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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争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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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济学博士.

　　内容提要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关系国家经济发展、社
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当前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比较丰富,不同的

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争议也

比较多,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存在分歧.学者们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

评价、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中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城市贫困人员的社会

保障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纯农户、农民工、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都有不同

的观点.

　　关键词　城镇社会保障　农村社会保障　争议

　　目前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非常丰富,在研究领域上,不仅围绕社

会保险制度的改革,而且对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制度的改革研究

都有所涉猎;在研究层面上,不仅从整体的角度偏重于框架体系,而且从局部

的角度偏重于深度挖掘;在研究方法上,不仅进行定性分析和制度设计,而且

对变量关系之间的定量研究也很多.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关系到经济、
社会、管理等学科的系统工程,随着改革的深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社会保

障制度改革的看法出现了很多争议,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观点,理愈

辩愈明,梳理当前中国社会保障研究的争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总体评价的不同观点

　　大多数学者认为,新中国经过６０多年的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基本建立起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框架,作为一个子系统,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之中,并初具

规模,成为市场经济一个不可或缺的子系统.但是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在急

需解决的问题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保障的最大问题是,机关、事业与企业三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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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平与公正问题有待改善,０８方案的推出进一步加深了企、事业与机关职

工养老待遇的差距,这种状况影响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会造成

新的社会不公.据此认为应暂缓此次改革试点,并提出了机关、事业、企业三

者联动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初步方案,并对联动方案的合理性、完善和实

施的方法与措施进行分析和探索联动的养老保险制度方案.① 有学者认为当

前制度最突出的缺陷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的进展主要发生在城市,
这一改革依然没有突破城乡分割的框架,或者说,它依然是在“城乡有别”的

前提下进行的.其结果便是,中国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

所扩大.② 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最大的问题是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有效性

不高,而且这种有效性不高正在让国家与国民付出日益高昂的代价.因此关

键在于优化制度设计.③ 有学者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制度的“碎片化”,中国社

保制度逐渐呈现出一个碎片化发展趋势,除机关事业单位、城镇企业和农村等

几个大碎片之外,各种小碎片制度犹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形成了城市与农

村分割、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分立的多种社保制度并存的状况.这种“碎片

化”已足以威胁到保障制度本身.④ 有学者认为目前的社会保障问题在于三

个方面,其一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偏移问题;其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与
生俱来”的缺陷;其三是现行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层面的具体问

题.因此能否有新的突破,可能关键在于三个“超越”:其一,要超越２０世纪既

成的社会保障刻板印象;其二,要超越教科书式的社会保障概念体系;其三,要
超越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思维定式.⑤

二、关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同观点

　　城镇的社会保障起步比较早,经历了国家———单位保障模式到国家———
社会保障模式的变迁,保障项目齐全,涉及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
抚安置、社会互助和社区服务等项目,为城市居民编织了一张较为完善的“安
全网”.

(一)公务员的社会保障制度争议

　　关于公务员社会保障模式.当前我国公务员基本保障实际上是一种“国
家保障”,而不是“社会保障”,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中指

①
②
③
④

⑤

程恩富激辩“新养老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李迎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新探[J]社会,２００６(２):１７５－１８８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新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６):５－１０
郑秉文、李宇“成就很大,问题很多”社保改革的评价及新形势、新任务[J] 中国社会保障,

２００８(１２):１１０－１１２
唐钧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评析[J]东岳论丛,２００８(１):１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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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金保险的办法由

国务院规定”.这就是说,公务员或机关不参加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国
务院将为他们单独制定另一套相关的“规定”.

　　对于这种分立模式,存在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认同这种做法,并且认为

公务员社会保障待遇应适度从优.这种观点认为,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人力

资源培养的高成本内在的要求比较高的回报,而在实践中,特别是对于公务员

队伍中绝大部分职务层次不高的同志们来说,他们在职期间的工薪收入并不

理想,因此,国家给予其优厚于其他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待遇仅仅是国家对于

这部分人群所做贡献的合理肯定,不应将其夸大为“特权”,而且认为公务员保

障待遇优厚于其他社会成员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做法.① 另外一种看法

是,当前的这种分立模式应尽快改革,建立与全国社会保障相统一的保障模

式.这种看法认为公务员与普通群众在社保待遇上的差距,不利于人力资源

流动,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不利于机构改革的顺利推进,严
重违背了社会公平,是在公务员和普通群众间人为划出身份鸿沟,打上身份烙

