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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回顾

I

在快速变化的世界，社会保障赋予了人们权利。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代表
的是一个致力于实现社会保障积极影响的社会保障领袖和专业人员的
独一无二的全球团体。在继续卓有成效地通过促进卓越管理支持这一
承诺的同时，协会还通过创新解决方案应对重大挑战，塑造社会保障制

度未来。年内开展的各项活动已日益将本协会定位为优越特权论坛。

在为30多亿人提供社会保障保护的153个国家拥有
323个会员机构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代表的是对卓越社
会保障的一种全球承诺。在我们会员（机构）工作的300万
专业人员所拥有的重要作用和经验不仅使本协会成为社
会保障各方面无与伦比的知识和经验源泉，而且是促进
全球社会保障的重要伙伴。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不断演变发展, 以确保这一重要
价值影响每个会员并惠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因此，
我们欣然报告，今年，在实现提高会员对卓越中心的参
与度、确立针对重大社保挑战创新解决方案的新重点、
以及在国际层面加强促进社会保障能力的三年期目标
方面，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取得了重要进展。 

所有社会保障制度都面临着已确定的全球十大挑
战。为帮助确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协会在高度成功的
非洲和美洲区域社会保障论坛上推出了具有突破性意
义的《社会保障面临的全球十大挑战》的区域版本报告。
在各地区会员的大力支持下，报告概述了各地区社会保
障机构所面临的优先挑战和针对性强的最新解决方案。 

社会保障计划可持续性和充足性所面临的一个主
要挑战是全球向数字经济的技术转变和工作流程自动
化的日益扩大。技术创新正引领全球转型，它不仅会影

响人口的社会和经济安全，还会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设
计、筹资和目标。 

因此，2018年4月在摩洛哥举行的第15届社会保障信
息和通信技术国际大会非常及时。该活动让来自世界各
地的信息通信技术专业人员有可能讨论人工智能、大数
据和其它重大发展对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影响。此外，国
际社会保障协会通过其“数字经济和社会保障观察站”继
续对社会数字转型, 包括随之而来的对社会保障管理机
构的挑战和机遇等提供见解。

我们目睹了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所有会员机构在参与
本协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总秘
书处内部采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工具将改善服务体验并
使我们的联系更加密切，提升了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在推
特网和领英网上的社交媒体形象。这种注重满足我们所
有会员需求的努力已经开始呈现出积极的结果。

卓越中心是会员裨益的核心，它为社会保障管理机
构提供权威的专业标准和服务，通过能力建设（学院讲习
班和证书培训班），覆盖从我们独一无二的《国际社会保
障协会指南》（专业标准）到“认可”（对实施《国际社会保
障协会指南》进行正式评估和认可）。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会员正在越来越多地运用这些《指南》改进社会保障管
理流程和程序。对现有《指南》的修订和更新以及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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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工作正在进行中，将在2019年世界社会保障论坛
上发布。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也一直十分积极地在国际舞台
上促进社会保障。近一时期，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在诸如
二十国集团和东盟等国际论坛上努力加强促进社会保
障，并与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IFAD)、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合作伙伴进
行了接触。  

2017年9月，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开展了第一次旨在改
善工作中的安全、健康和福祉的全球宣传运动。“零伤亡
愿景”(Vision Zero)运动的发起恰逢第21届世界职业安全
与卫生大会在新加坡举行，并成为该重要国际盛会的一

大亮点。通过在亚洲、欧洲、欧亚大陆、非洲和北美发起区
域宣传运动，已有2000多家企业、机构和职业安全与卫生
培训员参加宣传运动。

因此，对于本协会而言，过去的一年是积极的一年，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及其会员机构在国际层面促进社会保
障、应对重大共同挑战以及支持创新社会保障设计、治理
和交付等目标方面均取得了进展。 

我们谨感谢过去一年为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工作做
出积极贡献的所有会员、合作伙伴和工作人员，并期待
与诸位并肩协作，来年为卓越的社会保障进一步建设和
发展我们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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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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保障协会重大活动 

