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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ISSA)一览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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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   第4   546
年协会创立 届全球社会保障论坛 

定于2016年11月在巴拿马召开
项社会保障良好实践 
录入ISSA数据库

  322   1,642   42,000
个会员机构分布于
156 个国家

人参加  
ISSA各项活动

次下载 
《国际社会保障评述》文章

  12   150多   1,883,487
部指南
面向社会保障管理 (2016）

多个会员机构参加 
ISSA学院活动

页次访问量 
访问协会门户网站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数据为2015年数据。

促进卓越的社会保障

  社区 知识 服务 创新 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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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A开发专业标准，进行研
究和分析，并确定良好实践

ISSA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提
供实用的服务和支持

ISSA促进创新的方法以加强
管理，预测风险和管理变革

ISSA支持全球宣传活动，促
进全面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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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A汇聚来自150多个国家的社会保
障机构，制定战略以应对共同挑战。在
这方面，三年度的最后一年对会员机
构而言是特别富有成效的。它体现于
协会在支持会员迈向卓越的能力建设
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还体现于一系列
为社会保障领袖和专业人员开展分析
和构建人迈网络而提供宝贵平台的重
大国际活动。

随着ISSA学院的扩展，新的重要领域
指南开发，以及表彰和标杆对比项目
第一阶段的实施工作，ISSA卓越中心
提供给会员的知识和服务得到了显著
的提升。

继2014非洲论坛之后，四个区域论坛
的其它三个——亚太、美洲和欧洲论
坛——也在本三年度举行，来自社会保
障机构的逾900位高层官员和高级管
理人员与会。尽管存在区域差异，一项
共同的现实思路在所有会议上都显而
易见。因为诸机构均认为，只有通过对
计划的经营管理进行更多的创新才能
不断取得进步。 

两个获得高度赞誉的国际会议突出显
示了ISSA为社会保障从业者提供的重
要平台。数字化改造和干扰是2015年
9月阿斯塔纳信息和通信技术国际会
议的焦点。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取决
于基础精算工作，精算师充满活力和

年度回顾
导言

ISSA促进卓越的目标将管
理视作社会保障成功和可
持续的关键。尽管在许多国
家尚存重大制约因素，但在
国家及国际层面强化社会
保护政治承诺在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被继续予
以显著的地位。良好治理、
高绩效且可信赖的社会保
障机构逐渐被认为是在复
杂且快速变化的环境下扩
大覆盖和保护人口所必要
的基础。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大活动2015/16 2015年9月2-4日 2015年9月16-18日 2015年11月2-4日 2016年4月11-13日 2016年4月18-20日 2016年11月14-18日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第14届社会保障信息和
通信技术国际会议



全球社会保障的关键问题提供动态语
境。

我们对确保在丰产之年取得成功而做
出积极贡献的众多会员、合作伙伴和
工作人员表示赞赏和感谢，并期盼在
协会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迈入一个
新的阶段。

不断变化的作用在2015年9月布达佩
斯精算师和统计员国际会议上得到了
解析。

ISSA计划在2015年进行的全球会员机
构问卷调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
十分之八的会员机构表达了对协会新
的战略方向的有力支持，且确认了对
ISSA活动效果和相关性的高度肯定。

展望未来，新的ISSA 2017-2019计划
将进一步强化ISSA作为权威机构制定
社会保障专业标准的角色。实用和定
制的服务将为会员提供与核心业务挑
战相关的服务并支持改进管理。为确
保ISSA 处于新兴发展的前沿并能够支
持会员管理创新，ISSA将加强其自身
的研究和创新能力。

在ISSA筹备2017年90周年庆典之际，
协会 “通过技术和管理改进而促进和
发展社会保障，以便在社会公正的基
础上改善大众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的
历史使命依然如初。

2016年11月在巴拿马举行的世界社会
保障论坛将标志着ISSA一个令人兴奋
的三年期登峰造极。在本三年度内，协
会在向会员提供知识性服务方面业已
取得决定性进展。世界论坛承诺为社
会保障政策制定者提供讨论和交流的
重要平台，并将为解决一些影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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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2-4日 2015年9月16-18日 2015年11月2-4日 2016年4月11-13日 2016年4月18-20日 2016年11月14-18日