印,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不具有可持续性.②而且

认为国外的改革实践显示,凡是公职人员纳入到社保改革范畴之内的国家(如
美国),社会就长治久安,反之(如法国),当改革改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便出现

社会动荡和骚乱;③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改革公务员现有保障模式,但是

改革现有模式的出发点却不尽相同.除了以上有学者是从普通群众的角度出

发来主张改革的以外,还有学者从公务员自身角度出发,认为改革现有模式是

为了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建设,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建立公

务员的正常退出机制.④

　　关于保障制度的框架内容.一种观点认为在新型模式中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即公务员基本社会保障,与企业人员的基本社会保障实行并轨,由政

府主导并组织实施,依据国家统一标准提供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以体现

国家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普惠性”;在第二层次即公务员补充保障 (职业年

金)部分中,由于其体现享受主体的职业特色,表明公务员的人力资本特征,可
以与企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有所区别.⑤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除以上两个层次

外,还应该鼓励建立面向公务员的各种个人储蓄和商业保障措施,例如商业养

①
②

③

④
⑤

李鹏国外公务员社保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J]四川改革,２００９(３):４６－４８
孙守纪、黄晓鹏国外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

报,２００８(４):１０－１４
郑秉文、孙守纪、齐传君公务员参加养老保险统一改革的思路———“混合型”统账结合制度

下的测算[J]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０９(１):１－１２
齐惠略论我国公务员退出机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６(４):８７－９０
郑秉文、孙守纪、齐传君公务员参加养老保险统一改革的思路———“混合型”统账结合制度

下的测算[J]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０９(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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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①

　　关于公务员社会保障改革的时机.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我国处于渐进改

革与渐进发展的大背景,加上社会保障体系庞大、管理复杂、运行缓慢,目前尚

不完善和成熟.如果提高纳入社会保险体系的企事业单位的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则会加剧原有社会保险体系的财政紧张状况,这是国家财政所不能承受

的.这些决定了公务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发展道路也需要坚持循序渐进的

原则.②③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激增的财政收入是

公务员社保改革的最佳时机,是一国难得的历史性机遇,稍纵即逝,改革越早,
成本就越小,社会就越稳定.④

(二)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制度争议

　　２００９年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

案将在上海、浙江、广东、山西、重庆５省市进行试点.改革的核心思路是事业

单位将参照企业职工保障制度进行改革,事业单位保障制度与企业职工保障

制度相衔接.

　　按照人们的计算,如果“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按照企业模式计发”,一名事业

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职工资是每月５０００元,假设他的工龄是３５年,按现行的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计算,他退休可以拿到４０００元左右,而换成企业模式

发放,则养老金只能拿到２０００元左右.这就意味着改革后,事业单位人员养

老金将大大减少.目前全国事业单位总计１２０多万个,涉及教科文卫、农林

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超过３０３５万人,是国家公务员

的４３倍,占全国财政供养人数的近８０％.对于总数超过３０００万的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来说,正在着手进行的养老金改革成为关乎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引
起了人们的广泛热议.

　　关于改革的目的.有人认为事业单位的这次养老金改革是为了进一步深

化改革.事业单位的科学分类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前提,这次试点就是根

据事业单位科学分类的要求,科学地调整投入的机制,进一步深化包括人事制

度、工资制度、财政投入体制、养老保险制度等一系列改革.⑤ 有人则认为,这
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甩包袱,在１９９０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费总额仅为

①
②

③
④

⑤

周宗顺、徐新原浅论我国公务员养老保险模式选择[J]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０６(３):４９－５１
庄序莹,范琦,刘磊 转轨时期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运行模式研究———基于上海市事业单位的

方案设计和选择[J]财经研究,２００８(８):９７－１０９
陈杰中央国家机关社会保障改革的回顾与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０９(６):４７－４８、５２
郑秉文、孙守纪、齐传君公务员参加养老保险统一改革的思路———“混合型”统账结合制度

