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 言

女性是家庭劳务的主要承担者袁 即便不考虑

女性的就业状态袁 女性所从事的非付薪工作时间

均多于其配偶袁OECD 国家女性每天所从事的非付

薪就业时间平均为 277 分钟袁而男性为 140 分钟[1]

渊P200冤遥 而且随着孩子的到来袁女性所从事的非付

薪家务劳动时间与男性的差距将进一步增加袁从
事付薪就业的时间将进一步减少袁 为兼顾家庭照

护责任女性可能存在经常性的职业中断甚至在较

长的一段时间内退出劳动力市场遥 2014 年 OECD
国家 25~49 岁女性因承担护照责任而退出劳动力

市场的比例平均为 24.48%袁 而男性仅为 4.18%淤遥
需要兼顾家庭照护责任使女性在就业市场中更可

能遭遇性别歧视袁面临更高的失业风险袁进而带来

女性因失业而导致的职业中断袁2017 年 OECD 国

家 25~54 岁主要就业群体的失业率男性平均为

5%袁而女性为 5.7%[2]遥
女性因承担照护责任需要或因失业导致经常

性的职业中断袁 而职业中断将对其收入相关的缴

费型养老金的受益带来显著影响遥 原因在于袁决定

缴费型养老金受益水平的关键性因素是劳动者在

付薪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程度尧 工作年限及收入

水平袁而职业中断对上述因素均会带来负面影响遥
首先职业中断将直接导致女性就业率的下降和缴

费年限的减少袁 使女性难以满足全额获得养老金

受益的最低缴费年限要求曰其次袁经常性的职业中

断还会降低女性的人力资本和收入获取能力袁导致

女性较低的工资收入和养老金缴费水平[3][4]袁进而导

致女性明显的养老金收入损失遥 经常性的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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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带来的女性养老金受益损失是导致养老金受益