 2017年第21届世界职业
安全与卫生大会 

▸ 2017年9月3至6日 I

   新加坡 

非洲区域社会保障论坛 
 

▸  2017年10月23至25日 I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美洲区域社会保障论坛 
       

▸ 2017年11月22至24日 I

   乌拉圭蒙得维的亚

第15届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社会保障信息通信技术国
际大会

▸ 2018年4月18至20日 I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 社区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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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开发专业标准，进行
研究和分析，并确定
良好实践 

▸ 服务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向社会保障管理机
构提供实用的服务
和支持 

▸ 创新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促进创新方法以加
强管理，预测风险和
管理变革

▸ 宣传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支持全球宣传活
动，促进全面的社
会保障

I
协会一览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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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会员能够在全球
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于1927年在

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下成立。

除另有标注外均为2017年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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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

6万亿 
美元基金 

30亿 
人口得以覆盖

3百万 
雇员 

数字ISSA

1927
协会创立

323
个会员机构分布于  

153个国家

17 
个区域机构 

遍布世界各地

1,436 
人参加 

ISSA各项活动

214
个会员机构参加 
 ISSA 各项活动

12 
个技术委员会 

+ 1个预防特别委员会

57,000
次下载  

《国际社会保障评述》文章

700
项社会保障良好实践 

 录入ISSA数据库

12
部指南   

面向社会保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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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卓越中心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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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中心通过有针对性的知识资源和实用性会员服
务继续扩大其规模，为社会保障机构（无论其使命、规模
或地理位置如何）提供独一无二的综合资源。 

该中心提供四个主要支柱活动：

▸ 指南
处于卓越中心核心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南》代

表着社会保障管理12个核心领域的国际公认专业标准。 

每部指南都辅以其它的资源、参考资料和良好实践
实例作为补充，为指南应用提供支持资讯和实例。

▸ 学院
学院向会员提供学习、交流和解决问题的平台准入，

并通过学院讲习班和证书培训班提供能力建设和人力
资源发展的机会。去年，约有450名人员参加了协会学院
活动。

▸ 技术咨询和支持
协会技术咨询和支持团队使会员机构得以准入用以

支持其行政改进的额外支持、指导和专业技能。

▸ 认可
协会认可计划向实施协会《指南》的会员机构提供正

规的评估和认可。由独立专家审核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卓越证书”是为社会保障管理机构量身定制的唯一全球
认证。迄今，来自比利时、喀麦隆、马来西亚、摩洛哥、秘鲁
和乌拉圭的会员机构已获得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认可，
其它一些机构也开始了认可进程。

www.issa.int/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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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社会保障管理指南

I

www.issa.int/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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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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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伤亡愿景”的建立系基于这一共识：工伤事故和
职业病既非命中注定，也非无法避免，而总是事出有因。
强大的预防文化能够根除这些肇因，并能预防与工作相
关的事故、伤害和职业病。

“零伤亡愿景”理念灵活，可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依据
安全、健康或福祉方面的具体预防重点进行调适，适用
于所有工作场所、企业或行业。

“零伤亡愿景”已在全球引起共鸣——已有2000多家
企业、机构和职业安全健康培训师登记加入该项运动，
而且国家和地区的启动活动正在国际上形成引领势头。 

www.visionzero.global

#VisionZeroGlobal 

I
零伤亡愿景 

安全.健康.福祉

I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2017年9月在新加坡主办的第21届世界职业安全与
卫生大会上首次发起了改善职业安全、健康和福祉的全球零伤亡愿景

运动。

安全

零伤亡 
愿景

福祉

健康

2017年9曰4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1届世界职业安全与卫生大会
上正式发起“零伤亡愿景”(Vision Zero)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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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伤亡愿景
美洲启动