下的测算[J]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０９(１):１－１２
胡晓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EB/OL] 中国政府网 http://

wwwgovcn/zxft/ft１７７/wzhtm２００９－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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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５亿元,而目前已远远超过千亿元.随着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增多,政府

的财政负担将会越来越重.国家是考虑到财政压力的因素,才首先从人数最

多的事业单位开始试点改革.①

　　关于改革的对象.赞成的观点认为目前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与事业

单位同类人员相比差距比较大,为了体现公平,必须改革事业单位的保障制

度.② 反对的观点认为,从表面上看,事业单位养老金总额攀升幅度的确很

高,但考虑到国内生产总值从１９９０年以来已增长近１７倍,财政收入从不足

３０００亿元增至逾６万亿元这样一个事实,事业单位养老金的攀升幅度并不是

很大.相对来说,企业养老金却是远远落后于这一节奏.那么改革调整的应

该是提高企业养老金水平,使之能够跟上经济发展步伐,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之,用降低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待遇的方式即“削峰填谷”来实现公平.③

　　关于改革的方案.目前改革的方案是将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

框架相互衔接.反对的学者认为,应暂停这一改革试点,立即制定“机关、事业

和企业三单位联动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可参照“双层养老保险制度”的
模式,其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层制度:建立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实行

养老保险统一运营.在缴费上,要按照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像
企业一样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以便与企业

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在统一制度内,要保证所有退休人员均享受同等的退

休待遇,即机关、事业和企业人员的退休养老金占工资的比例应相同.第二层

制度:在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之外,建立机关、事业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制

度,使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结构形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养老保

险,是基础;第二部分是补充养老保险,是补充和提高.以此保证机关事业单

位人员养老待遇不降低,同时又不造成在统一制度内与企业人员之间的待遇

不平等.在上述模式中,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增加一块补充待遇,是工作性

质所带来的待遇差别,是科学发展和改革中“成果须分享”与“福利须增加”原
则的体现,显示出机关、事业与企业三者之间的公平与公正.“由于机关、事业

单位与企业并轨统一,因而在统一制度内部不存在原有的待遇差别.同时,由
于改革仅是对原有退休金制度的替代,因而并不会增加现有财政支出压

力.”④

　　关于改革的时机.赞成的观点认为,通过国家５年的连续调整,事业单位

与企业之间的这种待遇差距在不断缩小,应该继续缩小这个差距.６年连调

①
②

③

④

汪孝宗学者提议建立机关、事业、企业联动养老制度[J]中国经济周刊,２００９(２３):３２－３５
胡晓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EB/OL] 中国政府网 http://

wwwgovcn/zxft/ft１７７/wzhtm２００９－６－１１
张魁兴、瞿方 业、吴 睿 鸫、许 斌 养 老 金 改 革 应 该 动 动 谁 的 奶 酪 [N] 中 国 商 报 (京),

２００９－２－１０
汪孝宗学者提议建立机关、事业、企业联动养老制度[J]中国经济周刊,２００９(２３):３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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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之后,还要研究企业的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改革是在一揽子设计之中,时机

是没问题的.① 反对的观点认为,仅改革试点«方案»的出台,已经在一定程度

上引起事业单位尚未退休者的心理恐慌.因此,事业单位改革须三思而行,谋
定而动.② 至于何时改革,有学者认为,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应选择在经济

繁荣时期,而且在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定型之后进行.③

(三)企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制度争议

　　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比较早,早在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

范围内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超过工资总额

的２０％,个人缴费比例要逐步达到本人工资的８％.然而大多数学者对目前

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基本持保留态度,因为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全国参加

城镇基本养老人数达到２１８９亿人,全国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为每

月１０８０元.④ 全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平均高出企业两倍多,随着津补

贴改革的到位,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所以很多学者认为目前企业职工社会

保障制度还有很多问题.对于存在的问题,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程恩富认为,目前企业社会保障的最大问题,是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还不

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过程中,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由职工权

