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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年度回顾

正值庆祝协会成立90周
年之际，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继续代表和构建唯一的全球
性社会保障管理者团体。组
成本协会会员的杰出的领导
人群体和专业人员群体协助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成为世界
各地社保管理机构高度密切
相关和重要的合作伙伴。过
去的一年又是一座里程碑，
它见证了卓越中心第一期的
完工，见证了国际社会保障
协会的影响力已经扩及诸如
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和经
合组织等组织之中。展望未
来，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正带
着激动人心的规划，开发创
新性对策，应对社会保障面
临的关键挑战。 

自1927年在国际劳工组织倡议下，17家疾病保险
和互助津贴社团汇聚一起以来，国际社会保障协会走
过了漫长路程。九十年后，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代表着
320多家会员机构，它们共覆盖30多亿人口，管理着6

万多亿美元基金，雇用人员达300多万。有史以来第一
次，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跨越158个国家。

年度的一个亮点是2016年11月在巴拿马举行的
世界社会保障论坛(WSSF)。这一事件是社会保障的重
要时刻，它邀请到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专业人员
参会以分析影响社会保障的主要趋势和挑战。国际社
会保障协会发布了一份突破性的新报告：《社会保障
面临的十大挑战》，该报告总结了社会保障管理机构
所面临的主要的全球性问题。这一事件还见证了由国
际社会保障协会介绍的有关监控、整理和评估应对未
来挑战的、具有创新性的实用对策的规划。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在提供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方
面的专业领导能力是独一无二的。这已在世界社会保
障论坛上得到明确展示：推出了四套新《指南》和对现
有《指南》的增订和修订本，卓越中心现在提供12套完
整的有关社保管理重要领域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
南》，而且各种语言版本都有。这些都可通过我们重新
设计的网站和新的手机应用（APP）获得准入，并辅有
量身定制的出版物和良好实践的支持。　

卓越中心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阶段是两个会员机
构获得了首次“国际社会保障协会认可”奖，它们因实
施《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南》在巴拿马荣获“卓越证
书”。“认可”计划的启动标志着2014年启动“卓越中心”

以来的第一阶段工作业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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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会保障论坛上还选举了新的会长和司库，
以及执行局委员和监控委员会主席及委员。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继续构建其在国际上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应邀参加诸如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劳
工就业部长会议等重要国际活动；通过在斐济苏瓦开
设新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太平洋岛国联络处以及将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中部非洲联络处从喀麦隆迁至加
蓬等方式构建网络。

2017-2019年计划和预算获得批准，意味着有了
令人兴奋的规划，它要求本协会进一步发展以满足会
员快速演化的各种需求。

这些计划的目的是与我们会员建立更加密切的
接触，并针对全球会员在数字经济带来重大社会保障
挑战和深刻变革背景下快速演化的需求开发应对之
策。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创新计划的推出旨在确定和分
享创新解决方案和新方法，它不仅将丰富国际社会保
障协会卓越中心的价值，而且使国际社会保障协会这
一团体能够更好地塑造社会保障的未来。　　

我们谨对所有为这一高度极富成效年度积极做
出贡献的会员、合作伙伴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我们
特别要感谢即将卸任的官员：会长罗尔•弗兰克•斯杜
威先生、副会长萨依德•艾赫米杜奇先生和司库菲利
普•科尼斯先生在过去三年期所给予的强有力领导和
支持。我们期待未来几年我们充满活力的协会跨入又
一个积极和有吸引力的时代。

岳阿基姆•布罗伊尔博士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长

汉斯-霍斯特·康克乐伍斯基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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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协会(ISSA)一览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简

称“协会”或“ISSA”）是面向社
会保障管理机构、政府主管部
门和经办机构的全球领军国
际组织。通过专业化指南、专
业知识、服务和支持，协会促
进卓越的社会保障管理，使其
会员能够在全球发展充满活
力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协
会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下
成立于1927年。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数据为2016年数据。.

