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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一览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2013 2014 2014 2014

年11月 年   2月 年   3 月 年10月

推出 卓越中心 和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南》

推出 技术咨询和支持 建立 专家库 首期学院讲习班

88 
年的协会历史

（1927年创立）

32,366 
次《国际社会保障评论》文

章下载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社会保障卓越管理中心 

800 
多人参加协会各项

活动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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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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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项社会保障良好实践

（来自85个国家）
业已录入协会

数据库



20162015 2016

年   6月 年上半年 年11月

首期学院证书培训 推出认可计划 推出新的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南》

首期学院讲习班

8
套《社会保障

管理指南》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数据均为2014年度

144,693 
位访客

1,155,377 
页次的访问量
协会门户网站

327  
个会员机构分布于

157  
个国家

（2015年6月）



虽然许多社会保障制度继续面临与人
口发展和财政制约相关的可持续性方
面的诸多挑战，但许多地区业已通过作
出新的政治承诺和加强社会保护在国
际发展议程中的显著地位而推动了社
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从全球来看，社
会保障日益被视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投
资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成本，并被视为
维护经济和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手段。

尽管背景多样且复杂，但诸多的社会保
障管理机构通过承诺创新和加强业绩
而团结一致。继2013年推出的先锋系列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南》为核心管理
领域制定国际专业标准之后，国际社会
保障协会已采取重大步骤加强其对会
员机构提供的实际支持。国际社会保障
协会卓越中心介绍和推广有关知识以
及促进学习和交流等服务便是这些努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1月开通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技术咨询和支持”服务为会员机构

便捷地获得专家咨询和支持提供了渠
道。2014年10月成立的国际社会保障
协会学院围绕运用《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指南》实施项目的实用性讲习班，提出
了多样化的课程安排时间表。2015年，
我们与国际知名培训机构合作，推出了 
证书培训计划，为国际社会保障工作人
员提供有关《国际社会保障指南》的专

年度回顾
导言

随着社会和经济转型对
社会保障管理机构部门
提出各种新要求，社会保
障机构变化的步伐不断
加快。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的回应是，作出富有活力
的创新，同时进一步着重
抓紧促进卓越社会保障
的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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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所有会员机构、各技术委员
会、各合作伙伴和全体工作人员在过
去的一年为杰出的计划所作出的贡
献以及所展示出的我们协会力量所
在的高层次承诺和参与表示感谢。

家培训。2015年晚些时候，我们将试点
对实施协会国际专业标准的会员机构
进行认可表彰，并在2016年期间逐步
推广。   

过去一年见证了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新
活动计划以令人兴奋的方式得以开始
执行。首先是在非洲（2014年12月在卡
萨布兰卡）举行的本三年度全球首次区
域社会保障论坛，吸引了创纪录数量的
人员与会，并反映了该大陆有关社会保
护方面的各种特别正面的观点。（2014
年11月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国际社会
保障协会国际研究会议为专家和决策
者辩论和分析目前所面临的一些社会
保障方面最急切的问题提供了平台。     

2014年8月在法兰克福与国际劳工组
织和德国工伤保险同业公会(DGUV)共
同主办的世界职业安全与卫生大会取
得了空前成功，有来自143个国家的近
4000人与会，充分体现了全球预防网
络的力量以及零严重和致命工伤事故
这一鼓舞人心的愿景。

本《年度报告》展示了过去十二个月期
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充满生机活动计
划的这些和其它亮点。展望未来，创新
和致力于支持卓越的社会保障管理继
续是我们努力更好地为会员服务的愿
景和计划的主要特点。

埃罗尔·弗兰克·斯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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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示过去的一年
事件

来自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视觉印象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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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社会保障的标兵
卓越中心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诸会员机构正在表明，高绩效管理是可持续和有
效社会保障的一个关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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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卓越中心在活动首
开之年便得到会员机构的热烈响应，
许多首席执行官、经理和行政管理者
积极使用一系列的新产品和服务，以
便加强社会保障管理方面的良好治
理、优异绩效和提高服务质量。

