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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市场法来共享中国人口老龄化

的经济效益并共担长寿风险

要点 
• 全球预期寿命延长带来

的挑战备受关注，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人口也在快速老龄化。

但其中隐藏的一个风险

并未受到充分重视，那

就是未来老龄化趋势的

不确定性带来的长寿风

险。

• 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随

之而来的长寿风险，将

对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可

持续性构成挑战。中国

需要进行全面有效的养

老金制度改革。

• 金融市场可以通过开辟

长寿风险共担交易市

场，来部分解决中国面

临的长寿风险。这种理

念将对“中国各地区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

性、中国特有的强大政

策工具以及中国内部大

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迁移

模式”加以运用。

• 该风险共担市场旨在帮

助较富裕省份对冲长寿

风险，加强其养老金体

系，同时为较贫困省份

创造更大财政空间，提

升其财政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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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人口的

老龄化。与其他国家一样，人口快速老龄化对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也构

成了挑战。预期寿命延长所造成的挑战备受关注，同时这一趋势也存在不确定

性。然而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后果，即长寿风险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重

视。长寿风险的影响随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加剧，其对高龄老年人群的影响大于

对低龄老年人群的影响，增加了我们准确预估人口余寿的难度。事实证明，未

来老龄人群的余寿更加难以预测。

如果长寿风险得不到化解，中国养老金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将面临考验。本期

简报指出，金融市场可以通过开辟长寿风险共担交易市场，来部分解决中国面

临的长寿风险。这种理念将对“中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中国

特有的强大政策工具以及中国内部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迁移模式”加以运用。

其目标旨在帮助中国较富裕省份对冲长寿风险，加强其养老金体系，同时为较

贫困省份创造更大财政空间，提升其财政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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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长寿风险不断加大，风险
挑战日益增多

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

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

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1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例仅为12%。而到205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上升至

三分之一。22017年的一项预测指出，由于预期寿命的稳定、

持续延长，中国65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有望延长16.5年， 
85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有望延长5.5年。随着寿命的延长，

社会负担随之加重。老年人口的退休时间越长，所需的日

常开支和医疗支出就越多，他们入不敷出的风险也就越大。

中国的预期寿命很可能继续呈上升趋势，但上升速度尚不确

定。每个年龄段人群的平均死亡年龄或许可以确定，但实

际的平均死亡年龄的变化幅度很大。我们可以通过英国的

一项研究来了解其中的差异。一项基于英国政府精算部门提

供的估算值的研究指出，2005年英国65岁年龄段男性人群

的预期余寿为17.7~20.5年，但到2040年，这一区间预计为

17.2~26.7年。3这个区间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扩大，而且

高龄老年人群的变化区间大于低龄老年人群。这种不断扩大

的区间是衡量长寿风险的一个指标，应该作为中国养老金制

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参考，但尚未得到有效重视。

在21世纪10年代，许多发达经济体65岁人口的余寿平均每

年延长2个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数据

显示，人口寿命每增加一年，国家的养老负担预计将增加

3%~5%。4考虑到老龄人口预期余寿的变化幅度最高达10年， 
长寿风险带来的养老成本增加幅度可能是上述数字的许多

倍。除此之外，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以及不断恶化的劳动人口

和老年人口的赡养比，给原本就疲于应对不断增长的赤字的

中国养老体系带来了可持续性问题。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过

补贴和调剂来弥补这些赤字，5但如果形成一个长寿风险共

担机制和市场，则可降低此类扶持的必要性。 

有待妥善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长寿风险是一个全球现象。全球的养老金体系都已不堪重