 社区
ISSA提供专属会员社区，通过活动和专家网
络促进合作和交流

 知识
ISSA开发专业标准，进行研究和分析，并确定
良好实践

 服务
ISSA向社会保供障管理机构提供实用的服务
和支持

 创新
ISSA促进创新的方法以加强管理，预测风险
和管理变革

 宣传
ISSA支持全球宣传活动，促进全面的社会
保障

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大事记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

2016年世界社会保
障论坛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中部非州联络处迁
址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预防技术研讨会

第11届国际社会保
障协会技术委员会
论坛

2016年11月14-18日 

巴拿马，巴拿马城
2017年3月2-3日 
瑞士，日内瓦

2017年3月21-22日 
加蓬，利伯维尔

2017年4月12-13日 
马来西亚，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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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项社会保障良好
实践 录入ISSA数
据库

30亿  
人口得以覆盖

6万亿 
美元基金

300万 
雇员

49,900
次下载  《国际社
会保障评述》文章

1,596,828
页次访问量 访问
协会门户网站

323
个会员机构分布
于158个国家

1,883
人参加ISSA各项
活动

150+
多个会员机构参
加ISSA学院活动

1927
年协会创立

第4
届全球社会保障
论坛于2016年11
月在巴拿马召开

12
部指南面向社会
保障管理 

金砖国家劳工和就
业部长会议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筹资技术研讨会

纪念国际社会保障
协会90周年执行局
学术研讨会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信息通信技术研讨
会
2017年5月22-23日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2017年6月28-29日 
瑞士，日内瓦

2017年7月26-27日 
中国，重庆

2017年8月22-23日 
喀麦隆，雅温德

 



美洲

由国家雇员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局做东
墨西哥, 墨西哥城

北美中美洲联络处

由秘鲁教师退休金协会(Derrama Magisterial)做东
秘鲁, 利马

安第斯国家联络处

由全国社会保障管理局东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美洲南锥体国家联络处

由全国社会保障局做东
巴西, 巴西利亚

葡萄牙语国家联络点

欧洲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欧洲网络
指导委员会由社会保险署做东
波兰, 华沙

欧亚大陆联络处
由俄罗斯联邦养老基金做东
俄罗斯联邦，莫斯科

5916
正式会员 联系会员 总计

正式会员 联系会员 总计

正式会员 联系会员 总计
正式会员 联系会员 总计

43 83 110

59

110 323

255个，来自于147个国家正式会员：
68个，来自于40个国家联系会员：

总计有来自158个国家的323个会员机构
(2017年6月)

96 59 58 110

58

96
非洲

亚太

由国家雇员社会保险基金做东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北非联络处

由社会保险局—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会做东
科特迪瓦, 阿比让

西非联络处

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主办
加蓬，利伯维尔

中非联络处

由社会发展部做东
南非, 比勒陀利亚

南部非洲联络处

由东部和中部非洲社会保障协会
肯尼亚，内罗毕

东非联络点

由社会保障公团做东
约旦, 安曼

阿拉伯国家联络处

由雇员国家保险局做东
印度, 新德里

南亚联络处

社会保障署做东
马来西亚, 吉隆坡

东南亚联络处

由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做东
大韩民国，首尔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东亚联络处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做东
中国, 北京

中国会员联络点

由斐济国家公积金做东
苏瓦，斐济

太平洋联络点

 

961383 46 12 58

非洲 美洲 亚太 欧洲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遍布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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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美洲 亚太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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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世界
社会保障
论坛
1000
参会者

125
个国家

44
场会议

130位
发言者

www.issa.int/fr/wssf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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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会保障论坛
“世界社会保障论坛”是社会保障决策者和专业人员的最大国际盛会。2016

年11月14至18日在巴拿马的巴拿马城举行。论坛由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主办，由巴
拿马社会保险基金会经办。

 社会保障是一种投资
社会保障对人、社会和经济具有重大和长

期的积极影响，并且是对人力资本和社会凝聚
力的一种重要投资。

  到2030年实现全民覆盖是一项全
球目标

今天受到社会保障保护的人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多，并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载
入了坚定的政治承诺，到2030年实现人人享有
社会保护的目标。

  社会保障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全
球挑战

论坛期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发布了一份
新报告《社会保障面临的全球十大挑战》，阐明
了社会保障制度如何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全
球性挑战；这些挑战正在改变着社保制度赖以
建立的基本参数，要求社会保障机构制定战略
性的协调对策，并在管理方面作出创新。

  创新对于社会保障的未来至关重
要

社会保障所面临的挑战要求决策者和管
理者确定创新性对策，以确保可持续发展和应
对不断演化的风险和需求。

  社会保障必须确保以人为本的方
针并努力追求卓越

为了回应公众期望的提高，社会保障机构
以技术创新和重点加强以人为本的服务为基
础，努力追求卓越的管理。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为社会保障管
理机构提供了一个全球平台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是社会保障管理者针
对社保所面临的挑战交流有关开发和确定创
新性解决方案战略的独一无二的全球性团体。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卓越中心为社会保障机
构提供无与伦比的资源和支持，提供促进卓越
管理的国际《指南》、专家网络和各种服务。

转变生活，塑造社会.