卓越中心扩大了面向会员机构的创新
服务范围。在推出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学院讲习班之后的最初六个月就有来
自55个国家的80多家机构参加，而会
员的初步反馈表明学员对讲习班的内
容、质量和相关性高度满意。2014年，
一批世界一流的培训机构联手成立了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培训联盟，以便为
若干地区提供有关《国际社会保障协
会指南》的高级证书培训课程。

基于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秘书处的技术
咨询和支持服务回应了会员机构有关
知识、分析和专长的100多起求助。国
际社会保障协会认可计划将于2015年
晚些时候开始试点，该计划将使会员
们能够评估其执行国际标准的情况。 

初步反馈证实，每个地区的会员机构，
其中一些机构是在董事会层面，采纳了
一套或多套《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南》，
并且很多机构已将这些国际专业标准
纳入其战略规划和质量管理体系。会员
们表达了对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这一
战略重点的全力支持，并且预计将就（
卓越）中心下一阶段发展的优先事项细
化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磋商。 

卓越中心将通过有针对性的知识资
源、实用性会员服务和推出新的指南
继续扩大其规模，为所有社会保障机
构，无论其任务、规模和地理位置如
何，提供独特而综合的资源。

www.issa.int/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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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核心领域的国际公认专业标
准。指南目前覆盖八个领域。

技术咨询和支持
协会技术咨询和支持团队满足会员
机构在实施《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
南》方面的额外技术和支持需要。

专家库
专家库汇聚了本协会会员机构
的知识和人才，作为能力建设
和会员与会员磋商的资源。 

学院讲习班 
学院讲习班为社保专业人员提供
机会用以交流经验和依据协会指
南确定应对挑战的解决方案。  

学院证书培训课班  
与外部合格培训伙伴协作开办学
院《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南》高级
寄读证书培训班，以协助管理人员
在其机构内部建立专业能力。  

认可
协会认可计划将向运用协会指南的
机构提供正规的评估和认可。 在对
机构的指南合规水平作出评估后，机
构将能获得卓越行政管理的认可。  

新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南》 
将在世界社会保障论坛上向会
员机构推出更多涵盖管理新领
域的指南或更新的现有指南。  

年11月 2013

2015 年6月

2016 年上半年

2016 年11月

2014 年10月

2014 年3月

2014 年2月



国际社会保障专业标准 
卓越中心 

协会会员正在社会保障核心领域成功实施《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指》 

作为卓越中心的基石，协会指南
首次汇编了社会保障具体管理领
域范围内何谓卓越的国际公认专
业标准，并辅之以精选的案例研
究、良好实践和其它参考资料。 

各区域的实例证实，无论是否由于董
事会决定而使用这些指南作为管理
的基准，会员机构正在咨询和采纳
这些指南。墨西哥、摩洛哥或菲律宾
机构的理事机构已承诺实施这些指
南。在澳大利亚、爱尔兰、约旦、荷兰
和阿曼等国，高级管理人员已开始应
用这些指南或已在其机构内对某一
具体管理领域进行了自助评估。（中
心）正在开发新的知识产品和服务
领域，以协助会员实施这些指南。 

使机构能够通过外部评估流程评估
其执行一套或多套《国际社会保障协
会指南》的协会认可计划将于2015
年晚些时候进行试点，预计2016
年期间将对协会全体会员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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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ssa.int/guidelines

社会保障管理指南 

• 良好治理
• 缴费征收与合规
•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
• 信息和通信技术
• 预防职业风险
• 重返工作和重新融入
• 服务质量
• 工作场所健康促进

新的和更新过的指南（2016年晚
些时候推出）

• 精算工作（与国际劳工组织 
合作）

• 社会保障机构通信工作
•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 信息和通信技术（更新的内容）
• 工作保留和由失业重返工作 
• 职业病防范（更新的内容）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遍布世界各地 

美洲 
北美中美洲联络处 
由国家雇员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局 做东 
墨西哥, 墨西哥城

安第斯国家联络处
由秘鲁教师退休金协会（the Derrama Magisterial） 做东
秘鲁, 利马

美洲南锥体国家联络处
由全国社会保障管理局东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葡萄牙语国家联络点
由全国社会保障局做东
巴西, 巴西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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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迁待定