负。据2016年的一项估计，20个发达国家政府的养老金

缺口达78万亿美元，是其当时公布的国家债务的两倍。6 

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的

第四章”长寿风险的金融影响”中指出，各国普遍低估了预

期寿命，平均低估了3年。报告还指出，长寿风险对全球金

融系统的稳定性可能存在巨大的负面影响，是威胁全球金融

稳定的隐患。7

许多论著都指出，长寿风险会带来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

影响，需要加以有效应对。大家所讨论的问题涵盖了人口

统计、精算、金融、老年人口长期护理以及（特别是）数

据问题。这种风险的严重性已得到了充分重视，但仍缺乏

化解相关问题的根本措施，而且大部分措施都涉及风险转

移交易。根据英国养老金顾问公司Hymans Robertson的数

据，8截至2017年12月31日，以下各国养老金体系的累计交

易量分别为：加拿大220亿美元；英国长寿互换（longevity 
swaps）1,010亿美元以及buy-outs与buy-ins工具1,280亿美

元；美国1,150亿美元。如果从用于支持未来养老负担的养

老金资产总额的角度来衡量，这些数字与经合组织国家的长

寿风险资金敞口相比微不足道。92018年，长寿风险的这一

指标估计超过了16万亿美元。

1 新华社，2016。习近平：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5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28/c_1118948763.htm。
2	 ADB.	2014.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bservations and Suggestions.	No.	2014–3.	Beijing。
3	 UK	Pensions	Commission.	A New Pension Settlemen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the Second Report of the Pensions Commission. Appendix E. 

2005.	London。
4	 OECD.	2014.	Mortality Assumptions and Longevity Risk, Implication for Pension Funds and Annuity Providers.	Paris。
5	 F.	Tang.	2019.	China’s	State	Pension	Fund	to	Run	Dry	by	2035	as	Workforce	Shrinks	Due	to	Effects	of	One-child	Policy,	Says	Stud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April.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005759/chinas-state-pension-fund-run-dry-2035-workforce-shrinks-due。
6	 Bass,	E.	et	al.	2016.	The Coming Pensions Crisis. Citi GPS: Global Perspectives & Solutions.	March.	http://www.agefi.fr/sites/agefi.fr/files/

fichiers/2016/03/citi_retraite_hors_bilan_21_mars_1.pdf。
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2.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Washington,	DC。
8	 The	Pension’s	Institute.	Blake,	D.	et	al.	2018.	Discussion Paper PI-1804. Still Living with Mortality: The Longevity Risk Transfer Market after One 

Decade.	Chart	on	Cumulative	Pension	Risk	Transfer	Total	by	Country	and	Product.	London.	p.	59。
9	 CRO	Forum.	2010.	Longevity – CRO briefing – Emerging Risks Initiative – Position Paper. Ams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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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金改革应引入长寿风险共担机制

资本市场的长寿风险共担机制比转移机制更行之有效。长寿

风险共担机制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应用空间，但中国具备了基

本的条件和适宜的环境。中国需要并且正在进行改革，以应

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对其养老金体系及整体财政状况造成的压

力。

中国的生育率很低，同时抚养比正在快速上升。到2040年，

大约每五个劳动力就要赡养一位老人。13中国面临着艰巨的

任务，必须有效、全面地推进改革。这些改革可能会影响地

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当前省际之间的财富转移调剂政策以及

积分落户制度。中国可能需要对长期护理方法和养老金制度

进行改革，同时需要做出一些制度和结构安排以满足老年人

口的需要。另外，中国可能还需要提高最低退休年龄，并将

其与实际或预测的死亡率挂钩。

无论中国能够取得多么深远的改革成果，仅靠这些改革是不

足以解决长寿风险的。还需要应对预期寿命估测方面的不确

定性。预期寿命具有随机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且

各年龄段的预期寿命也不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解决方案中

忽视了长寿风险。幸运的是，中国体量巨大，政府的政策和

激励工具得力，区域发展水平多样，这些因素为中国开辟长

寿风险共担市场创造了条件，至少可以部分降低这种风险。

这种市场需要风险相关各方秉持互惠互利的理念。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中国较富裕省份的老龄人口余寿超出预期，那么