美国马里兰州
贝塞斯达市 

2018年5月10日

零伤亡愿景
非洲启动

科特迪瓦阿比让 
2018年4月26日

零伤亡愿景
欧洲启动

德国杜塞尔多夫
2017年10月17日

零伤亡愿景
欧亚大陆启动

俄罗斯联邦索契
2018年4月10日

零伤亡愿景
亚洲启动
泰国曼谷 

2017年9月12日

零伤亡愿景
全球启动

2017年世界职业安全与
卫生大会

新加坡滨海湾金沙 
2017年9月4日

Health Safety Wellbeing
3 Core Values

各地“零伤亡愿景”运动的启动

七大黄金准则

这一宣传运动围绕着“七大黄金准则”展开。七大黄金准则提供了一个路线图，指向更佳的工作条件、提高的竞
争力，以及协助企业、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降低成本。

5.  
从机器、设备和工
作场所着手，确保

安全和健康

 6.  
提升资质 

——开发能力

7.  
对人员进行入 

——通过参与调动
积极性

1.  
发挥领导力 

——展示决心

 2.  
识别危险 

——控制风险

3.  
确定目标 

——制订方案

4.  
确保具备安全和健

康的体系 
——要组织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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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强调，建立全民社会保护的国家底线是《可持续
发展目标》议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和经济发
展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非洲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
机构是协助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行动者。在一些国家，只
有十分之一的人得到某种形式的社保覆盖。

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奋起
迎战覆盖面挑战意味着开发和运用创新战略。

论坛强调了非洲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在这一日益具有
挑战性的背景下创新性地扩大覆盖面和改善管理。为分
享实践知识和经验，论坛的卓越日特别进行了有关成功
机构的举措和良好实践的演讲和讨论。案例研究展示了

如何应对非洲所面临的社保管理挑战，并探讨了国际社
会保障协会卓越中心如何为会员提供服务。

为满足我们会员的多样需求，论坛举办了欢迎活动，
让会员了解更多有关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服务和产品，
建立人脉、交流经验和了解良好实践。

I
非洲区域社会保障论坛

I

2017年10月23至25日，来自4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汇聚埃塞俄比
亚亚的斯亚贝巴出席非洲区域社会保障论坛。论坛应埃塞俄比亚公务

员社会保障局(PSSSA)邀请由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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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社会保障面临的全球十大挑战

论坛见证了关于非洲社会保障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的一份重要新报告 

（社会保障面临的十大全球挑战 - 非洲）的发布。起草该报告的主要信息来
源于非洲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机构。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机
构将该地区的这些挑战按轻重缓急
进行了排列。确定的非洲社会保障所
面临的前五大挑战是：

• 弥合覆盖面鸿沟  

• 更高的公众期望

• 健康与长期护理 

• 青年就业

• 整个生命历程中的不平等现象

良好实践奖

 2017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非
洲良好实践奖被授予喀麦隆全国
社会保险基金(Caisse nationale de 

prévoyance sociale – NSIF)，以表彰其
建立员工电子学习系统。国际社会保
障协会良好实践奖影响力日益增强。
值此之际，来自21个非洲国家的30个
机构提交了近70篇文章参赛。

www.issa.int/en/rssf-africa2017

“政治承诺、经
济发展和管理
改善的融合意
味着非洲正在
更加有效地处
理覆盖面的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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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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惠及更广泛社会群体方面，
采取的战略方法和创新举措取得了进展。论坛回顾了美
洲的成功实践做法，特别是缴费型和非缴费型两种方法
之间的协同增效和互补作用。

展望未来，美洲社会保障机构意识到新兴数字经济
的挑战，而这些新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为了把握这些机
遇，该地区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认识到，在社会保
障制度设计方面的创新需要遵循预测的劳动力市场变
化和社会转型。 

为了分享实践知识和经验，论坛的卓越日特别平行
举办了有关成功机构的举措和良好实践的演讲和讨论。
案例研究展示了如何应对美洲所面临的社保管理挑战，
并探讨了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卓越中心如何为会员提供
服务。

论坛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让我们会员了解更多有
关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服务和产品，建立人脉、交流经
验和良好实践。

I
美洲区域社会保障论坛

I

应乌拉圭社会保险银行(Banco de Previsión Social – BPS)邀请， 来自25

个国家的215位代表出席了2017年11月22至24日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
举办的美洲区域社会保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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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社会保障面临的全球十大挑战