益的直接保护者逐渐转变为职工权益保护的间接调控者.由于政府职能的转

化,政府原有承担的职能撤去,政府的职能需要重新定位.然而目前政府的职

能定位并不是很明确,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尚处于探索之中,缺乏

完整和统一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职工

的保险保障主要依赖企业来承担.由于企业性质不同,企业对社会保障的积

极性也不一样,相当数量企业的参保率低,一般来说,国有企业为职工办理社

会保险或基金的比例较高,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一般都会按照劳动合同的规

定,定期缴纳社会保险金或基金,这样造成企业的社会负担也很不相同.从职

工来说,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参保率也是比较低的.总体来说,企业的社会保障

水平还有待提高.⑤

　　李迎生认为,现行的城市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项目应当重新加以审视,分
清哪些是真正属于基本的、必要的、应当重点发展的项目.一般说来,养老、医
疗等保险项目应当重点发展,增加受惠面,并可以进一步挑选出优先发展的方

①

②
③
④
⑤

胡晓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EB/OL] 中国政府网 http://
wwwgovcn/zxft/ft１７７/wzhtm２００９－６－１１

唐钧改革需三思而行[J]商业周刊,２００９(３):２５
蔡向东、蒲新微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刍议[J]当代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８):５６－６０
汪孝宗学者提议建立机关、事业、企业联动养老制度[J]中国经济周刊,２００９(２３):３２－３５
程恩富、胡乐明、王中保、彭五堂 关于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保护状况的调研报告[J] 经济经

纬,２００９(１):７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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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争议综述 １９３　　

面或层次.在重新审视企业职工社会保障项目并选择优先发展的方面或项目

后,应当调整一些项目的待遇标准,如养老、医疗保障的待遇标准可以降下来;
工伤项目的待遇标准适度;失业、生育项目不再作统一规定,也有利于降低待

遇标准.适当、渐进地调整企业、个人的经费负担比例,原则上是提高个人的

缴费义务,降低企业的缴费比例,这样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国家财政补

贴的可能性.①

　　刘钧认为,目前我国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率过高,而且企业负担不均

衡.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企业获得的利润很不稳定.但是,企业承担的社会

保障负担却很不平衡,以至于一些企业对于参加社会保险的态度消极,影响了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在社保资金的管理上,由于我国养老保险

制度支付离退休职工养老金的资金缺口是历史造成的,社会保障资金收支的

缺口很大.从我国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缴费率是不可

能的,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虽然可以暂时缓解资金收支的缺口,但是,却存在

着非公有制经济是否应该承担社会保障改革转制成本的问题.②

(四)城市贫困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争议

　　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城镇贫困问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我国就在部分城

镇实施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国务院制定了«城镇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该条例成为我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一个里程

碑,这是中国政府所构筑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专门针对城市贫困问题的一项最

重要的制度.２０００年底,我国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的目标.随着经济的发

展,如何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让低收入者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成为

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关于贫困的界定.关于贫困,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计其数的专家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贫困”下了不计其数的定义.较早对贫困内涵进行明确

界定的是英国的朗特里(SRowntree),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

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这

主要是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角度来研究贫困问题.随着后来人们对贫困

的认识有所发展,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占据了主流.美国的劳埃德
雷诺兹(LloydGReynolds)认为,“所谓贫困问题,是说有许多家庭,没有

足够的收入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可以

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贫困最通行的定义是年收入.”③英国的汤森(PeＧ
terTownsend)进一步丰富了贫困的内涵,认为收入不仅仅指生活必需品,

①
②
③

李迎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新探[J]社会,２００６(２):１７５－１８８
刘钧经济转轨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６):１０－１３
劳埃德雷诺兹微观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４３０－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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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而应是一个复杂的资源分配和再分配系统,如现金收入、资本资产、就业福利

待遇、社会公共福利待遇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个人收入等都应包括在内.①因

而在贫困的测量方法上,汤森提出贫困的相对收入标准(RelativeIncome
StandardofPoverty)方法,即用平均收入作为一种测量相对贫困的方法.另

外,国内学者对贫困也下了不同的定义,大部分人认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

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
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求的状

况.并且出现了多种测算贫困线的方法,从绝对和相对的角度,对其进行筛

选、完善和分类,主要有比例法、绝对值法、市场菜篮法、恩格尔系数法、数学模

型法、基期固定法等几类测算方法.

