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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年人口反贫困的政策取向研究
———基于老年贫困形成的机制视角

苗红军
（辽宁大学 人口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转型的不断深入，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城市贫困群体也在从

以下岗失业职工为主逐渐向老年人群扩展。老年贫困人口作为贫困群体中的特殊弱势群体，贫困发生率比较高，

贫困人口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老年贫困问题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愈发凸显。对老年贫困群体致贫原因的研

究，探寻消除城市老年贫困的政策，对社会稳定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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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何消除贫困也是各国政府致力于的重要公共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升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

高度，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任务。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定，并在“十三五”规划中对脱贫攻坚做出全面部署，将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变为国家意志

和可操作的规划。第一次把脱贫攻坚作为五年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第一次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五年规划

的约束性指标，第一次由省区市党政一把手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并层层立下军令状①。
中国的减贫政策在农村取得了实效，随着农村扶贫开发政策的落实，农村贫困人口的规模急剧减少，

从 2000 年底的 9422 万人减少到 2010 年底的 2688 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10.2%下降到 2010 年的 2.8%②。在农村贫困问题逐渐化解的同时，城市贫困问题却愈发凸显。近 10 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加之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原因，致使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城市

的贫困群体主要由下岗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三无”人员、残疾人和孤寡老人组成，其中，下岗、失业

人员构成了城镇贫困人口的主体。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以下岗失业职工为主要群体的贫困人

口开始蔓延到老年人，老年贫困人口作为贫困群体中的特殊弱势群体，贫困发生率比较高，贫困人口的规

模每年也在不断增多，老年贫困人口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从 2002 年的 90.8 万人增加到 2012 年的

339.3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15.8%。老年贫困人口的增长率超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和未登记失业人口近 9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2016 年 10 月 17 日。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2011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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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老年贫困群体人数的规模及增长率的不断提高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并加

以解决。

一、城市老年贫困群体的发展状况

（一）享有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老年贫困人口增长率快于老年人口增长率

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由于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超前于经济发展速

度，我国未富先老的社会现实日益凸显。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面临着老年贫困问题也愈加

突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老年贫困人口增长率远远超过老年人口的增长率。数据显示，我国自 2000 年

进入老龄社会以来，老年人口的规模不断攀升，2002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 9 377 万人，2012 年的

老年人口数为 12 714 万人，是 2002 年的 1.4 倍，老年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 3.4%。在贫困率不变的情况

下，老年贫困人口的规模势必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而与日俱增。2002 年老年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

城镇老年人为 90.8 万人，到 2012 年已经扩大到 339.3 万人，10 年增长了将近 3.7 倍，年均增长率为 15.8%，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老年贫困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超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率 12.4 个百分点。
（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老年贫困人口比重逐年提高

中国社会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见表 1），2007 年到 2009 年，享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是处于增

长阶段，2010—2011 年享有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是处于下降阶段，几乎接近于 2007 年的水平，享有城市

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人数年均增长率仅为 0.83%。在接受救助的残疾人、老年人、“三无”人员、在职人员、
灵活就业人员、登记失业人员、未登记失业人员、在校生、其他共 9 类人群中，三无人员、在职人员、登记失

业人员、其他人员自 2007 年开始一直处于减少的状态。灵活就业人员和在校生从 2010 年开始出现逐年

减少，残疾人的增加幅度比较小，唯独老年人的增加幅度很大，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关注。老年贫困人口的

社会救助人数是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从 2007 年的 298.4 万人增加到 2011 年的 346.9 万人，年均增长率

为 3.8%。占总的救助比重是不断攀升，从 13.1%上升到 15.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镇中的“三无”人
员、在职人员、登记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的贫困状况得到改善，而老年人口的贫困状况在加剧。老年贫困

人口的规模仅排在登记失业人员、未登记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在校生的后面，老年贫困成为愈加突

出的社会问题。

表1 2007—2011 年城市接受社会救助人数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统计年鉴2012。

二、老年贫困人口的形成原因

老年贫困的发生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老年人的自身原因、经济原因，同时还有制度等原

因。在多方面原因合力的作用下，致使老年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减弱，容易陷入贫困的状态。
（一）自身原因