论坛见证了关于美洲社会保障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的一份重要新报告（
社会保障面临的十大全球挑战 – 美洲）的发布。报告收纳了本地区国际社
会保障协会会员机构提供的详细信息。对咨询和调查问卷的答复反映了对
其国家社会保障发展的重要见解。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机构按轻重缓急
列出了该地区的挑战。确定的美洲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前五大挑战是：

• 人口老龄化

• 健康与长期护理

• 弥合覆盖面鸿沟

• 技术转型

• 青年工人就业

良好实践奖

2017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美洲
良好实践奖被授予该论坛主办方乌
拉圭社会保险银行(Banco de Previsión 

Social – BPS)，以表彰其创新性地扩大
社会保障覆盖面惠及共享经济中的
员工。与其它地区一样，国际社会
保障协会良好实践奖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机
构。 2017年，美洲竞赛吸引到了来自
10个国家21个机构的62篇文章参赛。

www.issa.int/en/rssf-americas2017“社会保障机
构可为美洲的
每个人实现社
会保障目标发
挥重要作用。”

岳阿基姆•布罗伊尔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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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机构位列全球最大的信息
通信技术管理者之中，雇员300万，服务于30亿人口。信
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正在迅速改变其工作方式和
与公民的互动。大会传递的重要信息如下：

▸ 未来就在此处
诸如人工智能、认知计算、区块链技术、大数据分析

和数字身份的电子服务等新兴技术并非未来概念。这些
技术和解决方案业已得到社会保障机构的广泛开发和
实施。

▸ 战略领导力
信息通信技术的开发、实施和使用可从根本上改变

社会保障机构的运营和为其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因此，
有关信息通信技术的战略决策以及建立机构信息通信技
术治理框架同样都日益成为高层管理人员的责任。

▸ 数据是关键
对数据的准入和分析是尽可能充分利用信息通信

技术改善对客户服务的关键。因此，社会保障机构应运
用《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信息和通信技术指南》中建议的
数据管理做法进行数据存储，确保质量，有效地分析和
使用这些数据。

▸  保护关键服务和客户数据
正是由于数据是关键，数据保护至关重要。对数据的

准入取决于用户的信任，这意味着他们的数据必须得到
保护。因此，社会保障机构必须通过实施网络安全措施来
确保个人数据和机构服务得到保护。 

▸ 信息通信技术行业论坛
大会期间还举行了一场信息通信技术行业论坛，以

加强社会保障机构与具有社会保障业务链的世界级信息
通信技术企业之间的对话与谅解。

▸ 在线社区
为了继续让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之间以及与信息

通信技术专家进行交流和学习，已在领英平台(linkedin.

com)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保障信息技术领英群”。  

www.issa.int/en/web/ict2018

I
社会保障信息通信技术国际大会

I

第15届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社会保障信息通信技术(ICT)国际大会的一
些重要议题是：信息通信技术治理、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和大数据分
析。大会由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经办，由摩洛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Caisse 

nationale de sécurité sociale – CNSS)主办，于2018年4月18至20日在卡
萨布兰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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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届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社会保障信息通信技术
国际大会展示了世界各地社会保障机构正在如何拥抱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技术和区块链等新技术；见
证了沙特阿拉伯使用自动会话机器人、爱沙尼亚使用通
用电子身份认证技术、以及大韩民国进行大数据分析以
改善国家的卫生服务。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数字经济和社会保障观察站”

加强了解数字经济和更大自动化给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带
来的社会经济机遇和挑战。观察站正根据分析向国际社
会保障协会会员们通报诸如业务流程、交付模式、大数据
和新风险等一系列广泛问题的演变。 

尽管今天我们可能拥有约200万台工业机器人，但到
2030年这一数字可能会增加到超过1100万台。尽管这些
机器人可替代人工，但它们也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并具