这些省份就会面临养老金和其他成本上涨的下行风险。而另

一方面，中国的许多欠发达省份有望从人口老龄化中获得至

少一种利益。这些省份的人口可以外出务工，成为老年人护

工，并将挣到的钱寄回家乡，从而改善当地的财政状况。随

着中国老龄人口的持续增长和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较富裕

省份未来将需要更多的护工。 

长寿风险共担市场的运作机制

在中国，可通过在护工输出省份发行债券来创建一个长寿

风险共担市场，债券票息与某个财政效应指标挂钩，而财

政效应则通过护工汇款的收入增长情况来进行衡量。中国

10	 P.	Antolin	and	H.	Blommestein.	2007.	Governments	and	the	Market	for	Longevity-Indexed	Bonds.	OECD Working Papers on Insurance and Private 
Pensions.	No.	4.	OECD。

11	 M.	Foster.	2005.	Paribas’	longevity	bonds	fall	flat.	Financial News.	5	December。
12 Investment Week.	2006.	Gearing	offers	secret	to	longevity	bond	market	sales.	16	January.	https://www.investmentweek.co.uk/investment-week/

news/1387366/gearing-offers-secret-longevity-bond-market-sales。
13	 A.	Hagiwara,	D.	Park,	and	H.	Van	Rijn.	2018.	Three	Features	of	Ag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Agenda.	

ADB Briefs.	No.	103.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长寿风险转移成本高且转移效率低

一般而言，存在两种类型的风险转移交易，分别涉及到再保

险或资本市场。迄今为止，资本市场风险交易几乎都是按照

一定的费率进行风险敞口的全部或部分场外转移。例如，通

过一家大型再保险公司或对冲基金以商定的价格承担一家固

定收益养老基金或终身年金提供商转移的风险。向资本市场

转移长寿风险时，通常使用与一般（而非特定）人群的死亡

率（生存率）指数相挂钩的标准化产品。在这类交易中，指

数的选用至关重要。在有些国家，比如英国，仅通过向愿意

承保的保险公司购买保险来转移长寿风险。无论采用何种机

制，风险转移交易都会降低或消除人口寿命不确定性给养老

金实体带来的相关风险。

养老金体系的长寿风险敞口巨大，风险转移措施的成果微不

足道，而且得失参半。再保险公司面临承保长寿风险的监管

限制，风险转移交易中也缺少足够的对手方。只有当交易双

方都能通过自然对冲各自风险来获利时，资本市场才能发挥

最佳作用。由于很少有实体愿意以自然对冲的形式进入资本

市场交易，而且长寿风险只能简单地转移，无法分散或对

冲，因此只能进行再保险。由于这些原因，长寿风险承保方

通常会收取较高的费用。

2004年，英国养老金市场发行的一只长寿债券遇冷，凸显

了为此类产品开辟市场并树立市场信心的难度。这只债券由

再保险商PartnerRe和欧洲投资银行（欧盟的贷款机构）合

作开发，并得到了巴黎银行的支持。它的本息支付与一个

年龄段的生存率指数（即，基于英格兰和威尔士65岁男性在

2003年的实际死亡率）相挂钩。10据报道，这只债券的问题

包括，没有涵盖90岁以上人群的风险以及寿命预测本身存

在不确定性。11还有人认为，相对于这只债券提供的对冲保

护，前期的资本成本过高。12

要想更好地管理养老金体系面临的长寿风险，就需要找到

比风险转移更高效、更价廉的解决方案。Buy-out与buy-in交
易、固定与可变长寿互换合约和其他场外风险转移机制仅具

有名义上的价值增长，而且与长寿风险敞口相比微不足道 
（例如，2018年，经合组织国家的长寿风险敞口预计达16万
亿美元）。基于风险共担而非风险转移的金融市场交易更有

利于降低长寿风险。 

采用市场法来共享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益并共担长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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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份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天然差异，这种方案就是利用