1. 较低的文化素质和较差的身体状况。养老保险是确保老年人免受贫困侵扰的重要经济保障，而受

年份 残疾人 三无人员 老年人 在职人员 灵活就业 登记失业 未登记失业 在校生 其他人员

2007 161.0 125.8 298.4 93.9 343.8 627.2 364.3 321.6 223.0

2008 169.1 106.9 316.7 82.2 381.7 564.3 402.2 358.1 229.6

2009 181.0 94.1 333.5 79.0 432.2 510.2 410.9 369.1 210.7

2010 180.7 89.3 338.6 68.2 432.4 492.8 420.0 357.3 201.2

2011 184.1 80.3 346.9 61.5 429.7 472.5 426.7 348.5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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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养老保险的参与程度。2005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在城镇老年

人口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中，接受初中教育的为 85.1%，小学为 71.5%，私塾为 52%，没受过教育的为 40.9%。
上述数据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养老保险的参与率越高；反之，受教育程度越低，养老保险的参与率越低。
受时代影响，现在的老年贫困人口大多数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且没有养老保险作保障，没有养老保险做

经济保障陷入贫困也就在所难免。
较低的文化素质势必影响他们的就业取向，多在企业从事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工作，工作期间的低收

入进而影响到他们退休后的收入，使他们退休后不可避免的仍然沿袭着退休前的低收入。由于我国国家

机关和企业职工之间养老保险实行的“双轨制”使退休后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12 年的数据显示，我

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已在 40%的水平，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替代率一直维持在 100%左右。这也使得

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待遇差距有加大的趋势。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已经是

企业职工的两倍甚至更多〔1〕。伴随着年龄的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呈下降趋势，比较明显的是工资性

收入和投资性收入的减少，这主要是由于就业市场对他们年龄、学历的排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

的再就业，经济上的低收入使他们在遭遇生活风险时抵抗能力降低，一旦遭遇突发的风险，则难以有足够

的经济承受能力。
贫困老年人的身体素质相对比较差。老年人本身就是疾病高发人群，随着年龄的增加，抵抗力越来越

差，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患病次数不断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当中不健康的老年人占 10.
6%，而 80 岁以上的不健康老人达到了 28.7%。老年人失去了劳动能力，其家庭也一时不具备经济再生的

能力，故老人本人及其家庭均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贫困〔2〕。
2. 中年时期的贫困延续到老年阶段。我国的劳动力资源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城镇登记失业人

口规模不断攀升，从 2000 年的 595 万人上升到 2012 年的 917 万人，以年均 26.8 万的规模增长。对一些

年龄大、文化程度低又缺乏职业技能的中年人来说，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再就业的压力一直很大。
2009 年劳动力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城镇失业人员的构成中，40~59 岁的中年人占 31.5%，在超过 25 个月

的失业人口中，40~59 岁人所占的比例高达 43.6%。很多研究都证实:在失业、下岗和“待岗”群体中，中年

人口比例多，占 70%左右〔3〕。长期的失业使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群容易进入到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对

大多数人而言，经济状况在生命过程中具有一致性，青年或中年时期收入很低的劳动者将继续面临老年

贫困”〔4〕。这表明在青年或中年时期陷入贫困的就业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当中难以自拔，一个

人贫困持续时间越长，其脱离贫困的可能性越小，也就越容易陷入永久性贫困，在进入老年阶段时也很难

逆转贫困的状况。在我国，一部分中年人口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在进入老年阶段不可避免地沦为城市中的

贫困老年人群。
（二）经济原因

1. 收入水平下降致使抵御风险的能力减弱。Rotree 认为，人一生的收入结构呈现倒 U 型，在成年的

初期赚钱能力提高，在中年达到高点并稳定下来，随着年老和退休而逐渐下降。从年龄和收入关系上看，

随着年龄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且养老金的替代率仅为退休前工资的 60%。对

城市老年人来说，主要收入为离退休金，其次是家庭财产收入，第三是投资和工资收入。其中，养老金是最

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中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的主要生活来源

中，66.3%的老年人依靠离退休金或养老金生活，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占 22.4%，依靠劳动收入的占 6.6%，

依靠最低生活保障生活的占 2.3%，依靠财产性收入和其他的为 2.3%。从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中可以看出，

养老金是老年人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的主要经济来源，确保了他们年老时的基本生活保障。但由于现在