选举新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官员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理事会选举出协会新一任会长和司库，他们分别是德国法定工伤保险同业公

会(DGUV)总干事岳阿基姆•布罗伊尔博士(Dr Joachim Breuer)和俄罗斯联邦养老基金董事会副主席科兹洛
夫先生(Mr. Kozlov)。同时，还选举出监控委员会的审计员若干人和一名副审计员 [ 比利时的让·马克·范登
伯格先生(Mr Jean-Marc Vandenbergh)任主席、波兰的帕韦尔·雅罗谢克先生(Mr Pawel Jaroszek)、科特迪瓦的
帕特里夏·蔻爱珍女士(Ms Patricia Koizan)和马达加斯加的拉乌尔·罗曼·阿里扎克·拉贝库图先生(Mr Raoul 

Romain Arizaka Rabekoto) ]。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荣获国际社会保障协会颁发的“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以表彰其在扩大养老

金、医疗保险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护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世界社会保障峰会
论坛的压轴部分是世界社会保障峰会，来自阿根廷、布基纳法索、中国、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和乌

拉圭等国的部长和高级官员以及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经合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代表出席了峰会。

世
界
社
会
保
障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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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九十年的卓越社会保障

1927年10月4日
互助津贴社团和疾病保
险基金会国家联盟国际
大会在布鲁塞尔成立。
秘书处设在国际劳工组
织在日内瓦的新总部内

1938年
秘鲁国家社会保险基
金会成为首个加入
CIMAS非欧洲国家机构

1947年
CIMAS正式更名为国际
社会保障协会（ISSA）

1951年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关
注开发技术和研究活
动，设立首批常设委员
会，并组织召开国际
大会

1967年
协会的期刊更名为《国际
社会保障评论》，确定为
社会保障领域权威性的
学术季刊出版物

1936年
本协会改为国际社会
保险大会（法语字母缩
写为CIMAS），并将吸纳
入会条件扩大到负责
伤残、老年和遗属保险
的社会保险机构

1958年
决定开展区域活动，随
后迅速扩增国际社会
保障协会会员并开设
地区办公室

1962年
首届非洲区域大会在
突尼斯召开，随后首届
亚洲区域大会在东京
举行

1
9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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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协会的期刊更名为《国际
社会保障评论》，确定为
社会保障领域权威性的
学术季刊出版物

1999年
发起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倡议，
对社会保障在社会和经济发展
中的根本作用进行通报和促进
国际对话

1998年
发布首个国际社会保
障协会网站和在线
数据库——世界社会
保障（Social Security 

Worldwide）

2013年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发
起具有创新意义的社
会保障管理卓越中心
以及系列国际专业
指南

2007年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组
织在莫斯科举行的首
届世界社会保障论坛，
来自129个国家的1150

多位部长、决策和管理
人员参加

1996年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成功
组织斯德哥尔摩行动倡
议。这一由国家和国际专
家组成的咨询进程达成
广泛共识，社会目标和
宏观经济需求两者需要
平衡

2012年
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签署谅解备忘录，致力于加强合作，
在全球范围扩大和促进社会保障

2017年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宣

布了一项新计划，以分
析数字经济对社会保

障的影响

2
0

1
7

1980年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设
立公共信息部门，负责
跟进和传播社会保障
行政管理知识

1977年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庆
祝成立50周年，具有会
员的国家数量首次超
出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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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中心

您的社会保障管理迈向良好治理、高标绩效
和服务质量的门户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卓越中心”位于全球卓越社会保障共同
体的核心。2016年随着国际社会保障协会认可计划的推出见证了该
中心完成构建。　 

该中心提供四个主要支柱性活动：

 指南
位于卓越中心核心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南》代表着社会

保障管理12个核心领域国际公认的专业标准。全面的知识库为管
理者提供实施指南的支持。

  学院
该学院为会员们提供解决问题、学习和交流平台以及能力

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机会的准入。

  技术咨询和支持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技术咨询和支持团队使会员机构能够获

得用以支持改善管理的额外知识、指导和专业知识。

 认可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能够得到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对其符

