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加强综合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在欧洲地区，具有挑战性的经济和人口环境以不同方式影响着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管理。在过去五年
中，许多国家的面貌也已改观。目前面临的挑战包括应对增高的给付诉求(尤其是就失业保护而言)，
与降低的就业率和停滞的工资收入相联系的缴费收入的下跌，较为年轻和女性受益人数的相对攀升，
以及不断扩大的关于节约成本和提高管理效率的要求。同时，欧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护理和养
老保险制度长期性财务挑战依然存在。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在欧洲地区发展与趋势的证据
表明，各国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可以从容应对，提出有效、充满活力并且因而具有可持续性的回应举措。
正如本期社会政策亮点得出的结论那样，总体前景令人持谨慎的乐观主义态度，具体而言，欧洲综
合且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深厚传统将得以维护。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秘书长
汉斯—霍斯特·康克乐伍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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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挑战

就欧洲地区整体而言，经济、财政、劳动力市场和人
口发展状况对各国社会保障管理机构提出了巨大挑
战。然而，本地区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依然保持其特
有的生机活力并能够采取有效的回应举措。最为重要
的是，近一段时间见证了维护本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
综合性和可持续性的多方努力。这是国际社会保障协
会新近发表的题为“欧洲：加强综合社会保障体系的
可持续性”报告的其中一项重要发现。

正如该报告详述的那样，过去三年来在本地区科观察
到四个截然不同但又相互依存的发展动向：

·	 针对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对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作用
和能力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业已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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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亮点    

本期内容包括

—	聚焦欧洲社会保障体系面临
的不断演变的挑战

—	讨论支持社会保障卓越管理
和维护欧洲社会保障体系的
创新举措

—	概述社会保障政策和劳动力
市场政策如何能够携手共创
连贯一致的成果

—	倡导更加有效地将社会保障
的保护性、积极性和预防性
作用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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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准确而言，这是一个欧洲陷入动态和长期经济衰
退的问题，走出衰退依然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
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继续受到负面影响，但影响的方式
由于长期与短期因素的不同作用和影响而不尽相同。

总体而言，这些因素促使了社会保障制度财政健康状
况的弱化，加大了这些制度完全实现其目标的难度。
有时作为紧缩措施的一部分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在有
些情况下受满足欧盟财政稳定条件要求的驱动，或者，
从更为广泛的角度看，为了回应市场压力而降低主权
债务水平）动摇了公众对社会保障体系作用以及某些
制度提供适度给付的期待。

对于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而言，危机的阴影在两个不同
方面非常明显。首先，对于多数管理机构而言，近期
见证了短期财政挑战的进一步加剧，而这些近期挑战
与诸如人口老龄化、不断增加的养老金成本、医疗保
健与长期护理的提供、工人技能与雇主对劳动力要求
的不匹配及不断演变的家庭结构等长期性挑战相互交
织在一起。

其次，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不得不，通常以创新的方式，
适应和转变运作方式，以便回应民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及其不断增强的对优质公共服务的期待。当然，从积
极的角度看，目前的困难环境促使诸管理机构对其绩
效进行重新评估。对许多管理机构而言，由于目前财
政钱袋子上的绳子拉得更紧，并面临着新政策和新组
织结构的挑战，以及在应对收入贫困、社会保障缺乏
以及流动性越来越强的工人及迁徙人口需求等方面的
更高要求，总的讯息是需要进一步的改革。需要解决
的问题是 :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改变的作用和目标是什
么？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采用有效的和成本效益
型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和目标？

就业及早期积极干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失业是令人极为关注的一大问题。许多欧洲国家目前
一方面面临顽固性居高不下的长期失业率，而另一方
面则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是
灾难性的青年失业率。危机加剧了这一长期性的结构
问题。但是成功的应对举措已经出现：社会保障体系
与其他伙伴正加强合作以确保除了针对经济的不安全
性所提供的保护之外，所采取的连贯性应对举措要充
分考虑采取积极性和预防性措施以支持人们进入或重
返工作并获得职业（再）培训。

在欧洲地区的许多国家，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及政策制定
者们支持并赋予家庭权力的积极回应举措助推了妇女
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通过鼓励和促进非全时工作并
改进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可以在兼顾工人其他需求
的同时设定也支持社会保障系统可持续性的更为宽泛
的就业目标。这些需求包括化更多的时间与家人相处，
用于培训和休假，以及对有些人来说从事休闲活动。