水平存在明显性别差距的重要原因袁 女性老龄人

口的养老金受益水平远低于男性袁2011 年 25 个

OECD 国家女性所获得的缴费型公共养老金平均

较男性低 28%[5]渊P81冤遥
养老金是退休老龄人口的基本收入来源袁职

业中断带来的女性养老金受益损失加剧了女性老

龄人口的贫困问题袁 女性老龄人口的贫困率明显

高于男性[6]遥 因而袁通过养老金机制的优化设计袁使
女性因承担家庭照护责任而导致的职业中断或因

就业市场性别歧视而导致的失业中断得以补偿袁
提升女性人口的老龄收入保障袁 降低老龄贫困风

险袁应成为各国养老金体系的重要改革内容遥 多数

OECD 国家在其公共养老金体系中向女性提供特

定的养老金缴费减免渊Pension Credits冤机制以补偿

职业中断对女性养老金受益的不利影响袁 其政策

经验值得借鉴遥

二尧OECD国家公共养老金体系对于
女性职业中断的缴费减免机制

养老金缴费减免政策是应对女性职业中断对

养老金受益不利影响的重要机制设计袁 在应用中

主要体现为允许将照护子女及失业期间一定的职

业中断期纳入养老保险缴费期间的计算以延长缴

费期袁 使存在职业中断的女性更可能达到全额领

取养老金对于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并提高受益水

平遥 下面分别阐述 OECD 国家针对承担照护责任

和失业两种职业中断情况而设计的的养老金缴费

减免政策遥

渊一冤女性因承担照护责任导致职业中断的养

老金缴费减免政策

因承担照护责任导致职业中断的养老金缴费

减免政策的机制设计如下院
1援允许纳入养老金缴费期限的中断期间院通常

允许覆盖孩子达到一定年龄的中断期遥多数 OECD
国家把对于较小的孩子渊通常 3~4 岁之前冤的照护

中断期视同女性参与付薪的就业纳入养老保险缴

费期间的计算袁而对于因照护较大的孩子渊如 6~16

岁冤 而延长中断期的情况通常不计入缴费期间的

计算渊具体情况见表 1冤遥
2援职业中断期间的养老金缴费基础院即职业中

断期间选取什么样的收入水平作为养老金缴费的

计算基础渊Pensionable Earnings冤遥 对此各国规定存

在较大差异袁主要包括以下确定方法院渊1冤按职业

中断前的收入水平或其一定比例/倍数确定袁 如比

利时尧日本等曰渊2冤按固定的收入水平确定袁如奥地

利曰渊3冤按一生的平均收入水平尧最好年份的平均

收入水平计算确定袁如希腊尧法国等遥 详见表 1遥

表 1 与子女照护相关的养老金缴费减免政策示例

作为一个总的原则袁 一个人获得养老金缴费

减免应该是存在实际的职业中断袁 但当减免政策

未产生额外受益时一些例外的情况也可能存在遥
在挪威尧希腊尧德国尧瑞典等国袁当缴费减免对于母

亲的养老金受益没有产生差异性影响时袁 如当全

职在家的母亲是主要照护人时可由父亲享受减

国家 可视同缴费期间的中断期间 养老金的缴费基础

比利时 最长 3 年 按中断前最后的收入水平计算缴费

斯洛伐克 每个孩子最长 6 年
按中断前两年平均收入水平的 60%计算
缴费

希腊
第一个孩子 1 年曰第二个孩子
2 年曰最长 5 年

按一生的平均收入水平计算缴费

奥地利 每个孩子最长 2 年
按一个固定的收入水平为基础计算缴费
渊2014 年的标准为 1649.84 欧元/月冤

日本
每个孩子最长 3 年袁直到最小
的孩子满 3 岁

按中断前的收入水平计算缴费遥 若在此
期间从事兼职就业袁 缴费按当前收入水
平计算缴纳袁 但养老金的受益水平按先
前全职就业时的收入水平计算

芬兰
付薪的产假最长为 11 个月曰
之后可以再休袁每个孩子最长
3 年

11 个月付薪产假期间袁 按工资水平的
1.17 倍为基数进行缴费袁付薪产假结束至
孩子达到三岁按一个固定的水平计算缴
费袁2014 年为 706.87/月袁相当于平均收入
水平的五分之一

瑞典

1冤480 天的育婴假期渊由父母
平均分享袁 一方最多可转移
180 天给对方冤
2冤孩子满 4 岁前

1冤前面 390 天袁按中断前收入水平的 80%
计算缴费袁 后面 90 天按固定的每天 180
瑞典克朗计算缴费
2冤可选择三种方法中最有利的方法计算缴
费院 淤在此期间收益为零或低于先前收入
水平袁 按孩子出生前一年的收入水平曰于
生育子女前未参加就业或收入水平很低
的人袁按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 75%曰盂收
入相对于中断前未发生改变袁 按中断前
的收入水平

法国

生育每个孩子母亲可获得 4
个季度的产假袁父母中的一方
可获得每年一个季度在 4 年
里 4 个季度的受教育时间袁均
纳入缴费期间的计算

按退休时整个职业生涯中收入最高的 25
年的平均收入水平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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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袁 允许家庭自主选择减免政策的受益人或在两