匈牙利，布达佩斯
第18届社会保障精算师
和统计员国际会议

阿曼，马斯卡特
亚太地区社会保障论坛

墨西哥，墨西哥城
美洲地区社会保障论坛

瑞典，斯德哥尔摩
欧洲地区社会保障论坛

巴拿马，巴拿马 城
世界社会保障论坛



图示过去的一年
活动

来自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视觉印象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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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卓越的社会保障管理
卓越中心

ISSA卓越中心提供用以支持社会保障良好治理、高绩效和服务质量
的基础知识和服务

ISSA社会保障管理卓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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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全面的
知识库为管理者们实施指南提供支持。

学院 

学院向会员提供解决问题、学习和交流
的平台准入，并提供能力建设和人力资
源发展的机会。

学院讲习班为社保专业人员提供与同事
交流的机会，并依据协会指南确定应对
具体的机构挑战和需要的解决方案。

与外部合格培训伙伴协作开办的学院关
于社会保障国际专业标准的高级证书培
训有助于管理人员在其机构内部建设专
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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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彰
协会表彰计划将向运用协会指南的会员
机构提供正规的评估和表彰。在对某机
构的指南实施水平作出评估后，该机构
将能获得对其行政管理成就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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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ssa.int/excellence

由于行政官和管理人员参与了旨在加强
社会保障管理的一系列创新产品与服务， 
ISSA卓越中心的发展在2016年达到了新
水平。

随着2013年首推的ISSA指南被热烈欢迎，
卓越中心战略加强了培训和能力建设的提
供。ISSA学院计划扩展迅速，由几个地区多
家世界级培训机构组成的ISSA（培训）联盟
组织了第一批针对社会保障专业人员的证
书培训课程。该课程为参与者提供（社会保
障）行政管理方面国际专业标准的应用知
识，使其掌握对机构有价值的具体知识和
资源。

同时，2015至2016年间在20多个国家举办
了专注于解决机构所面临具体挑战的学院
讲习班。截至2016年上半年，近500名社会
保障机构管理和工作人员参与了ISSA学院
活动。

ISSA表彰计划的试验阶段在2015年底
2016年初实施。该计划旨在使会员机构得
以评估其ISSA指南的实施情况， 并在缴费
征收与合规领域执行了一个试点项目。

设在ISSA秘书处的技术咨询与支持服务回
应了来自会员机构的100多起有关信息、知
识、分析和专业技能的求助。

2015年的会员问卷调查证实了会员对新
的ISSA战略重点的大力支持，通过与ISSA
执行局和技术委员会的协商确定了中心下
一阶段发展的优先事项。 

卓越中心将通过有针对性的知识资源、实
用性会员服务和新指南的推出继续扩大其
规模，为所有社会保障机构（无论其使命、
规模和地理位置如何）提供独特而综合的
资源。



国际社会保障指南
卓越中心

ISSA指南代表了社会保障管理领域唯一的专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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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ssa.int/guidelines

ISSA指南向社会保障管理者提供特定管
理领域关于国际最佳实践的简明实用的
知识。指南提供7种语言版本，受到越来越
多的会员机构的关注，

2015年会员机构问卷调查证实，超过
60%的会员机构正在使用或计划使用一
部或多部ISSA指南，其中一些机构在管
理层面使用，许多机构已经将这些国际专
业标准整合至其战略计划和质量管理体
系中。

四个新增领域的指南以及现有两个指南
的扩展修订版本已由诸ISSA技术委员开
发，并将于2016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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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指南
**更新过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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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和数字化改造
国际会议

第14届ISSA社会保障信息和通信技术国际会议



新兴和移动技术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
和沟通方式。社会保障，这一为数以亿计的个
人提供服务的制度也受到该趋势的影响。在
很多国家，社会保障在使用以人为本的信息
和通信技术方面，正在引领着创新。

在2015年9月2日至4日召开于哈萨克斯坦阿
斯塔纳的ISSA第14届社会保障信息和通信技
术国际会议上，技术在改进社会保障机构绩
效和服务质量方面的战略性作用是探讨的焦
点。大会由哈萨克斯坦卫生和社会发展部以
及国家社会保险基金做东，吸引了世界各地
超过300名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与会。