　　与传统的收入分析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分析框架里,关于形成贫困人口的解释,突破了传统的收入贫困的概

念.他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的

低下,对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上,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森关注的

是通过扩大个人的选择范围来发展人的能力.“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排他性

地集中考虑收入贫困,转到考虑更包容的可行能力的剥夺,我们就能按照一种

不同的信息基础来更好地理解人类生活的贫困和自由.”②在森看来,“识别贫

困的最普通做法是确定一个‘基本’———或‘最低’———生活必需品集合,把缺

乏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能力作为贫困的检验标准.”③既然贫困可以用可行能

力的被剥夺来合理识别,那么什么是“能力贫困”呢? 在森看来,能力贫困的内

涵十分丰富,“相关的能力不仅是那些能避免夭折,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能受

到教育及其他这样的基本要求,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就.包括———如亚当

斯密所强调的———能够在公共场合出现而不害羞,并能参加社交活动”④ ,
人们在所列举的能力方面的缺失,均可能被视为能力贫困.具体来说,所谓能

力就是在各种功能组合中所能选择的组合,也就是说能使功能得到发挥的力

量,凭借这种能力个人可以实现有价值的功能.它不但标志着个人能做什么

或不能做什么,而且还体现着个人过自己所希望的生活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

由,即个人有实质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一个人的能力越大,他过

某种生活的自由也就越大.⑤

①

②

③

④
⑤

Schervish,PaulGReview:PovertyinTheUnitedKingdom:ASurveyofHouseholdReＧ
sourcesandStandardsofLiving[J]The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Ｇ
ence４５６,July１９８１:１８２－１８３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 [M ] 任赜、于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４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 王宇、王文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１:２４

阿马蒂亚森评估不平等和贫困的概念性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２００３(５):１０２１０３
AmartyaSenCommoditiesandcapabilities[M ]Amsterdam:NorthHolland,１９８５: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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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争议综述 １９５　　

　　关于贫困的消除.如果按照贫困是收入的贫困的逻辑,则消除贫困主要

是从收入的调整着手.逐步调整现行救助标准,把家庭需求的规模效应因素

考虑在内提高保障标准,加强资金投入,完善资金管理体制,健全收入审核制

度,设定最长领取期限,进一步加强低保的管理力度等方面.

　　如果按照贫困是能力的贫困的逻辑,则消除贫困主要是从能力建设上着

手.社会的目标不仅是保障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更应该对贫困群体提

供其他有效的帮助,帮助他们提高自身获得工作机会的能力,从而通过自己的

劳动获得收入,尤其是对那些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更应该将对其获

得劳动收入能力的扶持放在重要位置,使他们通过救助阶段的缓冲,最终经

由就业摆脱贫困,重新步入正常的生活.①②③ 一般来说,主要在医疗、教育等

专项救助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医疗救助制度既包括已经建立和实施的具有

救助性的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还应该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为特困患

病者提供补充医疗救助以及其他一些互助性医疗救助基金.教育救助的完善

既要明确实施主体即政府和社会的权利与义务,也要明确教育救助对象的权

利和义务,使两者有机结合;在保障救助对象最基本的教育救助的同时,应对

其中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实施就业培训和拓展就业渠道.应该支持

民间教育救助团体的活动,培育和发展民间教育救助团体,使之承担更多的教

育救助事业.④

三、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同观点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改革的深入,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农民

与市民的区别越来越大,相应地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关注越来越多,这方面的文

献也相对比较多.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研究,是因人而异的.由于传统意义上

的农民已不复存在,农民的分流现象日益严重,具体分化为:纯农户———以农

作物种植、畜禽养殖为主要经济活动及收入来源的农民,与土地的联系最为密

切,是职业与身份统一的农民;农民工———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但又具有农村

户口身份的农民;失地农民———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已部

分或完全失去土地,但身份未转变的农民.由于收入不同、生产活动空间不同

以及对未来的预期不同,各自的社会保障方案也不同.