的老年人大多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高就业、低工资、高福利、低分配的“两高两

低”分配制度，工资收入一直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5〕。加之住房、医疗等福利制度的改革倾向于高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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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中增加了老年人的经济支出，通货膨胀的风险又使养老金收入进一步贬值，对城市中 33.7%的没有

养老保障的依靠家庭成员供养、依靠劳动收入、依靠最低生活保障生活、依靠财产性收入的老年人口来

说，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弱，更容易陷入贫困的陷阱。
2. 老年人医疗支出水平居高不下。对老年人来说，在收入下降的同时还要面临支出增加的压力，尤其

是医药费用支出的增加。老年人作为疾病高发人群，医疗费用的支出是难以逾越的经济负担。研究表明，

人群中最不健康的 1%人口和慢性病的 19%人口共用 70%的医疗费，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一般为在职职

工的 2~3 倍，医药费用的支出已经成为老年人继食品支出后的第二大日常消费支出。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于 2000 年、2006 年和 2010 年三次对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进行调查的数据显

示，有 10%左右的老年人其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占其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5%左右，有 5%的老年人其个

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达到 50%以上。这意味着对于部分的老年人来讲，医疗费用的支出

已经成为其沉重的经济负担。且医疗费用支出中的老年人个人支出所占的比重呈现逐年提高之势。调查

数据显示在有医疗费用支出的老年人中，2000 年个人支付部分占医疗支出的比重为 47.1%，2006 年该比

重略有下降，为 44.4%，而到 2010 年该比重却上升到 73.5%。三次调查都显示，在有医疗费用支出的老年

人中，超过 25%的老年人个人支付了其全部的医疗费用支出〔6〕。对于老年人说，由于他们本身收入有限，

也没有能力来增加收入，经济上的低收入又使他们在遭遇生活风险时抵抗能力降低，而年老多病又使得

医疗方面的消费支出增加，这使得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更容易遭遇贫困风险的威胁。
（三）制度原因

1.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这是造成老年贫困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是老年人获得社会保障的基本途径，由于我国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实现全

覆盖，一些老年人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致使部分老年人陷入老无所

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地步。数据显示，城市老年人享受各类医疗保障的仅占 74.1%，没有享受任何医

疗保障的为 25.9%，没有养老保险的为 33.7%。对于没有养老和医疗保险的老年人来说，缺少社会保障

“安全网”的保护，就增加了陷入贫困的风险。
社会救助制度落实不到位，缺少相应的配套救助措施，从而使一些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得不到适当的

保障。王德文和张恺悌认为，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为 4.2%-5.5%，但是实际获得救助的仅为 2.3%。
很多贫困的老年人没有被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中，这主要是由于最低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规范、
不到位，救助标准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增加速度小于居民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造成大量贫困人口只

能被划为贫困边缘户，得不到相应的社会救助。
2. 社会救助的保障功能薄弱。社会救助的保障功能弱影响了老年贫困家庭的实际救助水平。我国的

社会救助是以个人或家庭收入为基础来决定是否获得救助，还未建立起适合不同类型家庭的救助标准。
另外，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仅停留在对基本生活的救助，在医疗、住房方面的救助还是远远不够的，对老年

人这样特殊的贫困群体来说，还是难以保障其最低的生活需求。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城镇老年群体的贫困。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需求，由于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低，增长速度滞后

于人均食品支出的增长速度，就难以发挥它的保障功能。下页图 1 显示的是 2003—2011 年城镇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和人均食品支出的比较，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虽然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绝对数值和人均

食品支出都处于增加的状态，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增加幅度明显小于人均食品支出的幅度，其相对水平

一直处于人均食品支出线的下方，并且与食品支出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表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没

有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同步增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致使贫困者的基本生活

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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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决城市老年贫困的政策取向

（一）强化政府责任，明确各级财政的支付比例

老年贫困具有不可逆转性的特点。由于老年贫困群体的特殊性:年老、体弱多病，他们无法通过自身

的劳动增加收入，也就决定了他们无法通过劳动增加收入来摆脱贫困。所以，一旦陷入贫困就是不可逆转

的。他们必须依靠社会救助来解决实际困难。救助资金作为开展社会救助的重要保障，是救助制度得以发

展的重要支撑，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地方人民

政府列入财政预算，纳入救济专项资金支出项目，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在实际中，不仅中央财政与地方