了各省份之间的结构形态。中国较富裕省份的退休人员对

护工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在另一方面，许多护工来自欠发

达省份，而且他们会将部分收入寄回家乡，可利用这种结

构形态创建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风险共担市场。中国最大

的国有商业银行将组成银团，购买这些债券。然后这些银

行将发行与上述债券期限相同但票息浮动的银团债券，票

息的浮动与各富裕省份老龄人口的实际生存率相挂钩。反

过来，这些富裕省份可以用养老基金购买与其老龄人口挂

钩的银团债券，以对冲其长寿风险敞口。银行只需要承担

两种交易之间的微小基差风险。

假设

这种概念的可行性取决于以下几个假设。第一个假设已被广

泛认可，即中国老年人口的生存率将持续上升。第二个假设

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类似，中国的护工需求将与老年

人口生存率的上升密切相关。14中国大量年轻人离开家乡去

其他地方工作和生活，并且年迈父母、成年子女和成年子女

的孩子的数量往往呈递减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单纯依靠家

庭养老已经难以为继。15中国政府目前正积极推动以护工代

替传统的家庭照顾，以及以机构养老代替家庭养老。

2003年，中国外出务工人员汇回家乡的款项占农村总收入

的18%。16第三个假设是护工与其他外出务工人员一样会把

钱汇回家乡。中国较富裕省份对护工的需求较高，而这些护

工主要来自较贫困省份，这将导致汇往较贫困省份的款项增

加，从而增加这些省份的收入。

第四个假设是，护工的汇款将增加较贫困省份的财政灵活

度，改善其财政状况。在中国，这些汇款约占家庭总收入

的30%~50%。17外出务工家庭的采购和支出均须缴纳地方

税，由此产生的收入只有一部分进入国库。护工往家乡汇的

款越多，该省的政府从增值税、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契税、

土地增值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中获得的收入就越高，同时还

能节省预算。居民口袋里的钱越多，对公共服务的依赖就越

少，他们会更依赖私人服务，或者更支持地方政府收取更高

服务费或共同支付费用。

 

票息的设定

护工输出省份所发行债券的票息需要与该省护工汇款增加额

与全省财政状况改善之间的关系指标相挂钩，但制定这一指

标时充满挑战，因为很难将护工汇款在财政状况改善（或恶

化）方面的作用与其他相关因素区分开来。考虑到当前数据

的可用性，目前最好的方法，也是本简报建议的方法，就是

将债券票息与该省每年收到的护工汇款相对于该省每年接收

的中央政府划转金额的比率（年度护工汇款额除以年度中央

政府划转金额）相挂钩。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比率

上涨则表示护工汇款在财政状况改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待搜集到更多财务和汇款详细数据，并确定照料不同年龄层

