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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常州市作为研究个案，分析 2008-2015 年养老保险的相关指标数据，对常州市养老保险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得

出了常州市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的大致发展趋势，并归纳出制约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针对性地提出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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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关。

引言

表 1 2008 年-2015 年常州市财政收支及社会保障支出情况

“城乡一体化”的思想渊源来自恩格斯在 19 世
纪中期提出的“城乡融合”一词。随后，英国学者
Ebenezer Howard率先提了“城乡一体化”概念，后

年份

地方财 地方财政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政收入
支出
支出
支出占地方财政
（亿元） （亿元） （亿元）
支出比（%）

2008

542.68

453.61

19.82

4.3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

2009

681.72

573.76

21.96

3.83

［2］

养老保险

2010

841.67

710.11

28.17

3.97

城乡一体化，指在城乡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农村和

2011

977.79

810.28

37.75

4.66

社会逐步打破养老保险二元结构的分割，将城镇居

2012

1117.03

930.51

46.81

5.03

民和农村村民在制度规划上进行整体统筹规划，取

2013

1169.32

933.70

55.65

5.96

2014

1283.76

1067.95

66.84

6.26

2015

1367.54

1158.93

74.72

6.45

［1］

被引入养老保险制度中。

断深入和完善养老保险一体化制度。

消城乡各种制度制约，消除城乡差异，使其在身份
和地位上无明确的本质区别，从而实现城乡发展制
度的融合和统一。

1
1.1

常州市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现状
养老保险财政投入持续增加
常州市政府对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非常支持，在

1.2

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模式构建
2013 年 11 月，江 苏 省 开 始 全 面 整 合 城 镇 居

民保险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建立了城乡一体化
的养老保险制度，常州市积极响应省政府的政策
号召，着手开展养老保险的城乡一体化模式构建。

社会保障领域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增加。从表 1 可

（1）调 整 行 政 区 划。2015 年 5 月，常 州 市 政 府 为

知，2008 年-2015 年，常州市整体经济发展良好，

更好地统筹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规避城乡发展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社会保障领域的相关支出均

体制中已经存在的多种弊端，把更多的有效人力

持续增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自 2009

和财力放在人民生活上，从更高层次上提升社会

年开始持续小幅增长，从 3.83%增长到 6.45%。其

公共管理和服务效能，调整了部分行政区划。（2）

中 2013 年投入增长幅度明显，与 2013 年常州开始

颁布有关通知。2016 年起，常州市财政与人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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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逐步并轨城乡一体化社保，并规定 2018 年要全

高，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 2008 年的 14967 元

部 落 实。2016 年 1 月 1 日 开 始，新 北 区 和 武 进 区

增长到 2015 年的 25358 元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从

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均并入市级统筹。

2008 年的 8128 元增长到 2015 的 14764 元。城镇

2016 年 10 月 14 日，常州市财政局颁布《关于调整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每年增幅均高于农村居民，城

市、区有关社会保障政策财政分担机制的通知》，

乡居民人均消费比呈现先逐渐降低后在 1.7 上下

推进城乡一体化，扩大政策覆盖面。主要实现了

范围内波动。

两个目标 ：第一，妥善处理城乡二元结构下局部投

表2

2008 年-2015 年常州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异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

实。通过统一市、区分担机制，明确两级政府事权

2008

21592

10171

2.123

责任，将天宁、钟楼、新北区范围内的农村地区视

2009

23751

11198

2.121

同城区，实现“同区同待遇、同城同待遇”的财政

2010

26269

12637

2.079

2011

29829

14838

2.010

2012

33587

16737

2.007

2013

36946

18643

1.982

2014

39483

20133

1.961

2015

42710

21912

1.949

入不均衡的问题 ；第二，促进区划调整后天宁、钟
楼、新北三个区域各项社会保障政策中的衔接落

［3］

分担机制。 （3）调整户籍制度。在城乡一体化
的发展背景下，常州市 2017 年对户籍制度推出了
新的政策规定，有四个新特点 ：一是扩大了劳动力
准入对象范围 ；二是降低投资纳税户口准入门槛 ；
三是提高购房投靠户口准入条件 ；四是大市范围
内户口实现互迁（常州市内六类户口可在城市和

表3

2008 年-2015 年常州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异

农村之间互相迁移）。总体来看，常州市城乡一体

年份

化的养老保险模式已经建立。

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元）

2008

14967

8128

1.843

2009

15961

8843

1.805

2 常州市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制约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人均 城乡居民人
消费支出（元） 均消费比

2010

17124

9924

1.726

城乡一体化模式下的养老保险是一种公共政

2011

18893

11208

1.686

策，它的发展变化与当前的政治环境无法脱离。要

2012

20519

12027

1.706

加快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就要深刻了解相

2013

23090

13563

1.702

关政策方针，综合考虑政府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关

2014

23590

13529

1.744

2015

25358

14764

1.718

系。常州的养老保险存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单
一支柱的基本养老制度无法承担社会保障、个人账

（3）人口老龄化。从 2015 年的统计年鉴可知，

户空账运行等问题。常州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的

常州市人口老龄化程度为 22.16%。老龄化程度的

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加深对常州市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也有影