财政的投入比例不固定，而且地方各级财政(包括省级财政、市级财政和县区级财政)投入资金的比例也不

固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救助制度健康运行的物质基础，

必须有一个稳定坚实的资金后盾做支撑。因此，建立合理的财政分担机制有利于各级财政合理管理好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所需资金，确保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实施。
救助资金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救助人数和救助标准。我国财政用于社会救助方面的资金比

例占全部财政支出的 5.48%，而埃及是 11.9%，泰国是 7.24%，马来西亚是 7.20%。与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财政用于社会救助方面的比例明显偏低〔7〕。目前，用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资金占财政支

出的比例较小，2001—2012 年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投入的数据显示，救助资金虽

然在逐年增长，但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除 2002 年有较大增幅外，此后的年份一直

在 0.51%~0.61%徘徊，没有大的突破。政府用在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上的资金水平比较低，救助标准

只能在低水平徘徊，目前绝大多数地方的保障标准只够维持贫困老年人的“生存”，距离保障“基本生

活”还比较遥远。以全国的平均数而言，城镇低保标准仅占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7%左

右。用在城镇贫困老年群体身上的资金更是寥寥无几了。因此，要加大各级财政对老年贫困群体的救助

投入，让所有的贫困老人都能享受到社会救助的福利。
（二）建立分类社会救助机制

我国现行的社会救助实行的是差额补助制度，贫困人口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救助金，并不是以当地的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体现出来的现金金额，而是以低保标准减去家庭人均收入后得到的“差额”，再乘以家

庭成员的人数。这种救助方式忽视了不同家庭类型的实际需求。有无劳动能力、家庭成员的构成不同，其

生活的困难程度、生活需求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一般认为鳏寡孤独、老弱病残这类特殊人群生活需求要

比正常人高，因此，他们的救助标准就不能和正常人等同。而按照现行的差额救助原则，则不能确保这类

人群得到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分类救助是按照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的类型差异、不同的家庭规模、
贫困程度制定不同的救助系数，相应地提高了特殊困难群体的救助水平，确保了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

图 1 2003—2011 年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人均食品支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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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真正发挥了为需要保障的人服务的作用。分类社会救助制度相对更科学和针对

性更强，对老年贫困人口来说，由于提高了老年人救助标准，有助于解决老年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保障

他们的基本生活。
（三）促进长期失业人口的再就业

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家庭来说，就业都是摆脱贫困和消除依赖的最有效手段。对长期失业人口来说，如

果再就业问题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难免使他们的贫困状况一直持续下去，以至于延伸到老年成为老

年贫困人口。现阶段，灵活就业人员、登记失业人员、未登记失业人员构成了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2012年

社会统计年鉴显示，灵活就业人员、登记失业人员和未登记失业人员占社会救助总数的 59.8%。2012 年

仅有 60.2%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在失业人群中沉积了一些长期处于再就业困难的群体，他

们由于缺乏人力资本，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低、岗位替代性强，年龄大且身体健康状况差等等，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地面临长期失业的风险，或是已处于贫困状态，或是处于贫困的边缘。原本就收入低

微且不稳定的这类人群，如果长期处于失业之中，这种生活状况无疑会影响到他们的养老储蓄资源累积，

致使在进入老年期后经济状况将可能进一步恶化。因此，对于这类人群，为了解决贫困的延续问题，必须

解决好以长期失业为主体的城镇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关注他们的就业保障机制，对贫困的失业人员和

长期失业人员实行就业保障机制。再就业政策向上述贫困的群体倾斜，实行特殊的就业扶持政策，加强就

业指导和职业培训，使他们掌握必要的技能，从而进入新的就业领域，避免进入老年阶段的贫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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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Anti- Pover ty in Urban Elder ly:
Based on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Elderly Poverty

MIAO Hongjun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reform, China’s urban poverty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Ur－
ban poverty is gradually expanding from the laid-off workers to the elderly. As a special disadvantaged group,
the old enjoy a higher incidence of poverty. Actually, the size of the poor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and the el－
derly poverty is getting serious as the aging problem worsens. It has a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
nificance for social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study the cause of elderly
poverty and explore the policy to eliminate poverty in the urban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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