合我们国际专业管理标准的正式评估和认可。国际社会保障协
会“卓越证书”是全球唯一为社会保障管理机构量身定制的认证。

无论社会保障机构的职权、规模或地理位置如何，卓越中心继
续通过其具有针对性的知识资源和实用性的会员服务发展其业务
范围，为他们提供独一无二的全面一体化的资源。

www.issa.int/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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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社
会
保
障
指
南卓越中心 国际社会保障指南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南》代表着社会保障
管理的唯一专业标准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南》使社会保障管理人员得以获取有关
社保管理重要领域国际最佳实践方面的简明实用知识。

为了提供支持性资讯和应用性实例，每套《指南》都辅有额外资
源、参考资料和良好实践实例。

2016年11月推出了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技术委员会编制的另外
四个管理领域的新《指南》。

  ISSA社会保障管理指南
> 良好治理

> 服务质量

> 缴费征收与合规 

> 信息和通信技术**

>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  

> 促进可持续就业*

> 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宣传沟通*

> 社会保障精算工作(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 

> 扩大覆盖面的管理解决方案*

> 重返工作与重新融入

> 预防职业风险**

> 工作场所健康促进

www.issa.int/guidelines

*新指南
**更新过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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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转型   更高的公众期待

挑战 挑战9 10

  弥合覆盖鸿沟   整个生命历程中
的不平等现象

  人口老龄化   青年工人就业

挑战 挑战 挑战 挑战1 2 3 4

  劳动力市场和数
字经济

  健康与长期护理   新的风险、冲击
和极端事件

 保护移民工人

挑战 挑战 挑战 挑战5 6 7 8

“一个积极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未来取决于管理者分析、预判和消减风险的能力”

汉斯-霍斯特·康克乐伍斯基 

秘书长



全
球
十
大
挑
战
　全球十大挑战

全球社会保障的保护水平处于前
所未有的最高纪录，覆盖面不断扩大。
基于强烈的政治承诺和卓越管理，社
会保障正在改变着世界所有地区的生
活和塑造社会。

全球共同体承诺按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一如既往地支持并更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
保护。为实现这一雄伟目标，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我
们面对的挑战，开发妥当对策。

这就是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为什么准备了这份报
告，它突出显示了社会保障制度面对的十大最重要的
全球挑战。

 全球十大挑战报告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在巴拿马城举行的“世界社

会保障论坛”上发布了一份具有突破性的2016年报
告《社会保障面临的全球十大挑战》。该报告的调查
结果是在世界各地280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保机构研
究和磋商的基础上得出的，突出强调了社会保障管
理机构所面临的十大挑战。

同时，为了便于更好地了解迅速变化的社会
保障环境，该报告提供了令人感兴趣的例子，说明
国际社会保障会员机构如何运用创新解决方案来
成功应对已确定的挑战。

在此报告基础上，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正与各
地区会员合作，按区域优先次序对这些全球挑战进
行排序。成果报告将在未来三年内每次区域社会保
障论坛上发布。

www.issa.int/10

17ISSA 年度报告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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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创新是国际社会保障协会2017-2019年活动

计划的一个关键要素。
创新计划是备受高度赞赏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卓越中心作为

一种动态的互补层面而开发的：

> 超越《指南》和良好实践中评估的原则 

> 分享应对迫切挑战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 针对全新问题共同开发创新

创新计划在协会执行局今年6月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启动。许多
贵宾莅临研讨会，包括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官
方代表团、前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选任官员、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
员机构和区域性社会保障机构的代表。学术研讨会也标志着2017年
庆祝本协会成立90周年系列活动的开始。

创新计划将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工作流程。第一个是有关应对
社会保障全球十大挑战的创新解决方案；第二个要解决数字经济带
来的影响、风险和机遇问题。这两个工作流程将是整个国际社会保
障协会的活动，包括技术委员会、地区机构和总秘书处项目中的主
流工作。

该计划的主要产出将包括在区域社会保障论坛、专业会议和区
域技术研讨会上的创新网络及交流。还将通过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创
新奖以及以首席执行官作用为重点的“领导力”系列创新活动来促进
创新。最后，将作出规划，通过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创新实验室共同努
力创新。

www.issa.int/observ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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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字
经
济

数字经济将深刻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
将怎样工作，怎样生活。

数字经济

为了解和开发应对变化之策，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发起了数字经
济与社会保障观测站。

观测站将收集多方面有关数字经济及其对社会保障影响的主
题论述，主流化贯穿所有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活动，并将向协会会
员机构就社会保障管理机遇与挑战问题提供指导。

