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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新领军者年会（第十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6月26日
易信

至28日在天津举办。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Albert Park表示，现在中国人口60岁
是15%，未来的20到30年之间会翻倍，成为30%，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中国在发展

微信
QQ空间

的初期遭遇了老龄化的问题，因为中国独生子女的政策，进一步加快了生育率下降
的问题。中国的政府也一直在讨论，我们如何来提供足够的资源，来关照这些老龄
人及时的推动一些项目，才能够产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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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文字实录：
更多

主持人李怡然：我们一会会讲养老，我想嵇晓华，你有没有孩子？
嵇晓华：现在还没有。

南京独栋别墅

主持人李怡然：这样的话，你还有生孩子，你的亲戚朋友，会生第二胎吗？

大家都爱看

嵇晓华：我觉得我跟这位教授观察不太一样，从微观角度来讲我身边的所有的

进

无需专业背景让你画作拿得

人都来讨论二胎政策，大家非常积极想要二胎，对于企业更关注有生育假的员工增

课程 | 吴晓波推荐：超20万人在学

多。很多人还没有真正的着手，因为大多数人都到了年龄的生育年龄的末尾，对于

人间 | 护士的故事：谁在看顾我们

增加二胎是非常慎重的事情，哪怕政策放开了，对于大家的决定有迟缓效应，这个

财经 | 黄有光：动物是痛苦多还是

效应不会马上呈现。这里面又非常复杂，大城市里面大家的压力非常大，我们知道

科技 | 大疆反腐冰山一角："85后

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会有一些生育上的影响。大家会关心结婚会不会迟早，

体育 | 德甲-莱万点射帕瓦尔头槌

因为我要有足够的时间生二胎，非常复杂的联动效应，这个效果不会很快的呈现出

娱乐 | 柳岩顶假笑脸和工作人员斗

来。

时尚 | 1.17亿人围观薇娅的直播

主持人李怡然：也是大家要再计划一下，他们保守一些，需要准备筹备才考虑
生不生第二胎。刚才我们进人口老龄化，对政策的影响，现在人口老龄化明显，有
没有数据分享一下，比如说增幅，以及对于家庭架构的影响呢？
Albert Park：我做的行业就是老龄化行业，首先有关于独生子女政策带来影响
的研究，有一些社会的方面研究反映出独生子女一般压力比较大，现在如果说有更
多人生第二个孩子，对于年轻人发展是好事，但是可能不会说有那么多人回应这个
政策，这也是无法弥补老龄化。现在中国人口60岁是15%，未来的20到30年之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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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独生子女的政策，进一步加快了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中国的政府也一直在讨
论，我们如何来提供足够的资源，来关照这些老龄人及时的推动一些项目，才能够
产生效果。
主持人李怡然：您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中国的家庭结构，是不是成一种
倒金字塔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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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Park：现在的老龄人孩子比以前少，因为父母有中年的人口，他们是只
有一个孩子，我参与了一个调研，是对于中国老龄人口进行的调研，我和北京大学
一起做的调研。找一些老龄人，定期地对他们研究。我们发现现在老年人20%是贫
穷的，40%的老年人会有一些抑郁的状态，可能因为健康不好，他们成长的时候中
国是贫穷的国家，这些人有很多需求，这些老龄人不会对宏观系统带来压力，这些
人的数量有限的，中国政府对他们比较慷慨。但是下一组人群，他们的孩子没有那
么多，我其实很怀疑中国的政策，有孩子赡养他们的父母，现在的老年人并没有得
到孩子太多的支持，只有一半的老年人有一半的收入是孩子所提供的。而且我们也
知道，现在有一个农村的养老金项目是一个新的项目，5年前开始的，真的是还蛮有
作用的。涉及到的金额并不多，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农村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可

魔力宝贝怀旧

图片新闻

以获得55到70块钱一个月。这是无条件的，不论是付社保也好，现在有大量的研
究，包括我的研究，认为这对于老年人生活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不用再工作
了似乎他们对于医疗上面花更多钱，如果身体好，他们很高兴，但是如果给他更多
的钱，会让他更好，这就说明没有他，这个系统好像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今后非