老人的护工的汇款水平后，将进一步细化该指标。

考虑到当前数据的可用性，本简报建议发行的首只省级债券

的期限为5年，大致相当于中国85岁人群目前的平均预期余

寿（脚注2）。金融中介机构（即，由国有商业银行组成的

银团）将买入该省级债券，然后发行一支相同期限的银团

债券。后者的票息将与85岁人群死亡率（生存率）年度实

际百分比变化指数挂钩。较富裕省份的养老基金将买入该债

券，作为其长寿风险的对冲。待积累更多长寿风险共担交易

的经验后，可以发行更长期限的债券，以反映低龄退休人群

更长的预期寿命。 

银团、基差风险和有效的政府工具

中国政府将组建由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组成的银团，通过该银

团开辟一个长寿风险共担市场。此举将与中国政府近期支

持养老基金、应对人口老龄化整体挑战的举措相契合。例

如，2019年，财政部划转了在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

行的160亿美元股份，以弥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养

老金缺口。18这些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将这一风险共担市场看

作获取利差的机会。由于该银团将是唯一的中介机构，其向

养老基金发行和出售债券的利率可能低于其购买省级政府债

券所获得的息票。

在该交易中，国有商业银行组成的银团将面临基差风险。这

是因为指数变化之间并非完全相关。具体而言，就是银团购

买的省政府债券与其向养老基金发行的债券之间存在票息

14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n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	New Job Opportunities in an Ageing Society. 
Tokyo;	J.	Ha	and	S.	Lee.	2018.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Middle-Income	Trap	in	Asia.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36.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15	 E.E.	Glinskaya	and	Z.	Feng.	2018.	Options for Aged Care in Chin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16 黄平、占少华，2009。《外出务工人员的汇款与中国农村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17	 Hua,	Y.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2014.	Migration Decision and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North Western China. Munich。
18	 Caixin.	2019.	Finance Ministry to Transfer $16 Billion in Equities to Pension–Short Fall Fund. Beijing. http://en.caixin.com/2019-09-26/1014667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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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以及改善政府管理等方面率先应用了大数据。22作为首

个连接至国家平台和中央政府部门的省级系统，云上贵州数

据共享交换平台连接了所有的省政府单位。该平台将有助于

收集关于外出务工的护工汇款和这些汇款对贵州省财政状况

的贡献情况的详细数据，从而进一步确定计算债券票息的指

标，以便启动风险共担机制。中央政府对贵州省债券的发行

量、利率、条款与条件的限制可能会阻碍风险共担市场的运

转，但如果该省能够可靠地评估汇款对其财政状况改善的贡

献，这些限制可能会有所放松。

北京市：收入相对高企、预期寿命不断延长 
北京市养老金体系有所盈余，具备抵御试点风险的韧性。23

北京65岁男性的预期余寿大约比全国平均水平长2年，而且

高于全国除上海之外的所有其他省市。24假设北京65岁以上

人群（例如85岁人群）的预期余寿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虽然有关北京市预期寿命或死亡率的官方数据有限，但我

们可以从实证研究中推断出一些必要的数据。25国际证据表

明，年龄层越高，最终死亡年龄的变化幅度就越大。也就是

说，65岁人群的最终死亡年龄变化幅度大于低龄老人，而

85岁人群的最终死亡年龄变化幅度大于65岁人群。26对北京

市而言，由于其高龄老人的预期余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

且高龄老人的实际剩余寿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北京养老

金的长寿风险高于其他省市。该试点的目的是专门应对北

京85岁人群的长寿风险，目前他们的平均预期余寿约为5年 
（脚注2）。

本概念的试点将涉及以下几方面： 

1)	 贵州省将发行5年期债券，计算来京照料85岁退休人员的

贵州籍护工的汇款对贵州省整体财政状况的贡献情况，并

将票息与计算结果挂钩。

19 Dagong	Global	Credit	Rating	(Hong	Kong)	Co.,	Ltd.	2017.	An Overview of China’s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 Provincial Governments, 
Credit Handbook.	Hong	Kong,	China。 

20	 Z.	Liang,	J.	Li,	and	Z.	Ma.	2013.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Evidence	from	a	Poor	Province	in	Chin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9	(2).	pp.	124–14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486665。

21	 T.	Xinyu.	2019.	Big	Data	Driving	Digital	Economy	Boom	in	Guizhou.	China	Daily	Online.	24	June.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1906/24/
WS5d1099a9a3103dbf14329ed2.html。

22	 China.org.	2017.	Guizhou Creates Model on Big Data Development. http://p.china.org.cn/2017-09/30/content_50029752.htm。
23	 Gruat,	J.-V.	EU–China	Social	Protection	Reform	Project.	2017.	Some Striking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Pension System。
24	 J.	Li.	2012.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Life	Expectancy	in	Mainland	China.	Undergraduate	thesi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25	 H.	Caswell.	2014.	A	matrix	approach	to	the	statistics	of	longevity	in	heterogeneous	frailty	models.	Demographic Research.	31	(19).	pp.	553–592。
26	 M.	Engelmann,	H.	Caswell,	and	E.	M.	Agree.	2014.	Why	do	lifespan	variability	trends	for	the	young	and	old	diverge?	A	perturbation	analysis.	