①
②

③
④

马用浩消除能力贫困: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新视角[J]理论与改革,２００３(２):１１３－１１６
何慧超可行能力视野下的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理念的重构[J] 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１１):

２５－２７
李迎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新探[J]社会,２００６(２):１７５－１８８
丁建定构建我国新型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的原则与途径[J]东岳论丛,２００９(２):４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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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一)纯农户的社会保障制度争议

　　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从２００９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按

照«指导意见»,我国农民６０岁以后能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中央确定

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５５元,地方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

金标准,２０２０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目前,中国６０岁以

上农村老年人口已经超过１２亿,这项政策的实施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随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以及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试点的展开和逐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已经初步具有向城市社会保

障体系对接的趋势.这些政策的出台,使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方向问题尘埃

落定.尽管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格局,决定了农村社会保障和城市

社会保障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城乡社会

保障体系一体化,但是在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相协调的原则下,城乡统一的社

会保障制度已初具雏形.

　　随着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实施这项制度需要的资金从何而来? 对于这一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

的设想.

　　第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需要完全不成问题.有学者

认为,当前农村的社会保障程度还比较低,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来支付,即使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发展,也依然没有问题.这个学者估计,中国６０岁及以上

的老龄人口可能在２０４０年的左右达到高峰———４亿人,如果保守一点,按城

乡各半,那就有２亿人.如果在今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５％,那到２０４０年就是２０万亿元左右,按目前的标准,资金来源完全不用担

心.①

　　另外,有学者从产品换保障的方式来说明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可靠性.
这种思路的学者认为,在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以产品

换保障的方式,直接以农产品缴纳保险费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助

于将农产品这一潜在的社会保障资源变为现实的社会保障资源,有助于同时

满足农民对现金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渴求,也是对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的一种

有效保护与支持.因此,以产品换保障的方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
适合农民的特点和需要的,是现实可行的.②

　　第二种观点认为:目前的社保资金缺口还是很大的,应该广辟融资渠道,

①
②

唐钧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评析[J]东岳论丛,２００８(１):１２－３４
卢海元创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产品换保障[J]求是,２００４(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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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争议综述 １９７　　

多种形式筹措农村社保资金.有学者认为农村社会保障需要雄厚的资金支

持,目前国家的财力还不能完全保障,需要多方面筹措.一是中央、地方财政

都要提高社保资金支出比例,加大对农村社保资金的投入.二是借鉴福利彩

票、体育彩票的经验,发行社会保障彩票,广泛募集社会资金.三是开征社会

保障税.社会保障税作为附加税,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四是整合部门资源,
可以考虑整合现有各部门社保资源,成立一个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
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理,提高社保资源使用效率.①

　　另外,有学者指出,不同地区纯农户的生活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在目前制

度设计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地区,社会保障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资金来源

可以更灵活一些.比如对于收入较高,或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富裕地区的农

民来说,当前的社保制度设计显然是太低了,因此可以设计出不同缴费与享受

不同水平档次的社保制度,同时发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以吸引不同收入水平

的农民参保.②③

　　第三种观点从人口政策的角度来说明农村社保资金问题,强调计划生育

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有机结合是确保社保资金来源的关键.这种观点认为,
人口政策与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息息相关.这是因为,计划生育是国家用来调

整人口再生产和家庭人口结构与规模的人口政策,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改善,可
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从而影响到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而社会保障

则是在家庭保障功能弱化条件下,弥补其不足并能够真正解除国民后顾之忧

的制度安排,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具有天然的结合性.结合得好,则社会

保障资金自然不成问题.因此将人口政策与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

来,便可以实现长久的良好互动.④

(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争议

　　目前农民工的人数蔚为壮观,大约１５亿左右,而且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明

显,举家迁移从而使更多的社会人口加入到流动队伍大军中来,于是出现了更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进城打工人员由于受到户籍、身份等因素的限制,再加上

就业不稳定性与流动性强等自身特点,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相差甚远,农
民工权益急需得到保障.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

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更没有能为大家基本接

受的成熟方案.