近期表明社会保障给付和服务不只简单是对风险事件
的被动性事后反应，社会保障体系同样兼有事前的积
极和预防作用。目前人们认识到需要对所有这些作用
予以更高程度的重视并且以更加平衡和有效的方式予
以追求。

·	 在这一背景下，	社会保障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已经
越来越相互协调以便实现连贯一致的国家政策目标。

·	 在迈向将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性、积极性和预防性
作用更为有效和更具持续性地结合在一起方面已经
取得长足进展。

·	 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已采取具体措施以便促进这些措
施的实施和迈向卓越管理。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社会保障

欧洲近期发展状况的一个重大背景因素无疑当属危
机。当在欧洲背景下讨论危机的话题时，问题不只局
限于 2008 年晚些时候以及紧接此后所发生的具体事

主要事实和数字

—	2010 年，按照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定义的欧洲地
区有接近 8 亿人口，其中三分之二生活在城市
地区。

—	2010 年，欧洲人口的 20% 以上年龄为 60 岁或
以上。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升至近 30%。在
西欧，也是世界上最老龄地区，相应的数字分别
为 24% 以上和 32% 以上。2010 年，欧洲人口的
4.2% 年龄为 80 岁或以上。

—	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的覆盖水平总体上被认为是
全民覆盖。社会保障待遇的政策关注尤其涉及给
付的充足性和部分欧洲国家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
等和贫困水平。

—	平均而言，西欧用于公共社会保障的支出大约
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5%，其中的大部
分，约 18% 左右，用于现金津贴项目，其余的
用于医疗支出。独联体国家（CIS）的相应占比
为GDP的 14%，其中约 10% 的支出用于现金津
贴项目，其余的用于医疗支出。

—	在欧洲的一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
员国里，总体社会支出与GDP 的占比水平	在
2007 年和 2012 年间有所增加。在许多国家中 ,
实际开支至少上升了 6%。对这种增长的部分解
释是因为GDP增长下滑伴之以对失业保险津贴
的增高需求。实际公共社会开支仅在 2个欧洲的
OECD 成员国里出现了下跌，一是降幅为 14%
的希腊，另一个是降幅为 13% 的匈牙利。

—	在欧元区，总就业人员比危机前减少了 350 万人，
官方公布失业人员总数为近 1900 万人。长期失
业（即失业并寻找新工作达到或超过 12 个月者）
占失业人员的 42%。中东欧（非欧盟国家）和独
联体的有些国家已经减少了失业，但失业率依然
保持两位数。尽管各国的数字迥异，但欧洲所有
的年轻人（15 至 24 岁）中大约有 12.7% 目前既
未就业也未接受教育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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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中一个元素，社会保障管理走向电子化为提高
交付的效率和有效性提供了一片天地，并有可能为社
会保障制度的使用者赋予权力。但是以网络为基础的
战略性发展必须与这样一种事实保持平衡，即便是在
欧洲，个人对因特网的准入远未达到人人享有。令人
瞩目的是，传统的通讯渠道依然是许多客户更愿意的
选择，包括那些最弱势群体。

为了支持提供优质服务的努力并满足公众在此方面日
益增长的期待，更多的力量正被投入到赋权民众和更
好地告知民众的活动中。含蓄而言，这些措施也反应
了一种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在风险承担方面的再平衡
性，并反应了关于个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承担更大的
风险管理责任的要求。在寻求赋予人们权力时，挑战
在于保证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并保证使用资源充足
的满足所有顾客要求的服务提供平台，从而使全体民
众一直可以准入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改进的信息也同
时为赋权于社会保障工作人员提供了机会，进而对服
务的提供产生积极影响。

欧洲社会保障现状

尽管欧洲地区国情各异，但自 2010 年以来整个欧洲
在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一直呈现出更为显著的不
同。例如，失业特别是青年失业率迥异，人们感知的
解决这一特别问题的政策方法的成功反映出多个政策
部门之间的一系列通常是更为长期的干预举措。因此，
总的来说，政治、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均
有重要影响。尽管如此，以下四个共同主题支撑着本
地区诸社会保障管理机构正在采取的各种行动：

1.	社会保障制度已在减缓危机的即期下滑性社会经济
影响方面展示其有效性，继续发挥其“减震器”的
作用。然而，若要维护其以可持续的和有效的方式
发挥这一作用的能力，欧洲许多社会保障制度正在
进行或酝酿改革。