Demographic Research.	30	(48).	pp.	1367–1396。

差。不过，预计基差风险水平不会很高。此外，考虑到中国

的人口规模、多样性、内部流动政策以及国情的特殊性，中

国可以采取特有的政策应对措施，从而有效地增加相关性、

降低基差风险，并提高长寿风险对冲的效果。鉴于中国在加

强这种相关性方面的特殊地位，也可以增加并稳定护工的需

求和供应。通过户口制度来规范居住许可和内部流动，中国

能够借助多项措施来影响护工的需求、供应和流动，从而增

强相关性。护工的需求增长已得到“十四五”规划的支持，

该规划有意大力发展养老服务。通过居住证积分制度的激

励措施，可以增加护工的供应，例如，接受过护工专业培训

的、想要落户的流动人口可以获得更高的积分。 

如何试点长寿风险共担市场 

该概念需要进行试点。在理想情况下，应在能够代表长寿风

险共担交易对立面的两个省市开展试点。其中一个省市应相

对富裕，是中国外出务工人员的聚集地，并且未来面临着与

退休人员实际预期寿命相关的资金不确定性。另一个省份随

着中国老龄人口寿命的延长，会增加护工输出，以便实现收

入增长并改善财政状况。为了实现概念和试点的可行性，这

两个省市都需要具备可观的数据量。根据这些标准，我们确

定了以下两个省市。

贵州省：相对贫困，但输出了大量的高技能务工人员 
贵州省的人均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6%。其直接债务

与财政收入的比率约为227.5%，在全国处于最高水平。19研

究人员还对该省外出务工人员汇款在贵州省经济中所起的作

用进行了研究。20重要的是，贵州省拥有强劲的数字经济和

不断增长的大数据产业（2019年占全省经济增长的20%以

上），可以为成功试点长寿风险共担理念提供必要的协同效

益。21贵州省在脱贫攻坚、支持实体经济、社会治理、乡村

采用市场法来共享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益并共担长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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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组成的银团将买入该债券，并用该债

券作担保，发行另一只5年期债券，这个债券的票息将与

85岁人群死亡率（生存率）的年度实际百分比变化指数挂

钩。

3)	 北京养老金系统将买入银团债券。

4)	 中国养老金监管机构在确定北京养老金系统的风险储备金

需求时，将审议这些债券的对冲价值。

投资广泛的长寿风险共担机制将带来可观的收
益

在中国广泛推行这一概念需要进一步的投资，但这些投资

将带来可观的收益。投资需求包括改善较富裕省份的数据

基础设施和统计能力，以便更准确地确定退休人员的生存

率。较贫困省份需要获得其外出务工人员汇款总额的精确

数据，以及不同类别的护工（按其照料的老年人年龄层划

分）的精确汇款数据，从而更可靠地计算外出务工人员汇

款与全省总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此外，中央政府必须取

消目前对省级政府发行债券设置的实际利率上限，允许按

照不同的真实信用风险存在不同的市场收益率。

如果取得成功，长寿风险共担机制将产生可观的收益。参

与风险共担机制的较贫困省份将减少债务利息。因为在这

种风险共担机制中，护工汇款带来的收入增加与相关省份

财政状况之间存在一种透明、结构化的联系。这种明确性

将确保长寿风险共担债券的票息低于省级政府发行的其他

债券。以贵州省为例，由于其信贷评级低，贵州必须按照

实际利率上限（即，比相同期限的国债票息高出25~40个
基点）支付利息。如果贵州省能够更加可靠地衡量财政状

况改善的原因，将增强投资者对贵州省偿债能力的信心，

他们也会更愿意购买其发行的长寿风险共担债券。提高财

政状况的透明度后，能够坚定投资者对全省整体财政管理

水平的信心，这将有助于地方政府基础债券的发展和市场

化。较富裕省份的财政压力也将得以缓解，因为新机制提

供的对冲价值可能会降低其维持养老金体系所需的风险资

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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