虽然技术对社会保障机构而言已变得更易于
获得，但大型和使命攸关系统的实施依然会
给机构带来重大挑战，令其不得不应对技术
和经济的各种影响以及技术的迅速革新。

作为本届会议所探讨例证的组成部分，改善
的电子服务和移动技术的创新应用已使社会
保障机构得以触及诸大众群体，诸如农村工
人等传统意义上难以覆盖的群体。覆盖面、筹
资和可持续性的改善便是创新运用信息与通
信技术的其中一部分直接影响结果。

本次会议分析了不断增长的跨边境协作以及
国家层面诸社会保障机构间协调工作的改善
如何日益需要社会保障机构保证互通性、有
效的数据交换以及信息系统的集成。随着成
本的不断增长和制度的日益复杂，社会保障
机构正在寻求共享的解决方案和通用应用软
件。

开发社会保障信息与通信技术国际指南是日
程的核心内容，会上介绍了其中两个新领域 -
社会保障协议和主数据管理- 的指南，以便让
诸社会保障机构进一步掌握这一复杂领域的
基础知识。

www.issa.int/IC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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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算工作与社会保障： 
预测风险，保障可持续性 

国际会议

第18届社会保障精算师和统计员国际会议



精算工作与社会保障： 
预测风险，保障可持续性 

第18届社会保障精算师和统计员国际会议
应匈牙利国家养老保险管理署的邀请 
2015年9月16日至18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
开。精算师在评估社会保障的影响和保证制
度的充足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作用和专业
技能从未如此至关重要，因而成为本次会议
讨论的核心。

超过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与会，讨论
了社会保障政策制定、待遇设计、筹资和管
理方面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以及精算
从业人员在这些过程中所做的贡献。 

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的有效管理对制度的可
持续性是一种重要贡献。同时，日益增多的
对投资业绩的审查、更加复杂的管理风险和
获得足够收益的挑战，意味着精算参与是必
不可少的。

社会保障储备基金和养老金计划位于最大
规模的机构投资者之列。与会者分析了投资
策略和趋势，包括人们对社会责任投资兴趣
的不断增长。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社会保障逐渐被视为一
种对一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投资，而非成
本。为了保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其
制度设计和筹资应当足够稳健和灵活，以适
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

会议介绍了ISSA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开发
的新的社会保障精算工作专业指南。指南阐
述了诸如在新计划成本核算、系统估值、调
控、结果沟通和同行审查程序等方面的良好
精算实践。

在经济和社会迅速变革时期，社会保障精算
师将在保障采取适当的投资策略并监测其
成功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www.issa.int/AC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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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会员

27
联系会员

56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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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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56 61 111

正式会员： 254个，来自于143个国家
联系会员： 68个，来自于40个国家
总计有来自156个国家的322个会员机构

（2016年6月）

82 48
正式会员 正式会员

12
联系会员

13
联系会员

94

总计

61

总计

94

61

111
322

* 开设于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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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东部和中部非洲社会保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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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联络点*
由斐济国家公积金做东
苏瓦，斐济



亚太地区十年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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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域社会保障论坛参会者认为，亚太
地区社会保障正得益于有利的环境而取得
前所未有的进展，但若要巩固和保障全面覆
盖，制度尚需要做好准备以应对新的挑战。

本论坛应阿曼苏丹国社会保险管理局的邀
请2015年11月2日至4日在阿曼马斯卡特举
行，吸引了超过300名参会人员。

拥有世界一半人口的亚太地区正经历着快
速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变化。这些变化为本
地区的社会保障管理和政策制定者带来了
非同寻常的挑战。

论坛分析了与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积极政
治意愿和“人口红利”的良性互动和保持一
致如何为本地区大多数国家近来在社会保
障制度设计、筹资和经办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而做出了贡献。

论坛总结认为，接下来的十年对本区域的社
会保障机构而言至关重要。积极的社会和经
济成果需要社会保障制度采取连贯综合的
方式，以不断完善的政治承诺为支撑，涵盖
社会保障和更广泛的社会事务和劳动力市
场政策，以便利用当前的背景和势头，进一
步持续扩大人口覆盖。

2015年亚太良好实践奖
ISSA亚太地区良好实践奖被授予（澳大利
亚）人文服务部和（韩国）国民年金公团。该
区域竞赛每三年一次，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
的48篇参赛文章。

www.issa.int/rssf-asiapacific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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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 美洲积极社会变 
化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

