作用 [30]曰再次袁实行野利益诱

导冶袁鼓励劳动者购买补充性养老保险袁为个人退休生活提供三重保障袁优化现行养老金体系袁
增强劳动者自我养老能力袁为顺利推行延迟退休制度制度保驾护航遥

渊三冤顺势而为的野推力冶院构建野live longer, work longer冶导向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袁
积极促进老龄就业
人口老龄化经历了成功老龄化要健康老龄化要生产性老龄化的理论发展袁逐步从野消极
老龄化冶转向野积极老龄化冶袁巴特勒也指出袁老年人并不是真正的缺乏生产率袁成功的老龄化必
然是生产性的老龄化渊productive aging冤遥 OECD 国家倡导的野live longer, work longer冶以及针对
性和配套性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了生产性老龄化在全球的推广袁关注老龄人口就业尧生活和

社会保障袁逐渐促进生产性老龄化格局的形成与完善遥 根据国际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袁构建
野live longer, work longer冶导向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袁大力促进老龄就业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
合作袁促进积极老龄化的野中国化冶[31]遥

劳动力市场政策不单指劳动力市场本身的政策袁它是一系列法规尧制度和政策的组合袁既

包括源头促进老龄就业的法规尧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袁也包括中游创建老年就业友好型环境 [32]尧
加强中高龄就业指导袁末端注重中高龄就业者退出劳动力市场配套措施的跟进遥 首先袁劳动力

市场源头制度设计意味着政府负责制定促进和保障中高龄劳动者就业的相关政策袁树立积极
的老年就业舆论导向袁营造老年就业的良好社会氛围袁保障老年人就业的社会大环境遥 发达国
家老年人高度就业参与率建立在完善的就业促进政策基础上袁劳动合同法明确禁止老年就业
歧视袁增加老年人就业机会遥 健全老年人就业雇佣保障制度袁规范老年人就业程序遥 其次袁创建
老年人就业友好型环境袁鼓励雇主为老年人创造灵活多样的就业时间和就业方式袁加强就业
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 [33]遥 以野终身学习冶为导向推进职业性老年教育袁为老年人野增权赋能冶袁通
过提供就业技能指导和培训袁为老年人野增权冶袁提升老年人可行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袁从而实
现野增能冶遥 再次袁在中高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后袁健全配套设施遥 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
的同时注重与年金制度的有效衔接袁帮助中高龄劳动者实现从就业到退休的有效过渡袁真正
实现老年人的野老有所学冶野老有所乐冶野老有所为冶遥

七尧结 语
银发浪潮冲击着世界各国的养老金体系袁日益沉重的养老金支出迫使世界各国对退休制
度进行改革袁延迟退休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潮流遥 社会福利尧经济体制尧政治环
境的差异性衍生出不同的退休模式袁 将福利与就业相挂钩把福利国家的退休模式分为野高福
利+高就业冶野高福利+低就业冶野低福利+高就业冶野低福利+低就业冶四种退休模式遥 福利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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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退休模式在延迟退休改革上呈现出趋同性与差异性袁通过分析瑞典尧法国尧美国和日本四
国的延迟退休改革后发现袁各国纷纷在退休年龄尧养老金和老龄就业三方面进行改革袁旨在增
加劳动者的延迟退休意愿袁减少改革阻力袁重新或继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袁并在完善养老金
改革的前提下减轻劳动者退休的后顾之忧袁使延迟退休改革事半功倍遥
延迟退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袁福利国家的延迟退休经验显示改革宜早不宜迟尧宜缓
不宜急遥 我国目前实行建国后设立的男 60 岁袁女 50渊女干部 55冤岁退休年龄袁其滞后性和不适
性渐渐显性化袁我国的延迟退休改革已经势在必行遥 福利国家的退休制度将福利与就业尧奖励
与惩罚相结合袁 我国的延迟退休制度要减少改革阻力也需要吸取福利国家的经验与教训袁构
建我国延迟退休的野拉力-张力-推力冶模式遥 退休年龄与退休意愿密切相关袁罔顾民众退休意
愿过急推动延迟退休改革势必遭到反对袁渐进式提高退休年龄袁并适时适度完善养老金制度
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提高劳动者的延迟退休意愿袁奖励晚退休者袁约束提前退休者袁形成我国延
迟退休的野拉力冶曰健全我国养老金体系袁做实个人账户袁并坚持利益诱导袁鼓励劳动者购买商业
保险袁提升退休待遇袁形成应势而动的野张力冶曰延迟退休必然要求高龄劳动者继续就业袁就业源
头健全保障老龄就业的法律法规尧就业中游加强中高龄就业指导与培训尧就业末端完善中高
龄就业者退出劳动者市场的配套措施袁创造适合中高龄就业的友好型环境袁形成顺势而为的
野推力冶遥