有改善服务的可能性。社会保障机构需要适应并最大限
度地利用这一新现实。

正在进行中的全球转型将影响人口的社会和经济保
障。新兴数字经济虽然重要，但它只是需要在社会层面
创新应对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因素。其它因素还包括：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步伐人口增长趋势和老龄化模式、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未来几十年男女可获得的
工作种类和数量。

www.issa.int/observatory

I
数字经济与创新

I

数字经济和日益增加的自动化正深刻转变社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了
应对日益拓展的数字经济和不断提高的自动化形势，各国社会保障机构
不断调整其业务运营。虽然各地区和各国的转型步伐不尽相同，但这种全
球转变是长期的和不可逆转的。在这个重要领域进行创新对策知识分享

正变得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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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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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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委员会由社会保险署做东
波兰, 华沙

由国家雇员社会保险基金做东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由社会保险局—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会做东
科特迪瓦, 阿比让

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主办
加蓬，利伯维尔

由斯威士兰国家公积金主办 
斯威士兰，曼齐尼

由东部和中部非洲社会保障协会
肯尼亚，内罗毕

由社会保障公团做东
约旦, 安曼

由雇员国家保险局做东
印度, 新德里

社会保障署做东
马来西亚, 吉隆坡

ﾠ由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做东
大韩民国，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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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斐济国家公积金做东
斐济，苏瓦

由俄罗斯联邦养老基金做东
俄罗斯联邦，莫斯科

由全国社会保障管理局东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由全国社会保障局做东
巴西, 巴西利亚

欧洲

59

110

58

96
非洲

 

会员机构

正式会员 联系会员 总计

会员机构

正式会员 联系会员 总计

会员机构

正式会员 联系会员 总计

会员机构

正式会员 联系会员 总计

43 16 59 83 27 110 83 13 96 46 12 58

亚太

南非联络点

中非联络点

北非联络点

西非联络点

东非联络点

阿拉伯国家联络处

南亚联络处

东南亚联络处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东亚联络处

中国会员联络点

太平洋联络点

北美中美洲联络处

安第斯国家联络处

美洲南锥体国家联络处

葡萄牙语国家联络点 欧亚大陆联络处

国家社会保障协会欧洲网络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遍布 
世界各地
在全球范围促进社会保障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通过与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促进
社会保障的积极影响以及维持和扩大覆盖面的必要性。

国际合作
在与国际劳工组织密切合作外，国际社会保障协会还加强了

在诸如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合作等重要国际论坛上的影响力
度，采取重要步骤与经合组织(OECD)、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农业
发展基金开展组织合作，并与世界银行签署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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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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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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委员会由社会保险署做东
波兰, 华沙

由国家雇员社会保险基金做东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由社会保险局—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会做东
科特迪瓦, 阿比让

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主办
加蓬，利伯维尔

由斯威士兰国家公积金主办 
斯威士兰，曼齐尼

由东部和中部非洲社会保障协会
肯尼亚，内罗毕

由社会保障公团做东
约旦, 安曼

由雇员国家保险局做东
印度, 新德里

社会保障署做东
马来西亚, 吉隆坡

ﾠ由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做东
大韩民国，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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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斐济国家公积金做东
斐济，苏瓦

由俄罗斯联邦养老基金做东
俄罗斯联邦，莫斯科

由全国社会保障管理局东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由全国社会保障局做东
巴西, 巴西利亚

欧洲

59

110

58

96
非洲

 

会员机构

正式会员 联系会员 总计

会员机构

正式会员 联系会员 总计

会员机构

正式会员 联系会员 总计

会员机构

正式会员 联系会员 总计

43 16 59 83 27 110 83 13 96 46 12 58

亚太

南非联络点

中非联络点

北非联络点

西非联络点

东非联络点

阿拉伯国家联络处

南亚联络处

东南亚联络处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东亚联络处

中国会员联络点

太平洋联络点

北美中美洲联络处

安第斯国家联络处

美洲南锥体国家联络处

葡萄牙语国家联络点 欧亚大陆联络处

国家社会保障协会欧洲网络

323个会员机构分布于153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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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A门户网站和移动应用
国际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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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issa.int

I
出版物和资源

卓越社会保障相关知识
I

▸ 国际社会保障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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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和深度探
讨，对社会保障政策和制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此外，该
刊物还针对协会会员机构尤其感兴趣的政策和管理专题
发表特刊和专刊。