美洲区域社会保障论坛与会代表赞成将创
新方法和强烈政治意愿作为本地区社会保
障扩面工作的基本要素，并重申他们共同致
力于未来社会保障发展的合作。

该论坛于2016年4月11-13日在墨西哥城举
办，为来自28个国家的340名参会社会保障
领袖和管理者提供了分享和培育经验、良好
实践以及解决方案的特别机会。论坛由国家
雇员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局(ISSSTE)做东。

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加强政治承诺，协调
政策和提高管理效率的结果，美洲地区社会
保障扩面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尽管面临
通常具有挑战性的政策环境，社会保障设
计、筹资和经办方面的改善，使得社会保障
计划成为该地区社会和经济取得积极改变
的主要驱动因素。

尽管面临重大挑战，论坛仍以乐观的语调作
出了总结，指出创新能力和对改善保障管理
的承诺乃未来本地区社会保障良性发展的
条件。

2016年美洲良好实践奖
ISSA美洲区域良好实践奖被授予阿根廷联
邦公共资源管理中心，以表彰实施一项计划
使国内工人的社会保护取得了显著进展。本
次评选吸引了来自9个国家17个机构的53篇
参赛文章。

www.issa.int/rssf-america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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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区域社会保障论坛代表一致认为：不断
转型的劳动力市场，不公平性的加剧，非正
规就业的增长，加上人口趋势，正在对欧洲
社会保障制度提出新要求，需要根本变革和
管理创新。

论坛于2016年4月18-2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
摩举行，创纪录地吸引了330名政策制定者
和管理者。论坛由瑞典养老金管理局做东。

尽管存在深刻社会变革、财政紧缩和经济不
稳定的背景，欧洲社会保障制度正在有效地
适应日益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环境。论坛上
提交的范围广泛的例证显示了制度正在如
何创新并既主动又被动地加以应对，以减少
风险和保持对人口的全面覆盖。

论坛总结指出，尽管重大和复杂的问题将长
期影响运营环境，欧洲社会保障制度能够通
过将战略重点维系于跨越整个生命周期的
以市民为中心的服务提供以及更有针对性
的待遇和服务，继续保障全面和可持续的社
会保障制度。与会者一致认为，更有效的管
理需要依靠更多的协调和整合，以及加强与
公众沟通。

2016年欧洲良好实践奖

ISSA欧洲区域良好实践奖被授予爱尔兰社会
保护部，以表彰其在整合国家福利和就业服
务方面的成就。该评选共收到来自19个国家
27个机构的71篇参赛文章。

www.issa.int/rssf-europ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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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社会保障相关知识

IS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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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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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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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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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JANUARY–MARCH 2016

VOLUME 69 | NUMBER 1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LA SEGURIDAD SOCIAL
INTERNATIONALE VEREINIGUNG FÜR SOZIALE SICHERHEIT

    dna snoitacifitsuj laciteroehT :eporuE ni sessecorp noitazitavirp erac htlaeH   

empirical classifi    noitac 

     5102–1891 ,selpicnirp ytiruces laicos dna elihC ni smrofer noisneP    

    skcenelttob noitatnemelpmi fo tnemssessa sdohtem-dexim A :tnarG dlihC s’lapeN   

          ?metsys desab-pihsnezitic a ro tsirekrow a sdrawoT :ayneK ni smrofer ytiruces laicoS   

 Adjustment mechanis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actuarial neutrality in pension reforms



全球社会保障计划

www.issa.int/SS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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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充足性

www.issa.int/adequ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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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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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issa.int/DT

社会保障发展和趋势

2014

Africa
Strategic approaches to 
improve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S  &  TRENDS

该系列报告使用协会秘书处收集的
大量数据和具体范例，辨识、综合和
分析了在各区域最为重要的社会保
障近期挑战、发展与趋势。

语言版本根据地区而有所不同。

2016

The Americas
Strategic approaches to  
improve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S  &  TRENDS DEVELOPMENTS  &  TRENDS

2016

Europe
Strategic approaches to  
improve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S  &  TRENDS

2015

Asia
and the Pacific
Strategic approaches to 
improve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S  &  TRENDS

大趋势和社会保障

MEGATRENDS AND SOCIAL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and 
natural resource scar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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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ur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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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family and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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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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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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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版本。提要有其它语言版本。

www.issa.int/mega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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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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分析和研究

互助津贴社团

组织、管理和创新就业政策和失业保险

缴费征收与合规

统计、精算和财政研究 信息与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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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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