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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12 新闻

� � 养老， 这个听上去距离年轻人还很遥远的事
情，出人意料地成了 90 后最关切的问题。年轻人对
养老的关注在连续两年的“中国青年报社两会民意
调查”中居于首位。

年轻人对养老问题的担忧， 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表示十分理解：“对这
一代独生子女而言，父母长辈的养老问题已近在眼
前。 ”

我国社会正面临少子、高龄化。 “过去家里老人
少，孩子多；现在反过来，老人多，孩子少”，不仅如
此，高速发展的中国形成了流动性很强的开放型社
会，“有子女，也未必在身边”。

因此，对 20 多岁、事业刚起步的年轻人而言 ，
父辈能不能“老有所养”，是他们心中的牵绊，“如果
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解决不好， 年轻人会压力很
大”。

今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10 次提到“养老”。 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覆盖 9
亿多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13.5 亿人，织就了世界
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今年还将持续深化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大力发展养老产业等。但人们对“老有所
养”的保障还有更多期待。

老有所养谁来养

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举世
罕见

听到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
工作报告时说“继续提高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27 岁的王晓洁赶紧给
爸妈发了个微信：“退休金又要
涨了！ ”跟着点了一个大笑的表
情。 屏幕这边，她却有些笑不出
来。

刚刚过去的春节，王晓洁的
奶奶和姥姥相继住院，父母和亲
戚轮着去医院照顾，没想到她父
亲又突发脑梗， 一家人手忙脚
乱。 结婚不久的王晓洁很是发
愁：“将来我们有了孩子，还要照
顾 4 位老人，经济压力大，一旦
谁生病更是分身乏术。 ”

王晓洁的经历击中了当下
很多年轻人的痛点。 今年两会期
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
1992 名 18～35 周岁青年的调查
显示，87.9％的受访青年关注养
老问题。照顾老人的时间和人手
不够、 收入和储蓄恐难支撑开
销、“空巢老人”紧急求助，是受
访青年最担忧的问题。 93％的受
访青年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层面
制定专门的独生子女父母养老
政策。

“中国社会老龄化速度之
快、规模之大，在全世界范围，没
有先例。 ”郑功成用一组数据来
说明。 郑功成表示，1999 年，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
10％， 标志着我国进入了老龄社
会，短短 8 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
17.3％；2000 年，65 岁以上的人口
占总人口的 7％， 去年年底上升
到 11.4％；2017 年年底，65 岁以
上人口达到 1.58 亿，60 岁以上人
口达到 2.41 亿人。

老龄化社会来势汹汹，郑功
成说：“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

好。 ”他认为，以现有的财力和能
力，满足养老需求是个巨大的难
题：这么多老年人，谁来供养？ 养
老的钱从何而来？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受
到高度关注。 郑功成说，近 5 年
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养老服务
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多达几十个，
养老改革紧锣密鼓地推进。

“老有所养”，已经不再是一
个家庭的问题，郑功成认为：“必
须有社会保障机制， 需要政府、
社会和市场多方发力，同时不能
丢了家庭养老的传统。 ”

从社会进步视角看，老年时
代快步到来， 是一个国家发展
进步的结果。“大家都希望更长
寿，这是好事。 ”郑功成不赞成
用消极的态度讨论老龄化问
题。 放眼世界，很多发达国家都
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 他以
人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德国和日
本为例分析，德国的创新力、制
造力和生产力“依旧风景这边
独好”，而日本的创新力也不容
低估，且国民的幸福指数很高，
“老龄社会其实并不可怕，要事
在人为，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必
定陷入被动”。

设中央调剂金让所有人吃
定心丸

养老金将实现十四连涨，这
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释放的
民生利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统计显示，自 2005 年我国提高
退休人员养老金以来，全国人均
退休金从每月 714 元提高到
2016 年的 2373 元，增长 232％。

然而，养老金在地区间的收
支差异却大得惊人。 去年我国有
十余个省份当年养老金收不抵
支，有老百姓担心：将来国家会
不会支付不起自己的养老金？ 对
此，郑功成表示：“现在全国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的节余在 4 万多
亿元，收大于支，还有战略储备
基金。 ”

至于部分地区出现养老金
收不抵支的现象， 郑功成认为，
这是由于地区分割造成的，“加
快全国统筹步伐是必由之路”。
碎片化分割管理造成地区间养
老保险负担差异巨大，“人口净
流入多的地方，负担轻；人口流
出的地方，负担重”。