42
正式会员

86
正式会员

17
联系会员

29
联系会员

59

总计

115

总计

59

115



93 59 60 115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会员机构
（2015年6月）

非洲
北非联络处
由国家雇员社会保险基金做东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西非联络处
由社会保险局—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会做东 
科特迪瓦, 阿比让

中非联络处
由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会做东 
喀麦隆, 雅温得

南部非洲联络处
由社会发展部做东
南非, 比勒陀利亚

东非联络点
肯尼亚 内罗毕

亚太
阿拉伯国家联络处
由社会保障公团做东
约旦, 安曼

南亚联络处
由雇员国家保险局做东
印度, 新德里

东南亚联络处
社会保障署做东
马来西亚, 吉隆坡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东亚联络处
由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做东
大韩民国，首尔

中国会员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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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46
正式会员 正式会员

12
联系会员

14
联系会员

93

总计

60

总计

93

60

327



全球预防文化
预防 

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第二十届世界职业安全与卫生大会再次确认了建
立全球预防文化的国际承诺，以顺应社会保障角色从“付费者”向“参
与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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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零愿景” – 一个无致命或严重工伤
的世界 – 和全球预防文化是2014年8月25至
27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的第二十届世界
职业安全与卫生大会的重要成果。

这次大会由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和国际劳工
组织联合举办并由德国工伤保险同业公会
(DGUV)做东，汇聚了来自143个国家的近
4000位与会者，是其55年历史上的最大盛
会。

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背景下，劳动人口继
续面临众多传统的和新的与工作有关的健
康挑战，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负担。  

据代表国际劳工组织首次出席世界大会的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莱德(Guy Ryder)
说，每年有230多万人的工伤事故和职业病
受害者，依然高居“无法容忍”的水平。总干
事承诺要在其组织的核心优先事项中加强
职业安全工作。   

大会重申了以人为本的预防理念，作为以现
代和全面的预防观中的关键战略要素，确保
工作场所安全，同时还促进健康与福祉、就
业能力及重返工作。 

鉴于补偿、医保和康复的大部分费用均由社
会保障系统来来承担，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也
呼吁社会保障计划由“付款者”向“参与者”
转变，并更加重视预防战略。

大会上介绍了与重要预防领域相关的国际
社会保障协会国际指南。 这些指南支持社会
保障机构为全球预防文化作出贡献并确保
机构计划的可持续性。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已采取多种举措，包括与
其它国际组织合作，在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
节上加强安全与卫生标准，因为经济全球化
的增强要求采取国际化和一体化的解决方
案来管理各种职业风险。 15

www.issa.int/prevention



卓越社会保障的研究与发展
知识

协会在影响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优先领域继续支持研究、分析和知
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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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已开展对影响社会保
障管理部门的趋势和挑战的分析，并协调
了针对会员机构若干优先事项重要领域
的研究。 

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充足性和可持续性
列入了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国际研究大会
议程，此次大会由色列全国社会保险署做
东于2014年11月3至5日在耶路撒冷举行，
会议吸引了来自35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专
家和学者。 

与会者分析了社会保障的社会和经济影
响以及有效的给付设计及其交付等问题。
会议重申了通过确保政策基于实据来确
保公众对社会保障的信心和信任的重要
性。

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仍然是核心焦点，
协会出版了一本有关确保覆盖移民工人
的有效措施的实用手册，因为在许多地区
移民工人在劳动力大军中占比很大，对社
会保障政策和计划也是一种复杂的挑战。 

协会继续分析外部因素 - 或大趋势 - 未来
几十年将如何影响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
会保障管理机构如何可以预见和减轻它
们对社会的影响。社会保障和大趋势 系列
中的第二份报告探讨了气候变化和自然
资源匮乏对社会保障的一些潜在后果。     

在其它领域，对社会保障储备基金新一期
的分析业已完成。“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储
备基金监测”评估和分析了储备积金管理
的各个方面，包括资产配置和绩效，它为
会员机构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从而协助会
员运行其储备基金。   