2.1

社会现状
（1）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异。收入水平是体

响。在城镇和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发展中，农村的人

现城乡居民个人缴费能力和当前社会各项保障供

背景下，需要有效调节人口结构，改善人口老龄化

给能力的指标。城镇居民呈现出人均可支配收入

问题。

数量多且增幅小的势头 ；而农村居民则呈现出人均

2.2

可支配收入数量少且增幅大的趋势。从表 2 可见，

口老龄化程度比城镇严重。所以在城乡一体化的

政府制度
（1）统筹层次。按照当前国家关于养老保险的

2008 年-2015 年，常州市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

新规定，养老保险需实行县级统筹。当前常州养老

收入不断上升，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不断下降，从

保险的统筹层次已经达到了规定，并开始逐步向市

2008 年的 2.123 持续下降到 2015 年的 1.949。可见

级统筹发展。统筹层次的高低，对于养老保险城乡

近年来由于城乡一体化的逐步发展，城乡差异正在

一体化的程度有深远影响。

缓慢缩减。
（2）城 乡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差 异。 由 表 3 可 见，
2008 年-2015 年 常 州 城 乡 居 民 消 费 水 平 不 断 提

（2）筹资模式。城乡一体化下的养老保险存
在着筹资模式不同的显著背景差异。常州市城镇
居民的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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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筹资模式。农村居民实行缴费式的统筹模式，缴

动力的数量稳定在一定水平，改善老龄化与少子

费模式为 ：参保者可根据经济水平及个人喜好，选

化，增加人口红利。

择每年为 500 元、700 元、900 元、1300 元不等的缴

3.2

费档次，社会保险的待遇差异也有区别 ；承担缴费

完善政府制度
（1）提高统筹层次。常州市养老保险的统筹

方式有个人缴费、集体缴费和财政补贴三种，缴费

层次虽已达到了最新的政策要求，但从管理的角

补贴可存入个人账户。由于忽视了缴费水平是随

度来看，还需提高统筹层次，进而实现市级统筹的

经济增长而动态变化的主观因素，造成缴费档次划

目标。实行市级统筹，需要市政府在养老保险个

分不全面，对参保者吸引力不够，且影响了参保者

人账户、养老保险费征缴制度方面都作出统一的

在保险保障中的待遇，也阻碍了养老保险城乡一体

安排和管理。
（2）优化筹资模式。根据目前正在施行的相关

化的可持续发展。
（3）社会金融。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发展需

制度的规定得知，养老保险缴费水平根据参保者不

要政府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筹集到的养老保险

同的经济承担能力及不同喜好进行了多层次的划

资金需要政府向相关金融机构进行委托发放，金融

分，并按年定期缴纳。查找有关城乡居民年纯收入

机构也需要对资金在保值增值方面进行指导，社会

的相关资料可知，当前城乡居民的经济水平不断提

金融水平制约了养老保险的发展水平。

高，具备一定的缴费能力，可设置多样化的缴费层

2.3

次。政府可从缴费档次入手，做出适当调整，设立

居民观念
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与居民认知观念紧密相

关。文化观念决定了居民认知观念的水平和程度。

多样化、分档次的缴费水平，以便提高城乡参保者
［3］
可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的资金渠道，
的领取待遇 ；

文化观念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选择养

如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资金、单位自有基金等不同

老的方式和想法、对当前养老保险的接受程度和参

渠道 ；可补充社会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计划，为收

与力度等。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对于养老保

入较高的城乡居民建立补充养老保障制度，确保其

险的认知度越高，对养老保险新政策的接受和参与

退休后享有较高的养老待遇水平。
（3）发展社会金融。社会金融是一种区别于

也更容易。

传统金融模式的新型投资及财富管理方式，注重在

3

常州市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对策

3.1

优化社会现状
（1）增加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体现政府公共

源和社会保障单位要提高社会金融的规范性、科学

职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一

机关要杜绝养老保险账户空账运转，提高资金安全

个有效手段。常州市城乡养老保险中，财政资金主

性，提高资金管理效率。

要补贴养老金缴费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个人与集

3.3

产生经济回报的同时也为社会带来福祉。人力资
性，稳健投资，逐步增加养老保险资金收益。社保

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要一同商量可

改进居民观念
政府要改进居民养老防老的观念，提高社会保

行的办法，增加财政补贴的力度，确保养老保险每

障意识，科学界定参保范围，摸清参保家底，提高

年每月均能保持一定的增幅。

参保率，建立联系渠道，分步规范办理，稳步推进

（2）减少收入差异。政府要提高城乡收入水

实施，促进养老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了确保养

平，缩小城乡可支配收入差异和人均消费差异。减

老保险城乡一体化统筹规划全面有效地开展，可从

少全额拨款编制（机关行政编制、机关行政附属编

市、县、乡、镇政府的统筹出发，普及宣传并开展线

制、全额拨款事业编制）与非全额拨款编制（差额

上线下咨询，建立一条龙的养老保险服务工作。如

拨款事业编制、自收自支事业编制）的差距，合理减

开展全市规模的参保登记，核定缴费基数，征收养

少退休、退职、提前退休的差距。机关事业单位退

老保险费，建立便利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核

休人员保险待遇调整与企业同步进行，体现社会公

定、支付、稽核（书面稽核、实地稽核、聘请会计师

平性。

事务所专项稽核）待遇，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开设

（3）改善人口结构。政府应完善生育政策，增
加新生儿数量，改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保持劳

社会化管理服务和职业年金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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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ity Construction Process
——Taking Nanjing as an Example
LI Can, CHEN Ji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ity construct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lowing in, this paper takes Nanjing as a case for an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low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y spatial distribution present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ircular structure decreasing from suburban
areas to both sides of the space, and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ity construction, the cost of time and money
force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migrate to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and tends to cluster in the vicinity of city traffic
stations or stops.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cost of time ；the cost of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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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of Endowment Insurance
——Take Changzhou as an Example
ZHANG Ji-xuan，SUN Jian-bo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hz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ing Changzhou City as a research case, analyzes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of endowment
insurance from 2008 to 2015,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dowment insurance in Changzhou City, shows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endowment insurance in Changzhou City, summarizes the main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of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 ：endowment insuranc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Ch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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