观测站将从两个角度观察这种变化：

> 数字经济可能怎样改变社会保障的环境

> 数字经济可能怎样影响社会保障的管理

为此，提供给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机构的新的工具将包括一
个可提供实时录像分析和数据的媒体扩展幕墙。

该“展望未来”计划得到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技术委员会，以及来
自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大会和活动、会员观察、良好实践、文献评论、
外部专家研究与建议等所有研究成果的支持。

www.issa.int/observ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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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和资源

 ISSA门户网站和移动应用

 国际社会保障评论

www.issa.int

www.issa.int/review

卓越社会保障相关知识

首刊于1948年的《国际社会保障评论》（以下简称《评论》）是
全球社会保障领域的主要季刊。由领军社会保障专家撰写的文章
提供关于热门问题的国际对比和深度探讨，以及关于社会保障政
策和制度的对比分析研究。此外，该刊物还发表特刊和专刊，探讨
协会会员机构尤其感兴趣的政策和管理专题问题。

在线准入：自1967年以来出版的英文版文章; 2007-2013年出
版的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版的文章。协会会员可以通过我的协
会免费准入《评论》。

《评论》现以英文版出版。所有新文章都有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德文、葡
萄牙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文章摘要。

协会门户网站就全球社会保障的管理提供全面的信息、新闻、数据和分析。专属服务只向
协会会员提供，包括个性化的我的协会（My ISSA）空间和对协会卓越中心、协会指南和其它重
要资源的全面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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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越
社
会
保
障
相
关
知
识

  全球社会保障计划

  社会保障面临的全球十大挑战
《社会保障面临的全球十大挑战》

报告聚焦了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全
球最重要的十大挑战。此外，为了便于
更好地了解迅速变化的社会保障环境，
该报告还提供了令人感兴趣的有关协
会会员机构具有创新性对策的一些实
例，说明这些会员机构如何成功应对确
定的挑战。后续的报告将从协会全球会
员所在区域的角度探讨解决这些挑战。 

语言版本因地区而异。

  金砖国家
2011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启动了

金砖国家社会保障项目。这份与金砖国
家中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机构合作
编写的新报告，界定了这些国家所面临
的可持续性方面的挑战。
有英文版。

 社会保障充足性   大趋势和社会保障

www.issa.int/SSPTW

www.issa.int/10www.issa.int/BRICS

www.issa.int/adequacy www.issa.int/megatrends

ADEQUACY IN SOCIAL SECURITY SERIES

UNEMPLOYMENT
BENEFIT PROVISION

Measuring multivariable adequac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ADEQUACY IN SOCIAL SECURITY SERIES

RETIREMENT
BENEFIT PROVISION

Measuring multivariable adequac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ISSA-COUV-RETIREMENT-2015.indd   1 26/08/15   17:09

BRICS countries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  
for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这一系列的综合研究成果包括
亚太卷、非洲卷、美洲卷和欧洲卷，
在两年期间内每隔6个月出版一卷。
每一卷均概要介绍该特定区域社会
保障计划的特点。全球社会保障计
划是美国社会保障署与国际社会保
障协会之间合作努力的产物。
有英文版。

什么构成一项充足的待遇或服
务？充足的待遇和服务可以被什么基
准定义和最终衡量？本系列文章分
析了充足的养老金和失业，并提出
了定义和衡量充足性多变量手段的
定量模型。
养老待遇给付：英文版本。 失业待遇给付：英
文和法文版本。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正在分析主
要的外部因素-或曰大趋势-在未来
数十年里将如何影响社会保障制度，
以及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如何能够预
测及减轻其对社会的影响。国际社会
保障协会编写了关于4个关键领域
的报告，大趋势将影响这些领域社会
保障制度的背景和需求：劳动力市场；
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匮乏；人口结构
变化； 工作、家庭和性别。

有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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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治理和组织机构

理事会

监管委员执行

理
事
机
构

会长

国际社会
保障协会官员

岳阿基姆•布罗伊尔博士

副会长
伊恩·卡林顿

司库
尼古拉•柯兹洛夫

秘书长
汉斯-霍斯特·康克乐伍斯基

大会

会员服务
和宣传处

秘书长办公室

社会保障
发展处

缴费征收与合规 

就业政策和失业保险

统计、精算和财政研究

家庭津贴

就业事故和职业病保险

信息与通信技术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

老年、残疾和遗属保险

医疗保健和疾病保险

互助津贴社团

组织、管理和创新

政策分析和研究

预防特别委员会

国际预防分委会

总
秘
书
处

总秘书处

资源和服务处

技
术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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