2. 通过将重点放诸如青年失业人员等受危机影响最大
的群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帮助储备人力资本，而
且为投资于未来人力资源发展提供了一个渠道。社
会保障体系在任何时候都通过与社会排斥的负面效
果做斗争而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不管是在工作
场所还是在非工作的环境里，所需要的是针对不同
部门民众所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采取更加量身定做
和更为全面的解决方式。

3. 通过采用妥当的积极和预防的措施进而与保护性社
会保障津贴与服务联手协作，预计重点将越来越多
地放在早期干预方面，以便预防和减缓下行风险。
尽管这种措施会导致对资源进行更为短期的投资，
但正在出现的证据表明此举可对工人、雇主、社会
保障体系和整个社会而言产生可以量化和正面的更
为长期的回报。

4. 在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为追求卓越管理而重温该如何
开展其所有运营操作之际，妥善使用最先进的信息
与通讯技术被认为是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针对参保
人和公民信息服务的其中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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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的是，这种认识是在某些国家的危机威胁会导致
开支削减，包括对预防措施投资的削减继而可能对诸
如职业安全卫生等工作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出现
的。而这种情况可能会恰巧伴之以增强的劳动和压力，
从而导致某些种类事故以更高的频率发生，以及工人
的社会心理状况和福祉的恶化。但同时，由于更高的
失业率，工人可能更加不情愿表达关于安全和健康的
工作条件方面的要求。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日益重视预防性和积极性干预
措施不仅能降低健康风险和与就业相关的风险，而且
还能确保当这些事故发生时其强度和后果都会有所减
弱。日益增多的关于这种活动的可衡量的积极影响的
证据—即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所称的与工伤预防、重返
工作计划、健康的工作场所甚至与支持更为健康的生
活方式相联系的预防回报”表明，人们越来越能够接
受更加全面和更加连贯地运用社会保障制度保护性、
积极性和预防性角色这一理念。

卓越管理：少花钱多做事

加强对社会保障制度所起作用及其实现可衡量目标的
监督是目前困难经济关口的自然结果：人们更多地关
注于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少花钱多做事”的需要。具
体的例证包括采用电子服务、机构重组、加大协调力
度，有时还包括公共机构的一体化。不同国家的社会
保障机构之间的协调也正在加强，以便更好地满足不
断增长的迁徙人口的需求。

社会保障体系支持“非支付报酬”
的生产活动

为了支持那些提供“非支付报酬”的护理服务活动，
根西、爱尔兰、泽西、马耳他、挪威和英国的养老金
体系或者将特定护理时段视同于缴费时段，或者在计
算用于确定养老金给付的年均缴费时不考虑这些时
段。诸如在德国实施的扩大儿童护理设施以便鼓励和
促进幼儿父母重返工作的举措可谓支持工作与生活平
衡的进一步积极措施。

欧亚地区移民工人的社会保障

在主要覆盖前苏联国家的欧亚地区，几乎 10% 的人口
（约 2400 万人）是在国外出生的。移民工人占劳动力
的百分比更高。在哈萨克斯坦，将近 21% 的人口是在
国外出生的。在欧亚国家中，除了亚美尼亚（54%）
之外，60% 以上的国外出生的移民人口处于工作年
龄（20-64 岁）；在俄罗斯联邦这一数字为 78%。

移民社会保障在欧洲这一地区的重要性首次于 2005
年在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与国际养老金和社会基金协会
签署的关于移民劳工社会保护与全球一体化联合宣言
中得到强调。2012 年 5 月，欧亚地区移民工人社会
保障框架指导文件发表。该文件阐述了加强移民工人
社会保障覆盖所需的原则和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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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欧洲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许多挑战看来将在可预见的
未来阶段挥之不去。财政拮据将继续对本地区社会保
障管理机构产生重大影响。反过来说，结构性就业问
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要求做出恰当的改革，包括设计
量身定做的行政和管理回应举措，特别是针对那些需
要得到支持以便能够积极从事有收入和无收入活动的
人员而言。尽管如此，来自本地区的证据表明，诸社
会保障管理机构正不断通过从容应对和有效治理来恰
当地回应这些挑战 ; 通过与其他利益攸关者携手合作，
并且通过广泛的公众和政治性支持，前景是一种谨慎
的乐观主义 ,	即欧洲综合且具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
系的深厚传统将得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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