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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治理思路转变

能得到良好的解决。
第四，从“ 以人口变动适应制度” 向“ 以制度变

从本质上讲，老龄化没有好坏之分，所谓的“ 问

革适应人口” 转变。 在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

题” 或“ 挑战” 不完全来自老年人或者老龄化本身，

通过政策整合和制度创新及重构来协调这种变化的

更多源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行社会经济架

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制度体系之间的矛盾。 只有当

构之间的不匹配所产生的矛盾，因而需要治理模式

公共政策不再机械地将“ 老年人” 和“ 老龄化” 与“ 负

和公共政策的调整乃至重构以适应之。

担” 和“ 挑战” 相等同，才能真正形成积极应对老龄

第一，从强调“ 中国特征” 向构建“ 中国优势” 转
变。 中国有强大而稳定的政府，其组织能力和资源
配置能力使其在应对养老金等复杂议题时具备较大
的灵活性和创新可能性（ 例如国有资产划转充实社

化的良好环境。

二、战略部署要点及可能的政策选择
根据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大力发展民生

保基金） ，这也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在应对老龄社会

的重大需求，我们认为当前老龄化战略布局应首先

也将为老龄社会治理提供宏观战略的施展舞台，并

第一，立足于中国人口态势及老龄化发生发展

为资源配置提供巨大的灵活性和政策腾挪空间。 我

规律进行战略配置。 从人口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积

们还有悠久的养老、孝老和敬老、尊老文化传统。

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应遵从人口发展规律，重视

挑战中的集中体现。 中国的大国优势与区域多样性

重视以下四个议题。

第二，从“ 碎片化管理” 向“ 整体性治理” 转变。

以下三个阶段：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之前是未来社会抚养

一方面，实现老龄社会整体性治理需要发现和克服

比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最年轻的时期，其间

相关公共政策与管理实践中的“ 隙缝” 和“ 漏洞” ，通

还会出现“ 底部老龄化” 和“ 顶部老龄化” 同时弱化

过放大政策合力以形成有效的治理网络。 另一方

的暂时性现象，这是应对老龄化的战略储备期和政

面，整体性治理需要强大的政府、市场和社会（ 包括

策落地期；２０３０—２０３５ 年之前的社会抚养比相对较

家庭和社区） ，也需要它们之间对相关公共事务的
基本认同、信任和亲密无间的合作。 此外，在这些多
元治理主体整合合作的背景下，重视并支持家庭将
成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从聚焦于“ 老年人” 向强调“ 全人口全生
命周期” 转变。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的巨大惯性决
定了老龄社会的应对战略不是一种应急策略，还必
须考虑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 老
龄化问题” 绝不是“ 老年人的问题” ，未来老年人的

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较年轻，但抚养比重点已显著
地向老年人口倾斜，且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婴儿潮” 期
间出生人口开始进入高龄阶段，这是应对老龄化的
政策适应及强化期；２０５０—２０５５ 年前后的抚养比将
比目前水平提升两倍以上，高龄化群体庞大，人口老
龄化将到达峰值（２０５５—２０６０ 年） ，区域均衡问题在
这一时期内也将需要妥善处理，这是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攻坚期，并最终夯实中国社会在老龄化的前提
下继续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

健康和医疗保健支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对

第二，在文化和制度传承的基础上更新理念和

现在年轻人的健康投资和行为转变来改善，老年人

创新制度。 应在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层面上确立“ 年

的养老金问题需要通过提高年轻人的劳动生产率和

龄平等” 的原则，在继续弘扬尊老爱幼文化传统的

推动老年劳动力的经济参与来缓解，老年照料负担

基础上重新定义老年与老龄， 对教育制度、 就业制

的问题需要给家庭和社区合理而有效的资源投入才

度、薪酬制度、退休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深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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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并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方
面的变革和发展中强调年龄平等观念，实现不同年
龄群体之间的公平参与和共同发展。
第三，在多元共治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构建

“ 以质量换数量” 的发展战略。 为实现这些目标并
为制度创 新 及 变 迁 提 供 条 件， 政 府 应 将 已 收 获 的
“ 人口红利” 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卫生和福利等直接
关乎未来人口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并推动建立真正