者之间进行分享袁 这一灵活的规定有助于提升家

庭总的养老金受益水平遥

渊二冤女性因失业导致职业中断的养老金缴费

减免政策

1援允许纳入养老金缴费期限的中断期间院通常

覆盖的时间为失业受益 渊失业保险和失业救助受

益冤的领取期间袁部分国家受益期间的规定同时取

决于受益人的年龄及缴费年数袁如德国遥 其他国家

相关规定见表 2遥
2援职业中断期间的养老金缴费基础院通常按照

失业中断期间所获得的失业保险或失业救助的受

益金额或其一定比例确定袁 有的国家失业受益的

金额会根据失业时的年龄及家庭状况适用不同的

原则袁如德国尧比利时等遥 部分国家按失业中断前

的收入水平或其一定比例作为养老金的缴费基

础袁如西班牙尧瑞典等遥 具体情况见表 2遥

表 2 与失业相关的养老金缴费减免政策示例

三尧OECD国家公共养老金体系对于
女性职业中断的隐性减免机制

在收入相关的缴费型养老保险体系中明确规

定允许将一定的职业中断期间纳入养老金缴费期

间的计算袁 这被称为显性的减免政策渊Explicit
Credit冤袁除此之外袁部分 OECD 国家的公共养老金

体系中还存在隐性的减免政策渊Implicit Credit冤遥典
型的如通过第一支柱养老金计划隐性地发挥减免

职能遥 第一支柱养老金计划主要包括基本养老金尧
最低养老金及基于家计调查的社会救助遥 第一支

柱养老金计划是向无力支持其退休后生活袁 更易

遭遇贫困风险的老龄人口提供财务支持的再分配

机制袁 养老金的受益独立于以往的缴费历史或独

立于收入水平袁仅需要进行最低的养老金缴费袁因
而在第一支柱养老金计划中袁 就业中断往往成为

与养老金受益野不相关冶的因素袁可以被隐性地排

除掉遥 如在新西兰袁公共养老金只是基于居住基础

上的普遍受益的基本养老金袁 因此任何期间脱离

劳动力市场均不会改变公共养老金的受益水平遥
除通过第一支柱养老金计划发挥隐性的减免

功能袁 隐性的缴费减免政策还包括缩短全额获得

收入相关的缴费型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要求袁
并允许将职业中断期间排除在外的减免政策遥 如

在美国虽然不存在显性的养老金缴费减免政策袁
但规定全额获得养老金所需要的最低缴费年限为

35 年袁只要实际就业年限达到 35 年袁职业中断可

以被完全排除在外袁不会对养老金收入造成影响遥
一国应采取显性的还是隐性的袁 还是同时采

取两种养老金缴费减免政策袁没有绝对尧统一的标

准遥 多数 OECD 国家均在其收入相关的缴费型公

共养老金体系中提供与儿童照护和失业相关的显

性养老金缴费减免机制以填补缴费差距遥 美国尧澳
大利亚尧墨西哥尧荷兰尧新西兰等国家不提供显性

的缴费减免政策袁 但均提供隐性的缴费减免政策

以发挥类似的作用遥OECD 国家针对职业中断的公

共养老金缴费减免机制的简要对比见表 3遥

国家 可视同缴费期间的中断期间 养老金的缴费基础

卢森堡 失业保险的受益期间 按失业保险的受益金额确定

瑞士 失业保险的受益期间
按失业保险的受益金额袁即失业前收入水
平的 80%计算确定

奥地利
失业保险和失业救助的受益
期间

按失业保险受益金额的 70%或失业救助
受益金额 70%的 92%计算确定

西班牙

失业保险的受益期间曰失业救
助的受益期间只允许 55 岁及
以上的人纳入缴费期间的计
算直至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按失业中断前 6 个月的平均工资水平计
算确定

瑞典
失业保险和失业救助的受益
期间及失业者参与劳动力市
场计划获得培训津贴的期间

按失业者所获得的失业受益尧培训津贴金
额计算确定遥 失业受益水平的确定院1冤前
200 天为以往收入水平的 80%曰2冤第 201-
300 天为以往收入水平的 70%渊若有 18
岁以下孩子该期间延长 150 天冤

德国

失业保险的受益期间遥分为两
个阶段院
1冤第一阶段的失业受益院通常
为 6-24 月袁 因年龄和缴费年
数不同而存在差异
2冤第二阶段的失业受益

按失业保险的受益金额确定遥 具体为院
1冤以往收入水平的 80%
2冤基于家计调查确定受益金额袁该阶段的
受益水平相对较低

比利时 失业保险的受益期间

按失业保险的受益金额确定袁因年龄不同
失业保险的受益金额存在差异袁59 岁以
下者袁 失业保险的受益金额按每天较低
的固定水平支付袁59 岁以上者按因失业
所损失收入的一定比例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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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OECD 国家针对职业中断的