　　目前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①
②
③
④

王丽完善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J]经济纵横,２００９(４):１１１－１１３
马莉分类保障: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现实选择[J]农村经济,２００７(１０):７０－７３
白维军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碎片化”与制度整合[J]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０９(４):１０２－１０６
郑功成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政策研究———将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与计划生育有机结合的

政策选择[J]人口与计划生育,２００８(３):１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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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分类处理各地的农民工社会保

障问题.有学者认为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在现阶段不可能与城镇职工的社

会保障体系完全接轨,当前应在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大病或疾病住院

保障机制以及农民工社会救援制度的基础上,以分类分层设计的思路来落实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分类别、分人群、分区域、分阶段地推进.设计多个方案

供农民工进行自主选择,对达到规定居住年限、有相对固定住所和单位、从事

正规就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到现行制度,而不符合条件的农

民工则另出方案加以解决,并视情形逐步纳入.①②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把农民工社会保障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内.研

究人员认为,如果专门为外来务工人员建立一套区别于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

制度,不但实施困难、认同度低,而且还把城乡二元结构移植到城市,违背劳动

力市场的发展趋势.与其重建一套制度,不如在改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的基础上,以城镇职工基本保障为目标制度,扩大覆盖面,将农民工纳入城镇

职工保障体系之中.③④⑤ 实践操作中,广东、深圳、陕西、甘肃等地是这种方

式.

　　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民工应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建议外出务工的

农村人口参加户籍所在地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合作医疗.这种观点认为把农

民工纳入到城镇保障体系中不现实也不可行,并入城市保障的基本前提是实

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标准,或者在承认省际间保障水平差别上,制定合理的

社会保障省际转移办法,而这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如果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

保障体系,会形成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的“三元

格局”,形成所谓的农民工阶层,会带来新的、更大的歧视.最佳方案是把农民

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求得生存再谋发展.⑥

　　第四种观点认为应建立专门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研究人员认

为农民工毕竟与纯粹的农民存在很大的差别,由于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

非常不健全,不能满足农民工的需要,因此有必要根据农民工的具体实际情

况,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符合农民工特点和需要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

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在实践中,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

逐步建立了专门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养老、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险制度,形成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郑功成农民工的权益与社会保障[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２００２(８):２２－２４
华迎放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选择[J]中国劳动,２００５(５):２０－２３
张启春谈谈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J]江汉论坛,２００３(４):１１７－１２０
崔红志对把进城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认识[J]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３(３):

２４－３２
赵蓉、李泉 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最佳模式选择———纳入城市低保体系[J] 财贸研究,２００６

(２):１５２－１５３
杨立雄“进城”还是“还乡”———进城务工农民社会保障政策的路径选择[J]２００４(２):

２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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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辑 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争议综述 １９９　　

“相对独立型”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①②

　　第五种观点认为无论把农民工并入哪个系统,都是一种“分论”,这样的社

保制度是一种“碎片化制度”,这种“碎片化制度”是“粗犷”设计的直接结果,是
关于社保的认知还停留在一般公共政策的传统习惯之中的必然后果.而这种

“碎片化制度”会带来很多“便携式损失”,会使中国的社保制度更加复杂,不利

于社会稳定,加剧社会矛盾.这种观点认为,统一的保险制度,重在“保险”二
字,所谓统一的保险制度,贵在统一的缴费率、统一的替代率、统一的利率、统
一的政策约束、统一的管理体制、统一的基金运用,意味着全体国民在一个平

台上彼此平等,在空间分布上完全可以自由流动.并用欧洲“碎片化”的历史

说明,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保制度,其难度要远小于当年的英国.③

(三)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争议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非农建设用地的需求急剧上升,越来

越多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地农民的土地保障功能正逐渐消失,
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基本上还未建立起来,失地农民面临着社会保障的一

系列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引起社会矛盾和纷争,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经

济的发展,因此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目前国家不同地方大多对失地农民采取的是一次性货币安置的方式,并
对失地后的农民采取不同的社会保障方式,比如以北京市和成都市为代表的

地方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以青岛市为代表的地方将失地

农民纳入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浙江省为代表的地方对失地农民单独建

立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还有以上海市为代表的地方将失地农民纳入小城镇社

会保险制度.这些尝试为我国其他地区顺利解决失地农民安置问题提供了有

益的经验和借鉴,但是失地农民既不同于城市市民,又不同于纯农户.即使纳

入到城市保障体系中的失地农民,尤其是对中年以上的失地农民来说,他们在

年龄、体力、文化、技术等几乎所有的“个人素质”方面,都不具备竞争优势,他
们的可持续发展依然是个问题.失地农民的短期生存质量与长期发展目标若

没有结合起来,被社会排斥、与社会脱离的现象就很有可能发生.在农村,失
地农民种田无地,依靠少得可怜的征地补偿及有限的保障金艰难地生活着.
这样,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特点在社会保障中并没有体现出来.因

此不论在实践中采用什么样的保障方式,单独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依然

成为理论讨论的热点.

