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要

公平和健康的老龄化
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

人口老龄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发展，这是生育率降低和预期寿命提高这两
大基础性人口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目前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
例达九分之一，预计到2050年
比例将达到五分之一，人口老
龄化现象不容忽视（UNFPA and 
HAI，2012）。人口老龄化发生
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

不尽相同。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
最快，包括有大量年轻人口的国
家。在目前老年人口超过1000万
的15个国家中，7个是发展中国
家（UNFPA and HAI，2012）。

目前，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居世
界之首。中国的老龄化具有三
大特征：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
年人口数量和比例快速增长和
高龄老人（80岁及以上）增速
更快。60岁及以上人口从2000

图1：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1953-2100）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普查（1953-2010），中国国家统计局（NBS）；联合国经社事务部
（UNDESA）人口司（2017），《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自定义数据通过以下网站获
取：https://esa.un.org/unpd/wpp/DataQuery/，获取时间：2017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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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1.3亿（10%）增长到2015
年的逾2.14亿（15%），预计到
2050年将达到4.78亿（35%）
（UNDESA，2017）。届时全球
每四位老年人中，就有一位是中
国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很快，
老年人口比例翻一番，即从2000
年的10%增长到2025年的20%，
中国只需要25年。实现这种老
年人比例翻一番，法国用了115
年，瑞典用了85年。中国的高龄
老人，即80岁及以上老人，目前
占所有老年人数量的13%，预计
到2050年将达到30%。尽管老龄
化在全球范围日益普遍，但是中
国的老龄化因为上述原因，与其
他国家有所不同。

而且，中国老龄化现象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比其他国家出现得时间
早很多。实际上，中国于2000年
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即其60岁
及以上人口首次至少占总人口的
10%），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仅为日本跨过这一门槛时的7%。
尽管2010年，15-64岁人口与64岁
以上人口的比例为9:1，到2050年
这一比例将不足3:1。快速老龄化
使中国没有足够的时间为应对人
口老龄化做好准备。

在致力于实现“不让任何人掉队”
和全世界共同繁荣的《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快速增长
的老年群体是弱势群体之一，
需要针对其制定以权利为基础
的规划，将老龄化放在国家发
展议程的优先地位。保证老年
人参与并从国家发展中平等受
益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实际上，老
年人必须充分参与发展进程并
分享发展成果的原则源自1994
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 
《行动纲领》（ICPD PoA）,	并在 
《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
划》（MIPAA）中被再次强调。
这些原则会在全球未来15年努力
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中进一步重申。

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全体老
年人的福祉都有所改善。中国政
府提高了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覆
盖范围和报销水平，鼓励志愿者
照顾老年人，并投资建设老年社
区中心（HAI, 2015）。然而，因
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背景迥
异，不同的老年群体在健康、安
全和参与方面的不平等近年来既
没有消失，也没有减少。这需要

快速老龄化的后果
虽然没有实证研究完整地解释社
会经济进步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
关联，但一致认为基于年龄的
不公平将阻碍发展，并且老龄人
口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卫生支出增
加。

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东部与中等和西部地区之间、
男性和女性老年人之间以及代际之间存在的不公平最
终需要更多公共预算，家庭提供更多资源予以解决。
通过定期收集和分析数据，监测趋势，并基于证据来
制定政策是应对中国快速变化的老龄化形势的最有效
的方法。

不公平现象在老年阶段会被放
大。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
支持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和
农村地区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与中部和西部相对落后地区间、
男性和女性老年人间长期存在巨
大不平等（杜鹏等，2016）。
很可能的情况是，随着老年人口
比例提高，需要解决更为严峻的
代际之间不公平，从而需要公共

对国家规划中的公平维度加大关
注，尤其是加大对老年人口中的
弱势群体的保护。除非落实充足
的应对措施，否则这一局面将会
持续存在，对中国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产生负面影响。

在《2015年全球老龄观察指数》
的96个观察国中，中国排在第
52位（HAI，2015）。在健康状
况、收入安全、能力和支持性环
境四个领域中，中国在前两个领
域中排名都不高。尤其是在收入
安全方面，中国排75位，位于倒
数四分之一。

财政和家庭提供更多的资源。但
是，由于资源的稀缺，维护代际
和谐和代际公平需要平衡老年人
和年轻人间的需求。

不公平现象有深层原因。例如：
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收入
差距与各自的收入来源密切相关 
（图2），城市地区老年人主要
依靠养老金，而农村地区的老年

人依需要劳动和/或依靠子女收
入转移。这些现实的背后就是养
老金体系的差别，城市地区的养
老金大多与从事生产活动期间的
收入水平有关，但在农村养老金
是一个低水平的统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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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10年城市和农村地区老年人收入主要来源构成

图3： 中国卫生支出（2010-2015）（按绝对数和相对数）

数据来源：《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10

数据来源：《妇女和儿童状况统计》，2016 

与人口老龄化并行出现的
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和
残疾率的激增导致卫生支
出增加，需要用更为创新
的政策应对来保持老年人
的健康。