公共养老金缴费减免机制比较

注院野兼职冶 是指照护期间的养老金缴费减免只有在

兼职的情况下才适用遥

四尧OECD国家养老金缴费减免机制
的经济影响与政策启示

渊一冤缴费减免机制有助于填补缴费差距袁提
升女性退休收入的充足性

OECD 国家的政策实践表明袁公共养老金体系

中的养老金缴费减免机制是一项抵消女性职业中

断对养老金受益不利影响的有效工具袁 有助于提

升女性退休收入的充足性遥 研究表明袁OECD 国家

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 30~40 岁女性袁 存在 5 年职

业中断的两个孩子的妈妈与不存在职业中断的两

个孩子妈妈相比较袁 其养老金受益水平的损失约

为 4.4%袁10 年职业中断的损失约为 11%遥 失业也

产生类似的影响袁 处于平均收入水平的 35~45 岁

就业群体袁3 年的失业中断相对于无中断者养老金

的受益损失为 3%袁5 年失业中断将损失 5%袁10 年

中断将损失 11%[5]渊P95冤遥即按照 OECD 国家的平均

水平袁 职业中断对于养老金收入的影响为平均每

中断 1 年损失 1%袁实际上这一损失水平远低于在

缺少再分配效应情况下的精算结果袁 按 OECD 精

算模型的测算袁 每个缺失的缴费年度养老金的平

均损失应为 2%~2.5%[5]渊P94冤袁 这表明养老金缴费

减免政策发挥了抵消因职业中断导致的养老金损

失的关键性职能遥 Anna D爷Addio 研究认为针对照

护中断的缴费减免政策对于提升女性养老金替代

率具有正面影响袁若 OECD 国家不存在减免政策袁
存在 3~15 年职业中断的妈妈们养老金替代率的

平均水平将下降 3%~7%[7]遥 针对美国和智利的研

究表明缴费减免政策对养老金受益具有正面影

响袁尤其对于低收入女性群体更为重要[8][9]遥 而爱沙

尼亚尧以色列尧韩国尧墨西哥尧土耳其等国对于失业

中断不提供养老金缴费减免政策袁 导致失业中断

者面临较大的养老金受益损失[5]渊P98冤遥
近年来为保持公共养老金体系的财务可持续

性袁 部分国家通过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养老金缴费

与受益之间的关联程度袁 如在公共养老金体系中

引入名义缴费确定型计划渊Notional Defined Cont-
ribution院NDC冤遥 缴费与受益之间的关联程度被紧

密加强后袁 职业中断带来的缴费差异以及由此产

生的对养老金受益的不利影响难以被降低袁 在此

背景下为提升女性退休收入的充足性袁 降低老龄

贫困风险袁养老金缴费减免政策变得尤其重要[10]遥
除显性的养老金缴费减免政策袁 隐性减免政

策也有助于填补缴费差距袁 提升女性的退休金收

入遥 如在澳大利亚和智利袁虽然不存在对失业者职

业中断期间显性的养老金缴费减免政策袁 但通过

第一层次公共养老金计划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袁可
向低收入者长期的失业给予更好的保护遥 在墨西

哥不存在与儿童照护相关的养老金缴费减免机

制袁进而缴费型养老金的受益差距明显存在袁但低

收入者可以获得最低养老金袁 而且即使是全职就

业者缴费期限不足 24 年也只能获得最低养老金袁
因而承担照护责任导致的职业中断并未对其退休

收入带来明显影响遥

渊二冤缴费减免政策的影响效果取决于机制设

计的慷慨程度

养老金缴费减免政策整体上有助于降低职业

中断对女性养老金受益的不利影响袁 但政策的效

果在国家间存在较大差异袁 这主要取决于减免政

策的慷慨程度差异遥 而缴费减免政策的慷慨程度

主要取决于允许纳入缴费期间的中断期限的长短

儿童照护 失业 儿童照护 失业

显性 隐性 显性 隐性 显性 隐性 显性 隐性

澳大利亚 要 姨 要 姨 以色列 要 要
奥地利 姨 姨 意大利 姨 姨
比利时 姨 姨 日本 姨 姨
加拿大 姨 姨 韩国 姨 要 姨
瑞士 姨 姨 姨 姨 卢森堡 姨 姨
智利 姨 要 墨西哥 要 姨 要 姨
捷克 姨 姨 荷兰 要 姨 要 姨
德国 姨 姨 挪威 姨 姨
丹麦 姨 姨 新西兰 要 姨 要 姨