兼顾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社会经济支持体系。 调动并

意义上的终身教育（ 学习） 体系，将教育和学习贯穿

整合政府、社区、家庭、社会组织和企业等不同社会

于各个年龄阶段的群体以及个体生命周期的各个阶

系统主体的作用，在重视社会和经济体系整体均衡

段，真正落实“ 积极老龄化” 的战略目标。

的基础上协调不同群体和世代之间的需求和福利平

五是正视就业模式多元化现象，制定适合老龄

衡，并通过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安排 （ 尤其是就业政

社会发展的产业规划。 积极推动老年产业的快速发

第四，重视并加强对老年人群体演化和未来老

力和脑力特征、能利用老年人所拥有的人力和社会

龄社会发展的研判。 一方面，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

资本的就业岗位，并避免卷入同年轻劳动力的竞争。

策和产业政策） 而赋予老龄社会以新的活力。

程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相同步，这些技术产业发

展，为数量巨大的中老年劳动力提供适合老年人体

六是强调“ 医养护结合” ，优先并重点解决失能

展能够有效提高社会“ 老而不衰” 的程度，可以降低

失智老人的长期照护。 当前长期照护服务的重点对

老年人生活自理的生理门槛，还能促进老年人生产

象应首先聚焦于失能失智老人，尤其是中重度失能

方式和社会角色的转变，未来无疑需要更多的政策

失智老人。 政府应着力推动机构、社区和家庭等多

扶持。 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

元化服务主体参与长期照护体系的运作，根据老年

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升级，会缓解老龄社会劳动力减

人失能失智水平设计不同的照护模式与之对应；充

少的困境并有效提升生产力水平，并进而影响整个

分考虑不同类型家庭的支付能力，灵活使用补贴、税

社会应对老龄化的资源格局。 人工智能、物联网、生

收优惠以及政府直接购买服务等政策工具，将潜在

命科学在改变当今和未来世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

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并特别关注农村地区的失能

同时，也极大地重构着我们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格

失智老人照护问题。

局和政策工具。
联系当前实际，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是近期战
略部署中所不可回避的政策主题。

七是在重构家庭政策的基础上引导并支持现代
家庭建设。 国家应在厘清政府、市场、社会和家庭的
责任边界的基础上，尝试以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福利

一是更新老年定义，扩展政策应对空间并优化

对象，推行制定以家庭或家庭户为单位的社会政策，

社会氛围。 目前在推迟退休政策大思路已出台的背

并给予承担养老或抚幼责任的家庭更多关注。 对于

景下，政府可以首先尝试把“ 退休年龄” 的提法逐步

有养老需求的中低收入乃至贫困家庭给予直接资

转变为“ 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最低年龄” ，逐步将“ 退
出劳动力市场” 的权利 （ 或部分权利） 交 由 个 体 选

择，以支持老年人口 （ 特别是相对健康年轻的老年

助，将是中国反贫困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在新型城
镇化过程中平衡新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八是善用“ 人口红利” ，并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

人口） 相对自主地参与社会发展过程并分享社会发

给的区域均衡研究。 政府应当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

展成果。

制度改革等基础上进一步鼓励有序的人口流动迁

二是构建常态统筹机制，为推动实现 “ 整体性

移，利用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

治理” 奠定必要的行政基础。 为此，有必要全面梳

位发展策略，尽可能延长不同地区人口机会窗口的

理我国各级政府、各类机构和各地区在老龄化治理

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最后的传统红利，并将之

上的资源投入、职权内涵、政策积累和发展目标，建

更多地投入教育和健康事业以使人口红利实现从数

立健全在信息交换与沟通、资源投入和共享、权力与

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中国有必要也完全可能突破

责任调整、决策咨询与参与、政策实施支援体系与网

国内经济资源的限制，从全球化的高度思考我们的

络建设、政策效果评估等方面的跨部门和跨区域协

老龄社会应对战略。 从对发展中国家大量年轻人口

作的行政统筹机制。

的有效利用中获益，并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三是重新诠释“ 计划生育” 内涵，加快放开生育

九是老龄社会的应对不能离开对不平等现象的

限制。 倡导夫妇根据个体条件、家庭状况以及对社

持续关注，尤需重视当前的弱势儿童和性别平等问

会经济环境的判断而自主地决定其生育计划，包括

题。 我们的政策体系应从看重生育到关注养育，逐

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

步完成从“ 多生” 到“ 善养” 的过渡；应加强社会性别

四是加强代际转移支付研究，并强化对劳动人
口的投资。 投资人力资本和推动产业升级应成为中
国老龄化 应 对 中 最 重 要 的 制 度 安 排 之 一， 即 所 谓

研究，避免女性长寿的生理优势转化为老年贫困的
社会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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