黑龙江发放政府消费券

纽约时

常重要，中国应该设计退休金制度，非常有包容性，不久很多老人，他们不再依赖
于自己的孩子来支持了。
主持人李怡然：现在有关退休年龄在延长，你觉得是否有助于帮助老年人，他
们会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Albert Park：我想提高退休年龄非常重要，中国肯定不久之后会做，因为老龄
化很快，我想会有更多人依赖于退休制度。对于农村人口来说无济于事，他们一直
要生活，到身体不能够干活为止他们不干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不是解决办法，
对于老年人，我们可以提高退休年龄。但是现在有很多问题，到底工作年龄是多
少，标准年龄是多少。今天很多老年人身体不好，教育水平不是很高，很难制定一

惠州 富力湾

热点新闻

个制度，这些雇主不愿意雇佣他们，我想今后会有所改善，我们有新一代老人，健

暴徒堵路、纵火、袭击市民

康教育会更好，中国需要根据其他一些模式，尽可能的采用灵活的工作方式，可能

政府工作报告没提九二共识 对台政

是兼职，不一定全职，而且工资可以谈判，很多国家都有这种非常严格的制度。像
到了退休年龄了，雇主不想再继续来雇佣这些人了，

邓紫棋放着豪宅不住去妈妈家 家装
韩国美女去日本当丁克主妇 她家餐

主持人李怡然：你讲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问
题。
Albert Park：是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转折点了，中国劳动力的问题现在已经减
少了，相对来说还得减少。多快呢？大概说百万人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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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Park：中国已经有500万就业机会。
主持人李怡然：大概600万，确实了不起，有没有对于经济的帮助或者选择，
我们把退休年龄推后，你觉得政府的考虑，从哪方面考虑？把这个要落实呢？
郑真真：我们的研究是人口的角度来考虑，推迟退休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当时
制定这个退休制度的时候是50年代，当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53岁，54岁，现在我
们的预期寿命是74岁、75岁。这么多年没有动过，我觉得很不合理的，我们用一个
词就是这叫“年龄膨胀”，人们能活得长，更多的人接受了大学的教育，不是18岁

上海高档养老院

深度学

工作，是25岁工作，这是很浪费，资源的很浪费。
主持人李怡然：工作的时间比较短。
郑真真：工作的时间缩短了，所以推迟退休是必须的，但是具体怎么做这个很
重要，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很多50多岁的妇女退休了，大家看到她们在跳舞，实际上
她们做很多的工作，她们帮助年轻夫妇带孩子，我不知道你要想要孩子要不要爸爸
妈妈帮助？肯定要帮忙，他们要照顾老人，现在老人活得长，她们要照顾80多岁的
老人，这些人要推迟退休，会影响另一批人，这种制度要全盘考虑，一个家庭怎样
权衡，谁工作谁照顾老人，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
主持人李怡然：确实是。先看看我们能不能谈一谈年轻人，因为你接触的年轻
人特别多，你们果壳网有多少人在线学习，他们学习的习惯？

一个牙套价格

态度原创
看客|我在德邦做分拣工的3
槽值|蓝牙音箱终于对成年人下手了

嵇晓华：每个月3千万，年龄25岁上下，另外我们做了一个在线教育的平台，

数读|中国连锁便利店最多的城市，

叫慕课学院，在这里学到很多课程，无论在云南还是湖南小山村里面，很多课程翻

大国小民|把人世间的春天都给家人

译成中文，可以跟老师互动，学习已经没有边界的。
主持人李怡然：你结婚没有？
嵇晓华：还没有。大家所有的决定都往后了。
主持人李怡然：你刚才说可能农村，动力因为要学习一个新的专业，可以有一
个新的职业。

高光谱相机
嵇晓华：最大的问题是学习的
动力，学习的环境大家差不多，但
是因为所处周围环境的动力，年轻
人可能在乡村里面，整体老龄化带
来的环境的变化，年轻人可能会降
低，学习的动力会变差，大家会读
到各种关于三四线城市年轻人使用
互联网的习惯，跟一线城市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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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联网，但是不同的环境里面社交方式、学习方式不一样，导致年轻人学习动力
的不一样。我们教育希望打通不同城市年轻人之间的屏障，大家更好的对话，真正
的教育没有边界。这不是光互联网行业的工作，应该是整体社会环境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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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30岁，30年后，我60岁，还不知道要再继续工作多少年。是要干到死的意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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