①
②
③

李迎生、刘艳霞社会政策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护[J]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６(６):１００－１０５
蓝春娣、任保平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４(５):１０６－１１１
郑秉文中国社保“碎片化制度”危害与“碎片化冲动”探源[J] 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３):

５０－５８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２０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理论界普遍认为现阶段应该采取“以土地换保障”的方法,①②即从土地征

用款的收益中确定一定数额作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在失地农民社会

保障的内容上,学者们也形成共识,认为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应以可持续发

展为目标,从医疗、养老、失业、教育等多方面来综合保障.例如有学者以大连

市为样本,基于可持续生计法,提出了一个新的征地补偿综合模型,对征地补

偿费用的分配及相关数额也进行了计算,认为失地农民的应对制度与政策目

标必须以“可持续生计”为指导原则,使农民不仅得到充分的短期补偿,还具有

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③

　　至于失地农民如何操作“以土地换保障”,主要有这样两种不同看法:第一

种观点认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是土地的市场溢价部分.在

具体操作上,学者们有一些不同.有学者认为土地补偿安置费以及土地转用

后的增值收益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并利用社保基金进行投

资,以确保未来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下一级社会保障体系的各个内容.④ 还

有一些学者认为,现阶段应该建立“国家失地农民账户”,让农民能够陆续使用

出售土地所获得的资金和这部分资金所产生的利息,并将这两部分资金与地

方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统一起来.在实际操作中,对于一些大中城市的郊区

和一些发达的对外开放地区,在土地交易总收入中扣除了必要的部分(主要是

农民的安置费和“失地农民账户”资金这两个部分)以后,对其余部分实行累进

税,将相当一部分资金集中到国家手里,形成全国统筹使用的“国家失地农民

保障基金”.⑤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筹资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依
照城市人口的保障账户的形式给失地农民设立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对

于具体操作方式,学者们还是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政府出资部分应该不低

于保障资金总额的３０％,从土地出让金中支出,直接进入社会统筹账户以备

调剂用;集体承担部分不低于保障资金总额的４０％,从土地补偿费中支出;个
人负担部分从征地安置补偿费中抵交,集体与个人所缴资金进入个人账户.⑥

另外有学者认为,国家可以开征农村土地交易税,专款专用,保证国家有足够

资金充实社会统筹账户,集体按所有权比例提取土地交易收入,用于做实社会

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个人自愿入保,土地交易收入可保证个人账户缴费.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卢海元土地换保障: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的基本设想[J]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３(６):４８－５４
张时飞、唐钧、占少华以土地换保障———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可行之策[J]红旗文稿,２００４

(８):３２－３５
刘猛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研究———以大连市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０９(１):３０－３６
马驰、张荣城市化进程与失地农民[J]农村金融研究,２００４(１):４７－５０
党国英关于征地制度的思考[J]现代城市研究,２００４(３):１９－２２
宋斌文、荆玮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J]理论探讨,２００４(３):５１－５２
吴云勇、梁峰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及资金来源的路径选择[J] 农村经济,２００７(８):

７７－７９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３２辑 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争议综述 ２０１　　

还有学者认为,社保资金的来源应该包括被征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政府土地

出让金收益提成,政府财政每年专项列支以及个人缴费部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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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ionsisrelatedtothemajorissueslikenationaleconomicdevelopment,soＧ
cialharmonyandstabilityThecurrentstudyonChina’ssocialsecuritysysＧ
temisabundant Differentscholarsresearchindeeponthesocialsecurity
systemfromdifferentperspectivesandlevels Atthesametime,thereexＧ
istsmanycontroversies,overmanyissuesScholarsreservetheirdifferent
opinionsonChina’soverallsocialsecuritysystem,thecivilserviceintheurＧ
bansocialsecuritysystem,institutions,enterprises,theurbanpoorandruＧ
ralpeople’ssocialsecurityandthesocialsecurityofthepurefarmers,mi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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