不同地区养老金收支压力
不均， 损害了制度的公平性，也
影响其可持续性。 郑功成谈道，
这种巨大的差异在我国已持续
多年，并有不断加剧之势。 近年
来，推进养老金全国统筹的呼声
越来越高。 然而，改革难以一蹴
而就，“会影响不少地方既得利
益”。 2017 年，我国确定了全国统
筹的过渡性措施———中央调剂
金制度，目的就是让改革再向纵
深推进。

中央调剂金制度的意义 ，
在于将地方化的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重新回归到国家层面。 郑
功成介绍， 实现基本养老金全
国统筹，2010 年出台社会保险
法时就明确提出， 但一直没能
实现。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
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作出政策
性回应。

设立中央调剂金，就是从各
个省征集的社会养老保险费中
提取一部分由中央支配，这一部
分资金加上中央财政对地方养
老保险的转移支付，可以在全国
各省市之间统一调剂使用，“一
些收不抵支的地区，或是有困难
的地区， 可以缓解养老金的危
机”。

这是走向全国统筹迈出的
重要一步。 郑功成认为：“这是国
家的制度而不是地方的，是国家
的信用在担保，所以从这个角度

来看，可以让所有人吃定心丸。 ”
他希望加快全国统筹的步

伐，希望中央调剂金的幅度能够
大一点、 发展步伐能够快一点，

“这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过去
试验性改革状态走向成熟、走向
定型迈出的关键一步”。

不要光盯养老金丢了养老
服务

郑功成认为，现在人们对养
老的认识普遍存在误区：“认为
养老金高了就好。 可年年涨，大
家为什么还是不满意？ ”

郑功成讲起一个令人痛心
的故事。 曾有一位名校的退休教
授，自己在家无人照顾，意外去
世后好几天才被人发现。“他的
养老金很高啊，每月达到了 1 万
多元，但问题出在，没有相应的
养老服务”。

郑功成直言， 光提高养老
金，却没有养老服务、老年医疗
制度的同步发展，老年人生活质
量难以保障，老有所养的目标难
以达到。

“不要只盯着养老金。 ”郑功
成认为，当下发展养老服务是重
中之重。 确实有不少老人手里有
钱，但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却并
不尽如人意。

近年来，他一直呼吁国家增
加养老事业投入。 但目前看来，
一方面政府公共投入总量仍有
不足， 另一方面有限的投入却

“没用在刀刃上”。
眼下，各地大规模建起养老

院、老年公寓，而很多愿意居家
养老的老年人却无法获得相应
的养老服务，供给和需求之间存
在脱节的结构性矛盾。 他非常赞
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 发展居家、社
区和互助式养老”。 然而从目前
来看，实现居家养老还有很长一

段路要走。
由于老年人多年形成的性

格和生活习性等都千差万别，分
层分类的服务显得尤为重要。 郑
功成曾到一个敬老院调查，一位
老人向他诉苦：“这里别的都好，
就是同屋打呼噜声音太大，我半
年都没睡好觉。 ”

他认为老年人更需要送到
家门口的服务，应该把养老机构
开到社区里，并精准地针对不同
社区老人的实际需求，建立兼具
老年公寓、托老所、老人寄养中
心等功能的综合型养老服务中
心，同时还应提供家政、餐饮、医
疗以及精神文化等服务。 而政府
应采取多种优惠政策，撬动民间
资本投入养老服务产业。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的“今年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
险保障水平，居民基本医保人均
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 40 元，一
半用于大病保险”，郑功成认为，
这是向老百姓释放的利好消息。

他认为，政府应作好顶层设
计、合理配置资源，同时正确引
导社会预期，“基本养老金只是
基本生活来源，而不是老年医疗
保健和护理等支出的来源”，应
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和
综合型养老保障体系。 特别是现
在有很多老年人出现失能、失智
的情况，应建立长期的护理保险
制度，让政府、市场和家庭形成
合力。

沉重的养老压力背后，郑功
成也看到了养老市场的巨大潜
力。 正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所
言，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
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
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 他
认为，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
应对人口老龄化， 将有广阔前
景，“实现老有所养，不要看作是
负担，更是动力与机遇”。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