中国在卫生护理方面的投资
在过去几年大幅增加（Oxford 
Analytical, 2017），2010年至2015
年期间卫生支出增加了一倍，如
下图3所示（按现值测量）。根

据1991-2011年间的八次中国健
康和营养调查（CHNS）估计，老
年人口与其他年龄组相比，在健
康方面的支出增长最快（Jin Feng  
et al., 2015）。因此，如果没有其
他因素的显著干预，老年个体和
有老年人的家庭将面临更严峻的
经济负担。这一增长势头为2008
年以来的卫生改革所抑制。这期
间政府和其他部门（社会医疗保
障、商业健康保险、捐赠等）的
卫生支出增加了两倍多，显著高
于个人卫生支出的增长。因此，

个人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例在
2010-2015年大幅下降。

然而，许多老年人自评健康状
况低，经常不能获得标准的卫
生服务。2010年，只有44%的
老年人自评健康，3 9 %自评至
少有一种健康问题。男性和女
性的数据存在差别，女性自评
健康状况比男性差，并更依赖
于其他人的照料（中国老龄科
学研究中心，2010）。同样，
在 2 0 1 2年，很高比例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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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报告称有身体疾病，高血
压和躯体疼痛是最常见的原因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13）。
这些疾病很有可能随着非传染性
疾病患病率的激增而继续上升，
非传染性疾病通常发生在老年人
口中。例如：精神疾病、癌症和
心血管疾病等目前正在日益严重
地折磨着老年人。

老年与残疾率密切相关。中国
分别在 1 9 8 7年和 2 0 0 6年举行

图4：中国城市和农村分年龄的残疾率

图5：分年龄和地区的中国老年人口残疾率

数据来源：Ageing, the Urban-Rural Gap and Disability Trends: 19 Years of Experience in 
China - 1987 to 2006, 2010

数据来源：《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3年

百
分
比

百
分
比

了两次国家残疾人抽样调查。	
调查由包括中国国家统计局
（N B S）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CDPF）在内的16个政府机构
组成的领导小组牵头。图 4显
示了2006年残疾人调查中的农
村和城市具体年龄段的残疾率
（Xiaoxia Peng et al.，2010）。 
整体残疾人患病率城市地区为
5.29%，而农村地区为6.95%。城
市地区和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老
年人的残疾患病率要高于10%， 

高龄人口激增高达50%以上。农
村残疾率明显高于城市残疾率。

如图5所示，残疾率在高龄群体
（75岁及以上）中比低龄老年人
（60岁-74岁）更高，中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的残疾率比东部地区更
高。

低龄老人 高龄老人

殘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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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老年人口生活水平大幅度提
高。最近，“公平”这一词于2017
年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有关老龄议
题的文件中。这表明政府致力于
应用循证的政策制定方法，实现
公平老龄化。中国推进普惠型医
保服务和养老金体系建设，保证
老年人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社会
发展的成果。此外，2015年启动
的医养结合试点也是政府提高老
年人生活质量的重大举措。

然而，考虑到老年人口中男女、
城乡以及中东西部之间在健康、
保障和社会参与方面日益加重的
不平等现象，政策制定者应该采
取以下措施（杜鹏等，2016）：
•	 在制定健康促进计划时，决

策者应特别关注弱势群体，
尤其是具有多种不利因素的
群体；

•	 减少老年人口健康差异的政
策措施应着眼于整个生命历
程，将健康的概念纳入到所
有国家和地方政策之中。制
定相关政策，满足老年人口
越来越高的医疗和长期照护
需求，特别是上文提到的主
要弱势群体的需求；

•	 投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扩大养老金覆盖面，尤其是
提高农村和低收入城镇居民
的生活水平；

•	 地方政府和省级政府应出台
有针对性的城市规划战略，
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
为劳动力市场中缺乏比较优
势的群体，特别是即将退休
的员工和农村人口提供补偿
性的措施；

•	 制定有利政策，吸引私营部
门投资，与专业社会工作者
一起提供必需的社会服务；

•	 扩大终身学习机会，特别注
重提高老年妇女的参与程
度。还应探索创新方式，通
过终身学习和新型就业和参
与形式，调动并利用老年妇
女的现有经验和知识。除了
终身学习，还应加强在其他
各领域为改善中国农村地区
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投资，
减少城乡地区老年人之间的
差异；

•	 建议给予农村老年人额外的
养老津贴，使他们能达到城
镇老年人的最低生活标准，
而不再需要在到达退休年龄
之后仅因较低的养老金收入
而继续工作。

结论
中国人口老龄化前所未有、不可
逆转，如果使与其相应的社会和
经济成本增高的风险得以有效缓
解，公平和健康老龄化将会是推
进可持续发展的最有力的驱动力
之一。

政府正致力于保证老年各群体中
不同年龄组福利的公平性，联合
国人口基金（UNFPA）将继续与
国内合作伙伴一起，制定基于事
实和数据、以权利为基础的政
策，应对中国快速的老龄化。公
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共同努力和
合作是必须的。要更大限度地发
挥私营部门的作用，发挥其创新
的潜力，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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