爱沙尼亚 姨 要 姨 波兰 姨 姨
西班牙 姨 姨 葡萄牙 兼职 姨
芬兰 姨 姨 斯洛伐克 姨 姨
法国 姨 姨 斯洛文尼亚 兼职 姨
希腊 姨 姨 瑞典 姨 姨

匈牙利 姨 姨 土耳其 姨 要
爱尔兰 姨 要 姨 英国 姨 要 姨
冰岛 要 姨 姨 美国 要 姨 要 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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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养老金缴费基础的计算标准选取两项机制设

计遥 首先从允许纳入缴费期间的中断期限来看袁期
限越长意味着政策越慷慨袁 越有利于更多的女性

获得全额养老金的受益资格遥以英国为例袁2007 年

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改革了对于照护责任的养老金

缴费减免政策袁 将减免期间由孩子 6 岁提高至 12
岁袁政策的慷慨程度明显提高遥 这一改革使更多的

女性获得了收入相关的缴费型养老金的受益资

格袁 自 2010 年以来有约 78 万英国女性因该政策

改革而受益[11]遥养老金缴费基础的不同计算标准也

会产生差异性的政策效果袁 如按一个较低的固定

水平作为职业中断期间养老金的缴费基础袁 将使

中断期间的养老金缴费水平较低进而影响未来的

养老金受益水平袁 而按职业中断前的收入水平或

一生中最好年份的平均收入水平为基础计算中断

期间的缴费袁将有助于提高缴费和受益水平袁属于

更加慷慨的缴费减免政策遥

渊三冤缴费减免机制需同时兼顾慷慨程度尧财
政成本及就业激励

从可获得的融资信息来看袁 在很多国家职业

中断期间的养老金缴费通常由政府或主要通过公

共预算尧特定的公共储备基金进行支付遥 这一机制

的成本是很高昂的袁在奥地利袁2014 年儿童照护和

失业相关的养老金缴费减免成本约分别相当于

GDP 的 0.3%和 0.4%曰2011 年法国政府支付的用

于儿童照护相关的养老金缴费减免成本超过 GDP
的 0.75%曰 瑞典政府 2012 年支付的用以使职业中

断的父母可以照护子女的养老金缴费占总缴费的

2.5%曰德国政府 2012 年向有 3 岁以下孩子的父母

提供的养老金缴费减免的成本约相当于总缴费的

近 6%[5]渊P91冤遥 政府所承担的养老金缴费减免政策

的成本因政策的慷慨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袁 因而

政策制定者需要同时兼顾缴费减免政策的慷慨程

度与政府财政支出的可负担性遥
除财政支出成本袁 就业激励也是需要考虑的

因素袁 应注意尽量避免使养老金缴费减免机制产

生不利的就业激励后果遥 如对于照护相关的职业

中断给予过分慷慨的受益会弱化女性与劳动力市

场之间的联系袁降低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袁损

坏女性的职业前景和财务的稳定性袁 进而导致女

性明显的人力资本和缴费的损失袁 这最终对于政

府来讲成本是特别高昂的[12]遥因而政策制定者在决

策缴费减免政策的慷慨程度时需要努力实现平

衡袁 即确保女性不会因为职业中断而承担过高的

养老金受益损失袁 同时能够激励女性缩短中断期

间袁积极参与就业遥

渊四冤缴费减免机制需要与家庭友好型就业政

策实现组合应用

养老金缴费减免政策是一项有助于抵消职业

中断不利影响的有价值的政策工具袁 但为帮助女

性更有效地平衡工作与家庭护理责任以降低职业

中断袁单一的养老金缴费减免政策是不够的袁需要

更为广阔的政策视角袁 特别是需要与家庭友好型

就业安排渊Family-friendly Arrangements冤实现组合

应用遥 很多 OECD 国家提供一系列的家庭友好型

政策袁主要包括院
1援向男性提供专属性的育婴假期

育婴假期渊Parental Leave冤的规定方法通常包

括院渊1冤规定一个家庭的总受益袁父母可自主选择

双方之间进行分享曰渊2冤可转移的个人受益袁即受