在线准入：自1967年以来出版的英文版文章; 2008-

2013年出版的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版的文章。协会会
员可以通过我的协会免费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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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issa.int/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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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返工作的 
回报

对受伤工人和健
康原因而旷工工人的医疗和职业康
复措施所进行的直接投资的全球投
资回报率是多少？本报告运用雇主、
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的财务资产负
债表提供了该问题的答案。在三种
假设情景下，预计的成本收益比显
示对重返工作措施投资具有巨大正
面的经济潜力。
有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版

www.issa.int/-/the-return-on-work-

reintegration

▸ 全球社会保障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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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合作的成果。
有英文版  

www.issa.int/SSPTW

▸ 零伤亡愿景：
七大黄金准则

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既非命中注
定，也非无法避免，而总是事出有因。
通过建立一种强大的预防文化，能够
根除这些肇因，并能预防与工作相关
的事故、伤害和职业病。零伤亡愿景
是一种旨在预防，整合各个层面工
作中安全、健康和福祉三维要素的
转型方法。
有8种语言版

visionzero.global/Guides

▸ 社会保障面临
的十大全球挑战 
- 非洲

《 社 会 保 障 面 临
的十大全球挑战 - 非洲》报告按优
先重点列出了非洲社会保障制度所
面临的十项最重要的全球挑战。值
得注意的是，覆盖面鸿沟、满足公众
期望以及获得健康和长期护理被该
地区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组织列
为前三大挑战。报告也同时提供了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机构针对应
这些和其它已确定的挑战而成功采
取的有趣的创新对策范例。
有英文和法文版

www.issa.int/10

▸ 社会保障面临
的十大全球挑战 
– 美洲

《 社 会 保 障 面 临
的十大全球挑战 - 美洲》报告按优
先重点列出了美洲社会保障制度所
面临的十项最重要的全球挑战。值
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获得健康
和长期护理、以及关注覆盖面鸿沟
被该地区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组
织列为前三大挑战。报告也同时提供
了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机构针对
这些和其它已确定的挑战而成功采
取的有趣的创新对策范例。
有英文和西班牙文版

www.issa.int/10

▸ 储备基金监控

社会保障储备基
金非常重要：它们为未

来的人口变化、平稳的现金流和支持
可持续性提供了财务拨备。许多基金
正在对储备基金如何管理、所投资的
资产以及投资回报进行审查。对储备
基金的良好治理不可或缺，因此国际
社会保障协会鼓励经验交流以协助
会员管理好储备基金。新报告涵盖
了最新数据年度2016年的基金业绩
报告。
有英文版 

www.issa.int/en_GB/resources/rfm

The Return on Work 
Reintegration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Africa, 2017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Retirement and Disability Policy
Office of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Statistics
500 E Street, SW, 8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254

SSA Publication No. 13-11804
Released: September 2017

VISION ZERO

7 Golden Rules – 
for zero accidents and healthy work
A guide for employers and managers

www.issa.int/10

GLOBAL CHALLENGES  
F O R  S O C I A L  S E C U R I T Y 10 

AMERICAS

Reserve Fund Monitor

www.issa.int

Social Security Reserve Fund Monit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Geneva, 2018

2016

www.issa.int/10

GLOBAL CHALLENGES  
F O R  S O C I A L  S E C U R I T Y 10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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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监管委员会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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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秘
书
处

会员服务和宣传处

秘书长办公室

社会保障发展处

资源和服务处

技
术
委
员
会

就业政策
和失业保险

就业事故
和职业病保险 互助津贴社团 政策分析和研究

家庭津贴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 组织、管理和创新 统计、精算
和财政研究

缴费征收与合规 信息与通信技术 医疗保健
和疾病保险

老年、残疾
和遗属保险

预防特别委员会

国际预防分委会

I
协会治理和组织机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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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津贴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 组织、管理和创新 统计、精算
和财政研究

缴费征收与合规 信息与通信技术 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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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遗属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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