协会刊物《国际社会保障评论》一份双期
特刊，通过协会充满生机的社会保障战略
理念视镜，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和
经济目标作出贡献方面能够发挥的一些
重要作用作了一些探讨。  

www.issa.int/megatrends



非洲卓越的社会保障
非洲

协会非洲区域社会保障论坛对在非洲大陆上发展社会保障表
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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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至5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举行的非洲区域社会保障论坛的重点是：
设计和管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正在对
数以百万计非洲人的生活产生积极的社
会和经济影响。 

在论坛上提交的有关发展和趋势的协会
报告 《非洲：改善社会保障的战略方法》 承
认, 该地区在扩大和提供社会保障方面取
得了显著进步。报告指出，在加强社会保
护的政治承诺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步骤使
该地区社会保障计划取得了更大的创新、
协调和效率。 

根据协会副会长萨依德•艾赫米杜奇(Said 
Ahmidouch)的描述，非洲社会保障现正
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因为社会保障在国
家发展议程中正在获得中心的地位，而社
会保障机构日益所表现出的特点是采纳
创新方法和智能应用新技术。他说，机构
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效率和效益，以便
确保制度和扩面的长期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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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非洲良好实践奖 

非洲区域社会保障论坛期间，从破纪录数
量的提交稿件中评选出两个并列获奖机
构授予著名奖项。

毛里求斯社会保障、全国团结和机构改革
部的获奖文章为：毛里求斯社会登记简
介。

摩洛哥退休津贴集体计划的获奖文章为：
充分灵活的多渠道客户关系管理。

特别成就提名奖颁发给了8个机构。竞赛
吸引了22个国家中的29家机构的58份参
赛投稿。 

www.issa.int/rssf-africa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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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和发展卓越社会保障的知识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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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物和资源

www.issa.int/review

国际社会保障评论 

首刊于1948年的《国际社会保障评论》是世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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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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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社会保障计划 

www.issa.int/SSPTW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4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Africa, 2013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Europe, 2014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America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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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issa.int/DT

社会保障发展和趋势

2014

Africa
Strategic approaches to 
improve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S  &  TRENDS

从非洲开始，该系列报告辨识、综合和分析了在全球和区域层次最为重要的社会保障近期发展与趋势。这些报
告使用协会秘书处收集的大量数据和具体范例，确认了社会保障在每个区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有英文版本。其他语言版本根据地区而有所不同。

社会保障和大趋势报告 关于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手册

Climate change and
natural resource scarcity

MEGATRENDS AND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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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BOOK 
on the extension of social security 
coverage to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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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TRENDS AND SOCIAL SECURITY

Labour market megatrends 
and social security

HANDBOOK 
on the extension of social security 
coverage to the self-empl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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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匮乏
该报告探讨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匮乏对社会保障制度的- 直接
和间接的 - 影响，并强调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对策。
有英文版本。提要有：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劳动力市场大趋势与社会保障
该报告探讨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如何能够减缓和影响劳动力市场
中的大趋势的影响。
有英文版本。其他语言版本根据地区而有所不同。

对于社会保障机构而言，覆盖某些人口群体过程中的诸多行政挑
战可能会构成严重的障碍。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各类手册为参与
社会保障管理的决策者、管理者和专家提供了实用资源和扩面措
施。

《关于扩大社会保障覆盖以惠及移民工人手册》
有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俄文版本

关于扩大社会保障覆盖以惠及自雇人员手册
有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版本

www.issa.int/megatrends www.issa.int/hand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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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和疾病保险 政策分析和研究统计、精算和财政研究 信息与通信技术

老年、残疾和遗属保险 组织、管理和创新就业政策和失业保险 就业事故和职业病保险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 互助津贴社团缴费征收与合规 家庭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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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秘书处
4 route des Morillons 

Case postale 1
CH-1211 Geneva 22

T: +41 22 799 66 17 
F: +41 22 799 85 09

E: issa@ilo.org

www.issa.int

欲了解关于加入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
www.issa.int/jo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