益可以转移给另一方曰渊3冤 不可转移的个人受益袁
即两方均被覆盖一个固定期限的不可转移的休假

权利遥 从政策的影响效果来看袁当休假是按家庭或

可转移的形式提供时袁父亲的休假是较低的遥 为推

动父亲利用休假分担家庭照护责任袁 约有一半的

OECD 国家向父亲提供不可转移的专属性的休假

权利遥 如在冰岛有三分之一相当于 13 周的育婴假

期专属于孩子的父亲袁 挪威为 20%相当于 10 周袁
瑞典为 13%相当于 8 周半遥 德国政府还对至少休

满两个月育婴假期的父亲给予两个月额外的奖励

假期袁该政策推行后父亲休假的比率由 2007 年的

9%增加至 2010 年的 25%譺訛遥 向父亲提供专属性的

育婴假期有利于促进家务劳动在夫妻之间实现更

加平等的分担袁 进而使女性可能在生育子女后缩

短中断期间袁尽快回到全职就业岗位参与就业遥
2援提供有品质尧可负担的社会化儿童照护服务

社会化儿童照护服务的可得性是女性在生育

子女后是否选择较长期间中断就业决策的重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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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遥 如果社会化的儿童照护服务是难以取得

的尧不可负担或低质量的袁父母们会倾向于选择家

庭照护袁考虑到性别工资差距的存在袁在就业市场

中收入水平较低的母亲通常会优先退出劳动力市

场遥 因而袁为提升女性的就业率袁很多 OECD 国家

向孩子处于幼小阶段的家庭提供社会化的儿童照

护服务遥 如瑞典政府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加大了

对高质量正规儿童照护服务的投资以促进女性就

业袁同期的女性就业率由 60%提高至 80%[1]渊P212冤遥
包括瑞典在内的北欧国家同时拥有最大规模公共

投资的正规儿童照护服务尧 最高的儿童照护服务

录取率及最高的女性就业率遥 虽然在美国没有产

假和陪产假的规定袁 但婴儿出生后满 4 周即可入

园实现社会化的儿童照护遥 除此之外袁智利和墨西

哥等拉丁美洲国家也通过发展公共儿童照护计划

大力发展儿童照护服务袁 计划主要针对贫困家庭

及需要就业尧学习或找工作的母亲袁以低成本提供

优质的儿童照护服务袁 在智利社会化的儿童照护

服务均由受过专业的学前教育或早教训练的专业

人士承担袁 因而政策的实施不仅促进了女性就业

的增加袁还实现了儿童更好的发展遥 社会化的儿童

照护服务有助于帮助女性从繁重的家庭照护责任

中解脱出来袁减少职业中断袁通过积极参与劳动力

市场累积并提升自身的养老金受益水平遥
3援提供更为灵活尧弹性的就业安排及就业保障

灵活的尧 有弹性的就业安排有助于女性更好

地兼顾就业与家庭照护责任袁OECD 国家的做法具

体包括允许兼职就业尧 提供工作起始时间的灵活

选择及允许在家庭中办公等遥 同时袁不断提高兼职

就业的质量袁 逐步确保在社会保障受益方面对兼

职就业者的平等对待袁 向兼职就业者提供良好的

教育或技能培训袁 以帮助从事兼职就业的女性实

现向全职就业的转化遥

五尧结 语

养老金缴费减免机制是在养老金体系中更好

地对女性所承担的生育和子女照护这一重要的社

会责任从政策层面予以确认袁 有助于帮助存在职

业中断的女性获得养老金的受益资格并提高受益

水平[13]遥我国同样具有向女性提供养老金缴费减免

机制改革的必要性遥 在我国女性同样是非付薪家

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袁 我国女性平均每天从事的

非付薪就业时间平均为 234 分钟袁而男性为 91 分

钟[1]渊P200冤遥 女性在生育子女后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以兼顾就业和家庭照护责任遥 当前我国叶劳动法曳
对于产假的基本规定为 野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