注释院
淤老龄化起点尧深度老龄社会和超老龄社会的标准采用联合国人口统计通用标准袁即 65 岁及以上

人口占 7%时为老龄化起点袁达到 14%时为深度老龄社会袁达到 20%时为超老龄社会遥

于通过总结林义老师渊2016冤尧林熙老师渊2016冤对延迟退休的研究成果后发现袁将福利与就业相挂钩

会产生四种不同的退休模式袁结合艾斯平-安德森的三种福利国家体制分类后发现袁不同的福利国家由
于福利水平和就业促进程度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退休模式遥 东亚福利体制的代表日本与中国有截然不
同的退休模式袁更偏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袁由于中国的退休模式属于野低福利+低就业冶类型袁此
种退休类型国家较少袁所以文章对此种退休模式不做过多陈述袁而着重研究西方福利国家的退休经验
对我国的借鉴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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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 and Mirror of the Delayed Retirement of Welfare Countries
YANG Linlin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89, China)

Abstract: The growing aging has an growing impact on retirement age and pension costs and delayed
retirement becomes the mainly measure to cope with the reality of aging. Welfare countries have introduced
adjustment mechanisms of retirement age and retirement plan.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backgrou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economic system and welfare level, the retirement system in welfare countries shows
diversity, difference and flexibility.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national welfare and the degree of employment
promotion, the retirement system is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野high welfare and high employment冶 retirement
pattern mainly in the social and democratic welfare countries, 野high welfare and low employment冶 retirement
pattern mainly in the conservative welfare countries, 野low welfare and high employment冶 retirement pattern
mainly in the liberal welfare countries, and 野low welfare and low employment冶 retirement pattern mainly in
China. By investigating the four retirement models linked to welfare and employment, taking the delayed
retirement system of Sweden,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s the examples an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retirement intention, pension reform and the adjustment of related employment struc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of delayed retirement in welfare countries. After
analyzing the retirement experience of the four count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tirement inten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tirement age. Step by step, delayed retirement a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lastic
retirement incentive mechanism can increase the retirement willingness of the workers. Retirement syst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therefore, the western welfare countries need to improve 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and optimize the reform and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of the retirement system
while carrying out the delayed retirement system. The late retirement is bound to require the promotion of
employment for the elderly, through which can ease the pressure of pension payments and labor shortage.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retirement linked to welfare and employm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delayed
retirement reform in China aims to reduce the resistance and achieve optimal effect.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time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the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of the pension system, gradually
increase the retirement age,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of workers to delay retirement, and form the 野pulling
force冶 depending on the time and situation, but also to improve the multi-pillar pension system to reduce the
worries behind retirement and form a 野tension冶 depending on situa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build a positive
labor market to promote the elderly employment, form 野pushing force冶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ensure a
favorabl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for the delayed retirement groups and build the 野pulling-tension-pushing冶
system for the delayed retirement in China.
Key words: welfare country; ageing; delayed retirement; retirement age; flexible retirement; pension; elderly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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