九十天的产假冶袁对于陪产假袁劳动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未做出明确规定袁 各地区在执行过程中产假

和陪产假政策可能存在差异遥 以北京市为例袁政策

规定女性的产假至少为 128 天袁 配偶的陪产假为

15 天遥而 OECD 国家 2014 年女性生育子女后可享

受的产假和育婴假期平均为 57.7 周袁 其中付薪的

假期平均为 36.6 周袁 非付薪的假期为 21.1 周曰同
时多数国家还规定有父亲专属的育婴假期袁OECD
国家父亲可享受的育婴假期平均为 27.9 周袁 其中

付薪的假期平均为 7.6 周袁 非付薪的假期为 20.3
周譻訛遥 因而当前我国对于产假和陪产假的规定从国

际比较来看是偏短的袁 特别是在我国缺乏有品质

的尧社会化的儿童照护服务资源的情况下袁当前的

产假和陪产假规定无法满足家庭对于子女照护的

基本需求袁 致使多数家庭由祖父母承担繁重的儿

童照护服务袁 或部分女性不得不在生育子女后中

断自身就业以承担家庭照护责任遥
在未富先老尧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袁我国

于 2016 年开始推行野全面二孩冶的人口政策袁而生

育两个孩子的女性将面临更为繁重的子女照护责

任袁 按当前的产假和陪产假规定根本无法满足家

庭对于两个孩子照护的需求袁 这将导致中断就业

甚至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女性比例的进一步增

加遥 为配合国家野全面二孩冶人口政策的顺利实施袁
提升我国女性的就业市场参与率袁减少职业中断袁
借鉴国际经验实施养老金体系的配套改革势在必

行遥 主要包括向女性提供更为人性化的产假政策袁
如提供更长时间的产假袁 并面向生育子女的女性

提供养老金缴费的减免政策等遥 但进一步延长女

性产假可能使女性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市场歧

视袁就业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袁因而有

必要同时延长陪产假袁 向父亲提供专属的不可转

移的育婴假期袁 以实现家庭照护责任在男性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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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间实现更为平等的分担袁 使女性可以更公平

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并累积自身与就业和收入相关

的养老金受益袁从长期来讲袁这将有助于同时降低

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体系中的性别不平等遥
与此同时袁在野全面二孩冶背景下袁大力发展社

会化的尧有品质的儿童照护服务袁提高儿童照护服

务的可得性袁 对于降低女性职业中断同样非常重

要遥教育部发布的叶2016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曳 数据显示袁 我国学前教育的毛入学率譼訛为

77.4%遥 但因幼儿园通常仅招收 3 周岁以上的幼

儿袁我国 3 岁以下幼儿仅有不到 4%由幼教机构照

看袁在有 3 岁以下孩子的 18~45 岁城镇女性中袁有
近三分之一的女性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

就业[14]遥 因而袁在推行野全面二孩冶的人口政策背景

下袁我国有必要扩大社会化的尧有品质的儿童照护

服务袁 并进一步提高 3 岁以下幼龄儿童的入园比

例袁 以帮助更多的女性在生育子女后缩短职业中

断期袁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袁通过就业获得累积并

提升自身养老金受益的权利遥

注院
淤 数据来源院European Union Labour Force Survey (EU-

LFS).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microdata/european
-union-labour-force-survey遥

譺訛 数据来源院German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www.desta-
tis.de遥

譻訛 数据来源院OECD Family Database, http://www.oecd.org/
els/family/database.htm遥

譼訛 野毛入学率冶是指某一级教育不分年龄的在校学生总

数占该级教育国家规定年龄组人口数的百分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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